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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現場還舉辦了為「銀川西
夏區華西希望小學」、「銀川

市西夏區奕龍希望小學」慈善捐款
的公益活動，踐行了「一帶一路」
的核心精神，引起現場一陣溫暖湧
動。
《莫語者》是一部根據真實事件改
編的首部海外安全官行業題材，該劇
以「一帶一路」為背景線索講述了一
群從未被加冕的守護神般的神秘、沉
默的人，以自己的方式捍衛華人海
外安全的故事。
發佈會中黎明的亮相讓現場氣氛頓
時沸騰。據介紹，劇中黎明飾演莫語
者事務所的負責人衛天，帶領團隊人

員粉碎黑心製藥公司的陰謀、為中國
支非的高鐵項目提供安全保障、多次
解決恐怖分子在「一帶一路」經濟區
製造的安全危機。提起時隔23年重返
電視劇，黎明表示：「因為《莫語
者》這部劇在題材上很吸引我。海外
安全官是一個很新的行業和題材，觀
眾不了解這個職業，所以很想讓大家
知道有這樣一群默默無聞的人，他們
的堅持與大義深深地打動了我。」

踐行「一帶一路」核心精神
《莫語者》主創們登台為銀川西夏

華西希望小學、奕龍希望小學進行捐
款儀式，少先隊員代表為每位主創人

員敬獻了紅領巾，在場的所有嘉賓共
同見證了愛心互動的一刻，該校的領
導高度的感謝和讚賞了《莫語者》劇
組為希望小學的學生能夠接受良好教
育做出的貢獻。
對於此次的活動，總製片人王曦表

示：「《莫語者》是根據真實事件改
編的的首部海外安全官題材行業劇，
響應貫徹了『一帶一路』國際峰會精
神，我們不僅要傳播這種精神，更是
要用行動做『一帶一路』的踐行者。
希望這次的募捐活動能讓更多的孩子
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成長為民族復興
的有用之才。『一帶一路』不僅是一
種信念，更是一種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唐詩詠有份投
資的餅店昨日正式開幕，親自到來主持儀式的詩
詠即場試味，透露早前花時間遠赴北海道學藝，
亦有參與設計餅盒，與其他股東合共投資七位數
開店。
榮升做老闆娘的詩詠，問到會否送餅給舊愛洪

永城，她大方地說：「會，我們仍有傳訊息聯
絡，其實我所有朋友都應該來捧場，我都會送餅
給他們。」一直盛傳蕭正楠和黃翠如到外地秘
婚，詩詠笑稱可以贊助巨型蛋糕。至於與王浩信
夾份開cafe一事，詩詠坦言不能太倉促，要多些
時間籌備。笑指詩詠轉型要做商界女強人，她否
認道：「不是，都是機緣巧合去做，自己又喜歡
吃，希望可以做得好。」
早前詩詠跳舞替手機拍廣告惹來不小迴響，她

坦言有想過為餅店Rap一段Freestyle，說：「有
想過Rap一個芝士蛋糕版，其實拍手機廣告時，
我去到才知道要Rap，工作人員即場有教我，我
都盡了努力去做，最重要是大家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岑麗香昨日出席化妝品店
開幕剪綵，並以店長身份為模特兒即場示範化妝技巧，吸
引大批途人圍觀。香香透露忙於拍攝無綫新劇《果欄中的
江湖大嫂》，她於酷熱天氣下拍外景仍支持得住，主要是
全組人合作愉快，劇情又夠搞笑故拍得很輕鬆。香香覺得
最難的，反而是今次演一位中文老師，因她是在外國長大，
中文水平真是「有限公司」，所以感覺似足拍古裝劇般難，
挑戰很大，單是講「玉不琢不成器」這句對白，本身已經
聽不明白，最初以為是「豬肉不剁不成肉
餅」，幸好同劇演員都幫她，陪她唸一次
對白才埋位，她又努力去練好發音和
咬字。
此外，同劇演員有經常講粗口的黃

光亮，香香笑言拍攝現場的確聽到不
少粗口，然而自己一定未去到對方的
級數，不過都會分得懂哪些是髒話。
香香指近來演出檔期緊密，經常要拍
至凌晨兩、三點才收工，晨早又要開
工，老公「強強」每朝早都提早起床
接載她去開工，故也大讚他很偉大，
因老公是樂意做其「柴可夫司機」，她
從沒主動提出過。香香甜絲絲說：
「每日車程大概只有短短三十分鐘，
但我們會很享受和珍惜這些相處的機
會！」笑問老公喜歡自己素顏還是化
了妝？她笑說：「我會逼他說兩樣
都喜歡，因這說法絕對是雙贏，不
會出錯的！」

據中央社消息 韓國藝人孔劉
昨天赴台灣代言手機，中午搭機
來台時，事先知道孔劉來台的粉
絲，更把握機會在機場接機。
孔劉戴墨鏡，身穿深色夾

克，展現帥氣的一面，揮手並揚
起陽光般的笑容，隨後完成VIP
通關。在管制區內的數十名粉絲
看到孔劉時，尖叫聲四起，追逐
狂奔，場面險些失控。

岑麗香爆老公做私人司機

2323年後再拍劇年後再拍劇 演海外安全官演海外安全官
被角色打動黎明黎明傳遞傳遞

量能正
香港文匯報訊（寧夏特派記者 王

尚勇）近日， 內地電視劇《莫語

者》在銀川舉行了「行走的希望」

新聞發佈會。發佈會當天，天王黎

明攜李凱馨、楊玏、鄭羅茜、鄭凱

等眾主演共同出席，黎明現場大哥

風範十足，更放下天王包袱，不斷

爆出「人生就是這樣，活一天少一

天，每一天都要活得精彩」等內涵

段子，其他主演之間更是與「大

哥」開啟「互黑」模式，現場歡樂

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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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詠投資百萬做老闆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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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環憑獨特建築風格及綠色設計奪兩獎

天環繼榮獲「ICSC中國購物中心大獎」新開發項目金獎後，再勇奪兩
個殊榮。天環憑先進的設計理念、獨特的建築設計風格和別出心裁的

空間設計脫穎而出，獲得「亞太區地產大獎」中國零售業最佳建築獎。該
獎有地產界奧斯卡之稱，至今已是第26屆，天環獲獎顯示新地在國際地產
領域的成就。
另外，天環獲得「地產設計大獎．中國」金獎，該獎旨在從地產市場化
的角度，甄選對行業、城市及社會有積極貢獻的優秀建築作品，評判指天
環位處廣州中央軸線，為重要的綠化帶，讚揚天環的設計提供寬闊的視覺
走廊及充裕的綠色空間。
天環以躍動雙魚形狀為外型，在商業氣息濃厚及人潮湧湧的天河路上分
外耀眼，全新演繹購物商場的活力時尚新概念。天環臨街品牌商戶獨有高

闊店面及雙層櫥窗，開放式活動空間貫穿天環內部，下沉式廣場
以螺旋形設計，凸顯層次感。天環擁有大面積的戶外綠化空間，
帶給人們舒適的購物環境和愉快的視覺體驗。天環還匯聚眾多國
際知名品牌、環球人氣美食以及華南全新的LUXE影院，舒適環
境及獨特體驗令天環迅速成為廣州市民的購物天堂。

上海浦東麗思卡爾頓酒店連續四年獲業界代表獎項
上海浦東麗思卡爾頓酒店榮獲今年中國酒店及旅遊業論壇頒發

年度大獎─中國酒店業主明星獎，是酒店連續四年在該論壇獲
獎。酒店業主明星獎是根據全球最大酒店及旅遊業顧問機構之一浩華的市
場調查，以及浩華與中國旅遊飯店業協會每年合作出版的《中國飯店業務
統計》的酒店營運指標數據而產生，顯示上海浦東麗思卡爾頓酒店經營表
現出眾，備受肯定。

該酒店是新地在內地發展的首家酒店，位於上海國金中心一期大樓頂部
的18層，新穎時尚的設計恰到好處，是30年代老上海裝飾藝術風格與現代
時尚設計的完美結合。賓客在酒店的每一個樓層，均可飽覽上海以及外灘
的繁華璀璨美景。

Sino Club 信和薈
日前特意連同新加坡
航空，為各尊尚會員
準備免費機票，令旅
行預算更有彈性，同
時有機會入住由國家
紀念建築物改建成的
新加坡富麗敦酒店及
富麗敦海灣酒店，享
受優質生活，締造難
忘回憶。
現有 Sino Club 信

和薈尊尚會員只要成功推薦一位親友登記或升級成為Sino
Club信和薈尊尚會員，便可獲面值港幣100元之購物現金
券，每位會員推薦人有機會最多可獲10張面值港幣100元之
購物現金券。首3名成功推薦最多尊尚會員的推薦人可贏取
新加坡航空之經濟客艙來回香港與新加坡機票3張，並於10
月28日至31日與Sino Club信和薈一同飛往新加坡，入住新
加坡富麗敦酒店2晚及新加坡富麗敦海灣酒店1晚，以及獲
得由專業攝影師Chan Kit於新加坡拍攝的家庭照1輯。成功
推薦最多尊尚會員的首4名至10名推薦人均可獲新加坡航空
之經濟客艙雙人來回香港與新加坡機票。
該活動日期截至9月3日，9月19日公佈結果。若有任何

爭議，Sino Club信和薈保留完全及最終決定權。購物現金
券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汕頭市青年代表團一行17人日前到訪香
港廣東青年總會（青總），受到青總執行主
席霍啟山熱情接待。王江鋒任團長。名譽團
長、汕頭市委統戰部副部長陳爍煥表示，期
望能與青總加強合作，共同協助青年人做好
創新創業工作，培養香港青年人對國家的認
同感。
代表團名譽團長陳爍煥、團長王江鋒，
團員馬學沛、周贊和、黃貴松、賴作勤、林
曉冰、林俊灝、張澤霞、黃佳琪、林銳濤、
郭星、林曉帆、陳宋燦、邱天怡、謝元碩、
周碧蓉等一行拜訪青總。青總由執行主席霍
啟山，副主席黃琰，副秘書長林月萍，常務
會董連喜慶，會董朱梓橦、區倩雯、彭志濤
等接待代表團一行。
當日，王江鋒介紹了今次訪問團的目

的。陳爍煥表達了希望與青總加強合作的意
願。雙方亦就如何加強青年人工作，特別是
如何開展協助香港青年人在汕頭創新創業，
以及凝聚更多青年人，培養好他們對國家的
認同感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和交流。
霍啟山表示，青總成立大半年時間，已

經舉辦了多項活動，為香港及廣東青年
人，帶來了交流的平台。霍啟山表示，青
總未來的工作，會重從文化、體育、青
年創新創業等方面，開展工作。當中包括
正在進行的「香港青年人大灣區發展指
數」，青總日後會將研究的數據，整理成
報告，交特區政府、廣東省及有關單位，
希望從政策層面，提出香港青年人的意
見。另外，雙方亦表達了期望青總能組團
訪問汕頭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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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 頭 青 年 代 表 團 訪 青 總 Sino Club 信和薈與你暢遊異國

■廣州天環商場憑藉獨特外型設計及建築風格，榮獲「亞太區地產大獎」中國零售業
最佳建築獎。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新地)致力追求卓越質素，興建優質物業，為客戶帶來舒適及獨特的體驗。新地旗下廣州天

環商場及上海浦東麗思卡爾頓酒店最近奪得多個業界獎項，印證新地的內地物業質素及表現深得客戶及業界的認同。

新地廣州天環與上海麗思卡爾頓雙獲大獎

Konstar 於 8
月17日至21日
舉行的「家電．
家 品 ． 博 覽
2017」 中 設置
攤位，展出一系
列Konstar 的熱
門產品之餘，更
會讓公眾以優惠
價購買產品。
博覽開幕首

日，市民可以1
元驚喜價換購皇牌產品─「Konstar食物料理組合」（原價319元，
首日限定6部，先到先得）。Konstar食物料理組合集切碎攪拌、刨
絲切片及洗滌脫水等多種功能；一機在手，全能料理，由甜點、餃
子至肉餅都「零」難處理。
此外，公眾可憑「家電．家品．博覽2017」入場券上之優惠券，

免費換取「Konstar小型削皮器」1個，更可獲特選產品85折購買
優惠。
日期：由即日起至8月21日（星期一）
時間：由即日起至8月20日（早上10時至下午10時）

8月21日（早上10時至下午6時）
地點：灣仔會議展覽中心Hall3G-B18

Konstar 手動環保廚具助你輕鬆入廚
「家電．家品．博覽」1蚊換購全能食物料理器及多款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