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佛協會長被舉報 國家宗教局開始調查核實

港生四部折子戲萌呆觀眾
粵劇夏令營廣州開營 粵港澳少年同台飆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2018

年粵港澳青少年粵劇藝術交流夏令營」8月1日起在

廣州粵劇藝術博物館大舞台拉開帷幕，廣州也是夏令

營粵港澳三地巡演的首站。通過公開選拔的30位香

港中小學生，在廣州專業粵劇老師的指導下，通過4

天的排練，便帶來4個精彩的折子戲表演。有香港小

學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參加此次粵劇夏令營，知

道了專業大舞台的魅力所在，也更加體會到學習粵劇

可以更好地理解文言文和中國歷史，尤其是把歷史人

物和戲劇角色做對比時特別有意思。結束廣州演出

後，該夏令營也會在澳門何黎婉華庇道演藝劇院，以

及香港屯門大會堂進行巡迴演出。

小演員心聲
黃韻嘉（11歲 扮演《潞安

洲》陸夫人一角）

這是我第一次登上正式
的粵劇大舞台，唱主角，
是一個很難忘的時刻。不
僅認識新朋友，也是一次
開眼界的學習體驗旅程，

尤其是在廣州粵劇藝術博物館演出，這裡古
香古色，舞台比香港更大更有氛圍。

謝宛霖（14歲 扮演《潞安

洲》陸登一角）

在香港學習粵劇8年，
這次來廣州參加粵劇夏令
營，看到很靚的粵劇表演
環境。未來還會利用業餘
時間繼續學習粵劇，通過

粵劇表演，對中國古代歷史作更多了解。

李靖悠（9歲 反串《帝女

花之香夭》周世顯一角）

學習粵劇5年，第一次
在這麼大的舞台扮演男
仔。演出前，一起表演的
小朋友們在穿好戲服後，
一起拍照，大家都好開

心。這次在廣州學習了幾天的表演，知道這
邊的老師一直都在堅持學習粵劇，我希望自
己以後可以一直表演下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7月26日，由廣
東舞蹈戲劇職業學院、香港生輝粵劇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和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聯合主辦的「2018年粵港澳青少年粵劇藝
術交流夏令營」活動在廣東舞蹈戲劇職業
學院開營，集結了粵港澳三地的100多名
青少年參加。據悉，此次夏令營活動，被
列入國家文化和旅遊部2018年度內地與港
澳文化交流重點項目。

立馬入戲 非常到位
香港帶隊老師杜詠心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今次香港來了30個學生參加培訓，平
均年齡13歲左右。和廣州、澳門學生不同
的是，香港小學生學習粵劇是以興趣為
主，基本功沒有廣州、澳門學生扎實。不
過令人欣慰的是，這次雖然只有四五天時

間給孩子們排練、學習，但在廣州專業粵
劇老師的指導下，他們都非常投入地進行
粵劇唱功、基本功、身段、把子（槍、
刀、棍、劍、徒手的基礎套路）等基礎課
程的訓練。
杜詠心透露，孩子們每天上下午排練，

非常辛苦，但他們卻非常開心和享受。尤
其是來到有嶺南風格、水鄉特色的中國園
林式的粵劇藝術博物館內演出，孩子們在
穿戴好戲服後，立馬入戲，感覺非常到
位。
此番首演，三地青少年帶來11個「折子戲」

表演。其中香港的中小學生帶來《師公出
馬》、《帝女花之香夭》、《潞安洲》、《白
蛇傳之水漫金山》等經典劇目。舞台上，小
演員們相對稚嫩的表演，萌呆觀眾，同時也
給台下戲迷帶來許多歡樂。

對照歷史 興趣更濃
廣東舞蹈戲劇職業學院戲劇系主任朱清

強看完表演後稱，近年來，粵港澳學習粵
劇的青少年逐年增加，如今通過夏令營的
形式進行集中培訓和演出，可以讓青少年
們在「唱」、「念」、「做」等表演技藝
上迅速進步。
今年9歲的小女生李靖悠，業餘學習粵
劇已經5年。平時在香港也有演出經驗的
她，這次反串表演《帝女花之香夭》的男
仔一角。李靖悠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第
一次演男仔，非常緊張。雖然平時在香港
演出也會緊張，但是那裡表演環境非常熟
悉，不像這裡的舞台很大、很正式。
來自香港培僑書院14歲的謝宛霖說，他
學習粵劇已經8年。這次在《潞安洲》裡

扮演陸登這個角色。他透露，排練的時間
有點倉促，但對於這個角色的英雄氣概作
了細緻了解後，排練也就更有感覺。
學習粵劇多年，謝宛霖透露，自己認識

文言文的水平一直在提高，對中國歷史的
興趣也越來越濃厚。尤其是，自己學習劇
本、排練時，偶爾還能把中國的歷史和故
事角色聯繫在一起作對比，這個過程就會
覺得特別有意思。
杜詠心說，通過夏令營這個粵劇交流平

台，平時以業餘興趣為主的香港中小學
生，在粵劇的學習上看到了其他兩地年紀
相仿的小演員扎實的基本功，也逐漸明白
專業的粵劇演員日常訓練的辛苦，這樣的
交流及聯合演出，也會吸引更多學唱、會
唱、愛唱傳統戲曲的小朋友加入到粵劇的
發展和傳承隊伍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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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機場新增
廣州-以色列直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白雲機場開拓國際航線的步伐明顯加
快，昨日，海南航空正式開通廣州飛往以
色列特拉維夫的直航航線，這也是廣州首
條直達以色列的國際航線。至此，今年以
來白雲機場新開通的國際航線已經達到
12條。據悉，白雲機場的目標是今年起
至2020年，新增國際航線達到30條。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截至目前，白

雲機場航線網絡已經覆蓋全球五大洲共
210多個通航點，國際通航點達到86個。
其中包括29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48
個城市。特別是在輻射東北亞、東南亞、
中亞、西亞、中東等「一帶一路」沿線地
區航線上，白雲機場航班密度都具有明顯
競爭優勢，較好地助力了中國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間的經貿文化往來。

10日前後
颱風影響華南沿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進入8月，高溫與暴雨繼續「主宰」中國天
氣。中國氣象局新聞發言人李明媚在昨日舉
行的發佈會上表示，截至2日，中央氣象台
已連續20天發佈高溫預警，高溫還將持續。
另外，颱風「雲雀」將於今日登陸華東，會
給蘇浙滬皖多地帶來暴雨。未來10天，南
海還將有1個颱風生成，並於10日前後給華
南沿海帶來風雨影響。
關於近期持續高溫情況，國家氣候中心

氣候服務室首席艾婉秀表示，今次高溫具
有持續時間長、最低溫度偏高等特點。據
預測，未來10天，中東部地區仍多高溫
悶熱天氣。南方地區高溫天氣較前期有所
減弱，8月5日之後將再度發展。
雲南省丘北縣8月1日發生雷擊事件，造

成4名兒童死亡，3名兒童受傷，引起社會
廣泛關注。李明媚說，「在這次事件發生前，
當地氣象部門已發佈氣象預警。目前處於汛
期雷電多發季節，氣象部門要加強預報預警，
公眾也要多留意預報預警信息，雷雨天氣盡
量不要外出，更不要在樹下避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
道）針對北京龍泉寺釋賢佳和釋賢啟兩位
前都監實名舉報中國佛教協會會長、龍泉
寺住持釋學誠一事，國家宗教事務局昨日
回應稱，已收到了舉報材料，並已開始調
查核實工作。香港文匯報記者搜索發現，
目前釋學誠官方微博「學誠法師」的所有
微博已關閉回復功能，而學誠法師及兩位
舉報人的電話均無人接聽。國家宗教事務
局昨日在官網發佈《關於對舉報中國佛教
協會會長學誠一事的回應》稱，密切關注
和高度重視互聯網上舉報中國佛教協會會
長學誠有關問題的反映。「我局已收到了
舉報材料，並已開始調查核實工作。」

95頁舉報信網上流傳
8月1日，一份標題為《重大情況匯報》

的95頁舉報信在網上流傳，北京龍泉寺釋
賢佳和釋賢啟兩位前都監發佈長篇《情況

匯報》，指稱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北京龍
泉寺住持釋學誠長期精神控制、性侵女弟
子，引發輿論嘩然。《情況匯報》中還提
及「男女雙修」、寺廟違建、巨額資金去
向不明等情況。
8月1日晚間，釋學誠轉發龍泉寺聲明，
稱相關指控為偽造證據、惡意構陷。龍泉
寺聲明指出，近日，原龍泉寺釋賢啟（俗
名杜啟新）、釋賢佳（俗名劉新佳），收
集、偽造素材，歪曲事實並散佈不實舉報
材料，構陷佛教大德，誤導大眾。不實舉
報材料中，基於偽造的證據以及惡意構陷
學誠法師的不法目的，已涉嫌構成犯罪。
由此，對學誠法師本人和北京龍泉寺造成
的名譽損害，龍泉寺將保留對相關責任人
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此事背景複雜、組
織運作、用心險惡，北京龍泉寺將提請上
級政府相關主管部門組成調查組，對此事
給予調查，以正視聽。

法師微博回復功能關閉
釋學誠官方微博「學誠法師」當晚轉載

了這個聲明。微博顯示該條消息轉發逾三
萬條，評論兩千餘條。不過，香港文匯報
記者搜索發現，其所有微博已關閉回復功
能。香港文匯報記者分別致電釋學誠及兩
位舉報人，電話均無人接聽。
官方資料顯示，學誠，男，漢族，1966
年8月出生，1982年出家，福建莆田人，
中國佛學院畢業，研究生學歷。現任全國
政協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副主任，中
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學院院長，中國
宗教界和平委員會常務副主席，中國人民
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副會長，北京市政協
常委，福建省佛教協會會長，福建省莆田
南山廣化寺方丈，陝西扶風法門寺方丈，
北京龍泉寺方丈，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宗教
高等研究院副院長等職。

■■北京龍泉寺一北京龍泉寺一
景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
昨日從中國文化和旅遊部獲悉，近期，
該部部署開展了專項查處工作，依法從
重查處部分內容違規網絡文化經營單位，
組織開展網絡動漫、網絡音樂市場集中
執法檢查，27家主要網絡動漫、網絡音
樂網站被列入檢查對象名單。
針對有關媒體曝光的「嗶哩嗶
哩」、「快看漫畫」等動漫視頻網站
和漫畫網站提供含有低俗內容的網絡
動漫產品問題，文化和旅遊部部署北
京市、上海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
隊，依法查處上海寬娛數碼科技有限
公司、快看世界（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的違規經營行為。文化和旅遊部要
求11家主要網絡動漫經營單位加強內
容自審，開展自查清理，下線違規網
絡動漫產品，目前已下線涉嫌違規動
漫視頻977條、漫畫167部。
針對有的網絡音樂平台提供含有宣

揚法西斯和軍國主
義等禁止內容的網
絡音樂產品的問
題，文化和旅遊部
指導北京、浙江、
廣東等地文化市場
綜合執法機構依法
立案調查，並將依
法作出行政處罰。
文化和旅遊部部署
18家主要網絡音樂
平台開展自查清
理，已下線涉嫌違規網絡音樂產品
4,664首、視頻10萬餘條，清理歌單
891個，刪除違規用戶評論4,300餘
條，清理昵稱、頭像等違規用戶信息
4,500餘條。
記者從文化和旅遊部文化市場司獲

悉，為進一步加強網絡文化市場監
管，文化和旅遊部將於近日組織開展

集中執法檢查，對27家主要網絡動漫
和網絡音樂經營單位進行全面檢查，
重點檢查含有淫穢色情低俗、宣揚暴
力、教唆犯罪、違背社會公德等禁止
內容的網絡動漫、網絡音樂產品。發
現含有禁止內容的網絡文化產品的，
文化和旅遊部將從快從重查處，並及
時向社會公佈查處結果。

27家網絡動漫被列檢查對象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昨日從陝西省
高級人民法院獲悉，備受關注的陝西米脂「4．27」
趙澤偉故意殺人案件，近日已經陝西省高院覆核終
結。陝西省高院裁定同意榆林市中級人民法院以被告
人趙澤偉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
身的刑事判決，並對趙澤偉的死刑裁定依法報請最高
人民法院核准。
2018年4月27日，被告人趙澤偉因工作、生活不
順而遷怒無辜、圖謀報復，持刀瘋狂捅刺米脂縣第三
中學的放學學生，致21名中學生死傷，其中9人死
亡、4人重傷、7人輕傷、1人輕微傷。
7月10日，榆林市中院以被告人趙澤偉犯故意殺人罪，
判處其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當庭宣判時，趙澤偉
表示上訴。在接到法院送達的刑事判決書後，趙澤偉於
7月11日向米脂縣看守所提交自書的「不上訴書」材料
一份，對死者及家屬表達歉意和悔罪態度，聲明不上訴。
在上訴期限最後一天，他再次明確自己不上訴。7月24
日，上訴期限屆滿，榆林市人民檢察院也未提出抗訴，
榆林市中院遂依法將該案報送陝西省高院覆核。

米脂「4．27」故意殺人案
陝高院覆核同意死刑判決

■27家主要網絡動漫、網絡音樂網站被列入檢查對象名
單。 網上圖片

■香港小朋友李靖悠（右）和何慶麟在《帝女花之香夭》中分別反串飾演太僕之子周世顯和崇禎皇帝長女太平公
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候台的小演員們一起拍照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20182018年粵港澳青少年粵年粵港澳青少年粵
劇藝術交流夏令營在廣州劇藝術交流夏令營在廣州
開啟首站巡演開啟首站巡演。。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