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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杭州
報道）第九屆香港主題電影展杭州
站前晚正式開幕，作為周星馳的影
迷，觀眾程先生告訴記者：「《喜
劇之王》我看得已經不下十次了，
但在大銀幕上看還是第一次，能在
大銀幕上看到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
經典代表作品還是挺難得的，而且
還是粵語版的，看起來更原汁原
味。」
據悉，此次香港主題電影展以

「鬼馬狂想．笑滿香江」為主題，
將有8部經典香港喜劇電影與杭州
觀眾見面，包括：《逃學威龍》、
《喜劇之王》、《食神》三部周星
馳的無厘頭喜劇，成龍的經典之作
《A計劃》，新藝城與嘉禾公司的
作品《最佳拍檔》與《奇謀妙計五
福星》以及許氏兄弟的《半斤八
両》和《摩登保鑣》。
「我們從2012年開始與百老匯
電影中心合作舉辦香港主題電影

展，帶了很多部經典的香港電影來
到杭州，目的是希望把香港的經典
電影呈現在杭州觀眾面前，推動兩
地的文化交流，也促進兩地電影業
的發展。」香港特區政府駐上海經
貿辦事處主任蔡亮表示：「這次特
意是從香港喜劇電影中精選了8部
膾炙人口的老片來到杭州，也是希
望在今年大家受到疫情影響，生
活、學習、工作都受到影響的情況
下，可以保持笑容，保持正面對
待。」
蔡亮透露，除了電影展之外，未
來還將進一步推進香港與內地的文
化藝術交流：「12月就有一場微模
型展覽將在上海、杭州等地舉行，
我們希望通過微模型的方式將香港
的飲食文化、人文景觀、生活細節
等呈現在內地觀眾的眼前。同時，
在疫情影響下，我們還充分利用微
信、微博等平台，將香港的一些表
演項目通過雲端演出的方式呈現出

來。我們剛剛與香港中樂團合拍了
10集表演節目，之後將陸續通過網
絡進行播放。」
蔡亮坦言：「除了疫情的挑戰，

去年香港社會的情況也令香港的形

象在內地有所影響。我們希望可以
從文化藝術着手，把香港的正面信
息帶給內地朋友，重新推廣、重新
建立香港熱情好客、投資環境優越
的形象。」

巔峰之夜開場，歷屆《中國好聲音》武漢籍學
員帶來合唱歌曲《世界為你醒來》，為最可

愛的家鄉獻上深情歌聲。隨後，《2020中國好聲
音》18強學員一同演唱《燦爛的你》，四大導師
則與「五強學員」一起，共同致敬武漢。
李宇春同學員潘虹一起，帶來一首《皇后與夢

想》，勁歌熱舞的編排帶來了煥然一新的視聽體
驗；謝霆鋒則與學員曹楊演唱《給天使看的
戲》，背景滾動的老照片營造復古的舞台效果；
李榮浩和學員斑馬森林帶來一首經典金曲《倒
帶》，加入樂隊元素的歌曲風格讓人耳目一新；
李健與學員單依純、宋宇寧演唱《城市之光》，
溫暖柔情的旋律點燃了一座城市的熱情氛圍。
值得一提的是，當晚，第三季總冠軍張碧晨，

再度登上「好聲音」的舞台，演唱電影《奪冠》
的主題曲《生命之河》。
今年，來自李健戰隊的單依純憑藉穩定的發揮

與出色的唱功，奪得了《2020中國好聲音》年度
總冠軍。當晚，她演唱了《好久不見》和《星．
Sailing》兩首歌曲，節奏律動完美拿捏，展現出
了極強的可塑性。

勉勵唱自己喜歡的歌
賽後在後台接受訪問時，單依純直言自己很緊

張：「經常看向台下的李健老師，尋找安慰」。
在唱票環節，李健始終閉着眼，他坦言是因為非
常緊張：「我自己比賽還好，聽她比賽，我真的
緊張。她一唱《好久不見》第一句，我就覺得唱
得太好了，雖然今天風雨交加但是是好日子。」
被問及台上到底有多冷，她直呼：「還挺冷

的，穿得特別特別少，台上還四面透風，就感覺
生活不易。」反觀節目播出期間，李健自己忍不
住披上厚厚的外套，他笑言：「我一直都是冷暖
自知的人。」
單依純還透露，自己是因為李健才走上音樂道

路，之前二人就有一定的淵源。李健對於單依純
不吝讚美：「希望她能珍惜自己藝人的稟賦。在
我看來，這麼多年選秀，她是最突出的一個。她
私底下和唱歌時像換了個人，唱歌聲音有一種獨
特的靈魂，歌手一定要唱自己喜歡的作品，也要
堅持本心。也希望她多讀書、多鍛煉身體、多出
國看看，豐富自己。她前途不可限量，真是為音
樂而生的人。」
《中國好聲音》走到第九個年頭，經歷了華語
歌壇的風雲變幻。今年，全新的導師團陣容為節
目注入了不同以往的新鮮視角，新增的原創賽道
也讓更多人看到了華語樂壇中不容小覷的原創力
量，首次開闢樂隊的參賽通道，讓更多音樂形式
在「好聲音」的舞台上呈現。

《2020中國好聲音》巔峰對決

單依純大熱勝出
李健再奪李健再奪「「冠軍導師冠軍導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2020 中國好聲

音》歷時三個多月的音樂

旅程前晚畫下句號，從本

季開局就因超強實力而被

譽為「準冠軍」熱門的18

歲浙江女孩單依純獲得年

度總冠軍，這也是李健繼

2018 年後，第二次奪得

「冠軍導師」的榮耀。李

健大讚單依純：「多年選

秀她最突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據外國媒體
報道，人氣歌手Selena Gomez與母親Man-
dy Teefey近日接受訪問，Selena公開了她的
心理健康歷程，稱可以坦然面對精神健康問
題，她已經有了新的開始，但過去困惑和相
愛的歲月都值得。她更主動出錢扶助躁鬱症
患者。
28歲的Selena表示，近年來對自己的心理

健康狀況愈來愈持開放態度，此前她曾尋求
治療焦慮症和抑鬱症的方法，對心理問題感
覺絕望，但是在尋求幫助後又變得更堅強，
她說：「我不會再為此感到羞愧，我已經感
覺好多了，現在我可以理解很多事情。」
她坦言：「我知道有些事很難，但是我必

須努力。過去我會對創作感到恐懼，現在我
參加直播節目或者影視作品，以及創作音樂
時，我覺得這其實是一種天賦，我很高興，
現在我只是做自己，我感到更加自由。」

新發行專輯《Rare》受歡迎
經歷了感情問題、心理問題的跌宕起伏，

Selena最新發行的專輯《Rare》十分火紅，

她說：「我現在做的任何事情都與以前的思
維定式無關，現在就是最好的樣子，《Lose
You To Love Me》是我最受歡迎的作品之
一，尤其最初兩天反應太瘋狂，我都不敢相
信，其實都是值得的，所有這些年來的困惑
和相愛，現在一切都恢復平靜，它僅僅是曾
經的經歷。」
Selena相信專注心理健康問題是對的，否

則她不會是現在的狀態，她說：「如果不優
先考慮心理健康，我覺得會錯過很多人生機
會。我是個很快樂的人，我有我的生活，我
很高興看到自己為所做的事情開心，也對為
別人做的事開心。」其母親Mandy說：「事
實上Selena認為現在的自己更健康，這是積
極的態度，可以在照顧自己身體和心理健康
的同時發揮創造力。」
Selena還通過基金Rare Impact Fund幫助

有類似困惑的人，該基金承諾未來10年籌集
1億美元（約7.8億港元），幫助一些欠缺相
關服務的社區，使有需要人士獲得心理健康
治療，Selena說：「我相信每個人都應該獲
得精神健康。」

Selena Gomez扶助躁鬱症患者

第九屆香港主題電影展杭州站
加強文化交流 重建香港形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張藝謀的新片《一秒
鐘》在內地定檔11月27日上映！為此，張藝謀還專
門寫了一封深情款款的親筆信：「總有一部電影會讓
你銘記一輩子，銘記的也許不僅僅是電影本身，而是
那種仰望星空的企盼和憧憬。」
至於《一秒鐘》也首次曝光了預告片，從預告片和
張藝謀的公開信來看，無論是鏡頭語言還是故事的敘
述方式，都體現出了他強烈的個人風格。
據悉，故事靈感也是來源於張藝謀早期經歷，是其

一貫對文化展開追憶和尋根的風格。張藝謀導演將膠
片時代最深刻的記憶挖掘出來，並為之書寫了一個深
情的父愛故事，作為對膠片時代最為盛大的告白。這
既是給電影的一封情書，亦希望每一位觀眾都能在這
部電影中感受到別樣的溫情。
另外，據外國媒體報道，漫威新片將於明年7月在

亞特蘭大開拍，預計將拍攝6個月。原片靈魂人物查
特域克保斯曼（Chadwick Boseman）突然因病去
世，該片的拍攝計劃一度暫停。有關保斯曼去世後，
新片將如何安排這個人物呢？漫威否認將用CG打造
他的數碼替身。據悉，墨西哥男星Tenoch Huerta將
加盟《黑豹2》飾演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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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naSelena曾經歷曾經歷
了多次健康危機了多次健康危機。。

■■ 單依純唱歌實單依純唱歌實
力超群力超群。。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比賽期間比賽期間，，李李
健表現得十分緊健表現得十分緊
張張。。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單依純獲得冠單依純獲得冠
軍獎座軍獎座。。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謝霆鋒謝霆鋒（（左左））與曹楊演唱與曹楊演唱《《給天使看的戲給天使看的戲》，》，
感染力不弱感染力不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20202020中國好聲音中國好聲音》》現現
場氣氛極佳場氣氛極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張藝謀的新片張藝謀的新片
將於內地定檔將於內地定檔1111
月月2727日上映日上映。。

■■ 「「黑豹黑豹」」查特查特
域克保斯曼早前因域克保斯曼早前因
癌病離世癌病離世。。

■■第九屆香港主題電影展第九屆香港主題電影展
杭州站前晚正式開幕杭州站前晚正式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 北京報道）
著名舞蹈表演藝術家陳愛蓮昨日凌晨因病
去世，享年81歲。陳愛蓮一生摯愛舞台，
曾先後主演了舞劇《白毛女》、《小刀
會》、《文成公主》、《紅樓夢》、《霸
王別姬》、《春江花月夜》、《獨舞》等
作品，是中國主演舞劇最多的舞蹈家，有
「東方舞蹈女神」的美譽。
內地媒體報道，陳愛蓮此前發現患胃癌，

最終因醫治無效離世。公開資料顯示，陳愛
蓮祖籍廣東番禺，1939年生於上海，幼年因
父母雙亡與妹妹一起進入上海的孤兒院。1952
年，她從孤兒院考入中央戲劇學院附屬舞蹈
團學員班後，因成績優秀，被選送進中國第
一所舞蹈學校—北京舞蹈學校學習。

1959年，陳愛蓮以全優成績畢業，同年
主演了中國第一部芭蕾舞與中國舞蹈相結
合的舞劇《魚美人》，一舉成名，成為當
時中國最年輕的舞蹈家之一。1978年，在
舞劇《文成公主》中，陳愛蓮飾演文成公
主，同年，她成為首次赴美國的中國藝術
團主演。陳愛蓮還主演了舞劇《白毛
女》、《小刀會》、《紅樓夢》、《霸王
別姬》、《春江花月夜》等作品，是中國
主演舞劇最多的舞蹈家。其中她在民族舞
劇《紅樓夢》中扮演林黛玉，對此角色癡
迷而投入，從1981年到1986年演了近400
場，每一場都備受歡迎。
1989年，陳愛蓮以所有積蓄創辦「陳愛蓮

藝術團」，任團長。公開資料顯示，藝術團
輾轉全國各地，年均演出達300餘場。1995
年，陳愛蓮創建愛蓮舞校，傾力進行後續舞
蹈人才的培養。一直以來，陳愛蓮的高超的
表演藝術和她全身心奉獻於舞蹈藝術的品德
受到各界的讚譽與肯定。進入老年階段依然
每天堅持練功的陳愛蓮曾說：「舞蹈是恒久
的藝術，我的舞蹈生命沒有盡頭，如果現在
不讓我跳舞，就是等死」。

被譽「東方舞蹈女神」舞蹈家陳愛蓮逝世

■■ 中國著名舞中國著名舞
蹈表演藝術家蹈表演藝術家
陳愛蓮昨日因陳愛蓮昨日因
病逝世病逝世，，享年享年
8181歲歲。。 中新社中新社

■■李宇春一身打扮清涼李宇春一身打扮清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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