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鏡頭下的灣區」攝影巡迴展覽
地點：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地下1-5號展覽館

日期：即日起至3月20日（18、19日上午9時至晚上
8時，20日至下午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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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顏琨
報道： 「鏡頭下的灣區」 攝影
巡迴展覽昨日開幕，展出400
餘幅作品，分別來自40餘位
粵港澳地區攝影師采風創作，
以及從網上徵集的珍貴老照
片。該展覽於2019年開始籌
備，先後在中山、廣州、東莞
等地舉行，反響熱烈。

昨日出席攝影巡迴展覽開
幕禮的嘉賓，包括政務司司長
陳國基，中聯辦社工部部長羅
建君， 「心連大地攝影會」 會
長陳俊濠、顧問張鐵夫、顧問
鄧慕蓮，正利控股有限公司主
席吳彩華，南海薈（香港）主
席羅犖銘，藝人陳法蓉等。

陳國基致辭時表示，今
次巡展為一眾攝影師提供切磋
技術、分享心得的機會，匯聚
他們在大灣區不同城市拍攝的
數百份精彩作品。這些圖片
展示大灣區的城市建設、文
化內涵、鄉村振興，以至科
技和人文的飛躍發展，從多
角度呈現大灣區建設的成就
和魅力，必定有助加深市民
大眾對大灣區發展的認識和
認同。粵港澳三地文化同
源、地緣相近、人緣相親，

今次巡展在香港舉行，正是
拓展灣區文化交流、促進社
會全面復常的一個好例子。

陳俊濠初次接觸攝影是
在上世紀80年代，攝影器材
也從菲林相機更換至數碼相
機。他接受採訪時說： 「時
隔三年在香港舉辦巡展，非
常開心，未來我們還計劃在
北京舉辦這個展覽，讓更多
人看到大灣區的風景。」

今次活動由中聯辦社工
部、廣東省人民政府新聞辦、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廣東
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
小組指導， 「心連大地攝影
會」 和大公網聯合主辦。

400攝影作品展現灣區魅力

▲眾嘉賓為攝影展開幕禮剪綵。 政府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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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工作於娛樂 渴望拍劇 李月
兒與余潔

滢此行到日本拍攝兩個月，
其間有假期。但每次放假，
她們都選擇休息，只在住宿
地點附近閒逛。她們笑言，
放假時連化妝也懶。但就在
沒化妝那天，她們竟遇上一
個俊美男子，對方是咖啡
師。

問她們還想去哪個地方
旅行呢？李月兒表示很想再
去新西蘭，之前她跟老公去
過，老公在旅程中求婚。當
時他們沒什麼機會親親大自
然，所以希望再去一次。她
又指Zoe（余潔滢）不怕曬
太陽，加上什麼也夠膽試，
如果一齊去新西蘭，應該很
好玩。

余潔滢則很想看極光，
但她本身怕凍，所以好矛
盾。

問二人還有什麼工作想
試呢？余潔滢稱最想拍劇，
本身演戲經驗不多，希望作

出嘗試。李月兒指自
己正在上戲劇課，很

想體驗一下拍劇的
感受。

李月兒（Luna）與余潔滢（Zoe）隸屬同一家
公司，但不算相熟，經過在日本兩個月的拍攝，二
人熟絡起來，更希望有機會再結伴到其他地方旅
遊。她們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暢談今次為
HOY TV拍攝旅遊節目《女遊日本》的感受。二人
在日本工作時，當地疫情未止，她們都帶備藥物同
快測包。Zoe說： 「我們沒有確診過，沒有抗體。
記得拍攝幾天後，我出現喉嚨痛，擔心是否感染
了，經檢測後證實沒事，相信是吃得太多串燒所
致。」

玩滑翔傘夠刺激
今次的節目除了介紹當地吃喝玩樂的好地方，

亦去一些旅客少去的地方，她們也玩了很多刺激的
運動。Luna說： 「我們玩了滑翔傘、獨木舟，浸了
多次溫泉，絕對是寓工作於娛樂。」 談及難忘事，
Zoe笑說： 「在大阪市心齋橋扒獨木舟，都好難
忘，附近有很多人跟我們說：加油。」

Luna就指鏡頭前後都有難忘事，鏡頭前印象最
深刻的是參觀奈良附近一家水族美術館，那裏融合
了音樂、燈光，遊人跟魚有互動外，感覺似看了一
齣舞台劇。至於鏡頭後，她笑言有一天收到Zoe幾
個短訊，指發現入住的酒店房間有人曾進來，物件
都被移動過。Zoe解釋當時情況： 「我入到房間，
燈是亮着的，房間被執拾過，枱面有零食。當時我
好驚洗手間有人，後來心想，莫非酒店有職員見到

我們兩個女仔入住，所以送上零食？後來，才知是
虛驚一場。」 Luna笑說： 「其實房間是我執拾過
的，入房的人就是我。」

Zoe坦言是膽小的人，沒試過一個人去旅行。
Luna則表示，自己會一個人去旅行。問到喜歡跟老
公還是閨密去旅行？Luna笑言有不同感覺，跟老公
去什麼都不用理，他會安排一切。這次跟Zoe拍節
目，很好玩，製作團隊讓她們自由發揮，雖然首次
拍旅遊節目，感覺不太難。

一天吃三次拉麵
問她們事先有沒有提出哪些活動不敢玩呢？

Zoe笑言很多時也是拍攝前一兩天才知要做什麼，
自己從沒想過拒絕，因為她都喜歡玩歷奇冒險的活
動，反而一天要吃三次拉麵，就會有點擔心，但最
後亦順利完成拍攝。

Luna與Zoe在日本要一齊生活兩個月，二人要
磨合嗎？Luna坦言大家生活習慣不同，自己很晚才
睡，Zoe就是早睡亦易醒的人。最初自己配合對方
一齊早睡，亦會小心以免發出聲響嘈醒對方。後來
Zoe適應了在日本的生活，可以熟睡了，她可以回
復夜一點才睡。

Zoe首次要離家工作這麼久，拍攝兩星期已開
始思家，特別掛念家中的貓，後來慢慢適應了。
Luna表示沒有思家，但老公很羨慕她可以離港玩
樂，拍攝期間，老公曾到日本一星期探望自己。

Luna說： 「碰巧離港期間遇着他的生日，但老公很
好，會讓我去工作。」

問到有無趁機瘋狂購物？Zoe笑說： 「我帶了
20萬日圓（約1.1萬港元），幾天後已花光所有現
金，因為當地很多東西都好便宜，又常覺得返到香
港便買不到。最後，我要寄一袋行李返港。」 Luna
指自己帶了很多服裝，故沒有在當地買衫，今次主
要想體驗當地人的生活，說： 「我買得最多的是咖
喱，本身喜歡吃，買了十幾包。」 Luna笑言平時在
港有做瑜伽，在日本拍旅遊節目沒時間做運動，返
港發現體脂上升了，要勤做運動減肥。

全球旅遊業正在復甦，生機勃勃。
女星李月兒與余潔滢早於2022年底赴日
本兩個月，為電視台拍攝旅遊節目。新
冠疫情三年，她們均沒有離港，今次當
然寓工作於娛樂，上山下海，看雪景，
浸溫泉，盡情享受，收穫不少難忘的回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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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潔滢（左）與李月兒在大阪扒獨木舟。

服飾：INTIQUE
場地：Palmax Craft @palmaxcraft

英文名：Luna
年齡：28歲

●模特兒、演員、瑜伽導師
參與作品（部分）：真人
騷《賭命夫妻》、網絡劇
《異數者》、旅遊節目
《女遊日本》

李月兒小檔案
英文名：Zoe
年齡：26歲

●模特兒、演員
●2021年參賽Viu TV《全民

造星Ⅳ》，40強止步
參與作品（部分）：綜藝節
目《美女廚房》、劇集《男
排女將》、旅遊節目

《女遊日本》

余潔滢小檔案

余潔滢李月兒
遊日本拍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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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潔滢離港到日
本工作，最掛念的
是家中的貓貓。

▲余潔滢（左）與李月兒因為到
日本拍攝旅遊節目，熟絡起來。

▼李月兒返港後積極做運動減肥。

【大公報訊】香港電影導演會
前晚（3月16日）舉行周年晚宴暨年
度頒獎典禮，席間公布七項大獎。
劉青雲與鄭秀文（Sammi）分別憑
《神探大戰》及《流水落花》獲
「最佳男、女主角」 ，早前鬧出停
映風波的《給十九歲的我》奪得
「最佳電影」 。

當晚不少電影人出席，包括成
龍、洪金寶、古天樂、劉青雲、林
家棟、鄭秀文等。《給十九歲的
我》奪 「最佳電影」 ，導演張婉婷
未有出席，由監製黃慧與聯合導演
郭偉倫代表接受。郭偉倫台上指紀
錄片是真摯地記錄現實，但現實是
殘酷的。今次事件對業界的生態造
成衝擊，他們都希望可以避免此事
發生，顧及參與者、演出者的心理
變化，亦可以保護創作者的言論自
由、創作自由。他說： 「我們暫時
不會公開發表任何言論。」 黃慧則
代張婉婷讀出一封信： 「請石校長
釋懷，如果時光倒流的話，如果石
校長再要我做這個紀錄片，我一定
會再義無反顧一口答應！對於所有
有勇氣分享自己成長的同學，我以
她們為傲。」

劉青雲奪「最佳男主角」
鄭秀文憑《流水落花》獲 「最

佳女主角」 ，她在台上高呼： 「得

到肯定，多謝你們。」 繼早前獲香
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 「最佳女演
員」 後，Sammi再度獲獎，她覺得
演員的路好長，可以做一輩子，只
要不放棄，每個階段也有可演的角
色。劉青雲憑《神探大戰》獲 「最
佳男主角」 ，問到可會期待得到更
多獎項？他坦言沒有。

另外，《神探大戰》導演韋家
輝奪 「最佳導演」 ，林諾憑《白日
青春》獲 「最佳新演員」 ，何爵天
憑《正義迴廊》奪新晉導演獎。張
同祖導演則獲榮譽大獎。

鄭秀文獲導演會女主角獎

▲香港導演會年度頒獎，劉青雲
（左）與鄭秀文分膺 「最佳男、女
主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