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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雙星報喜之絕代雙嬌音樂會」 晚上八時於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演出。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帝女花》，晚上七時半於油麻地戲院演
出。

■中外經典名曲交響演唱會晚上七時四十五分於香港大會堂音樂
廳演出。

■ 「艷曲華韻會知音」 粵曲演唱會晚上七時十五分於高山劇場演
出。

■龍翔官立中學視覺藝術科畢業展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堂展出。

【本報訊】榮獲 「中國二十世紀
經典舞蹈作品」之一─上海芭蕾舞
團的扛鼎之作，家喻戶曉的大型芭蕾
舞劇《白毛女》，將於本月二十五至
二十七日一連三天，在香港文化中心
大劇院公演。這是上芭於一九九五年
來港演出《白毛女》後，闊別十八年
再度訪港。

紅色經典 歷演不衰
上芭團長辛麗麗表示，《白毛女

》不僅承載中國第一代芭蕾藝術家
的藝術追求，更以其歷史的真實和情
感的浪漫影響了幾代中國人。辛麗麗
稱，她於一九九五年來港演出時扮演
主角白毛女，深切感受到香港觀眾對
《白毛女》的喜愛。並感謝中國民族
民間文化藝術交流協會和新天地文化
策劃之邀請，能在今年元月再度訪港
演出。

辛麗麗介紹說，由第一代的白毛
女扮演者茅惠芳、石鐘琴和大春扮演
者凌桂明至今，已經歷了四十多個年
頭，《白毛女》已經演出近一千七百
場次。她續說，是次來港演出的主角
，由國家一級演員范曉楓扮演白毛女
；國家一級演員吳虎生扮演大春；
喜兒由李晨晨飾演。《白毛女》至
今已經演到第六代了。辛麗麗深信
： 「由新生代演出的《白毛女》，
將以亮麗的形象和超群的舞技，為香
港觀眾傾情演繹這段紅色經典，展現
《白毛女》歷演不衰和新的藝術魅力
。此次香港之行，期待這部極具歷史
意義的芭蕾舞劇，能再次觸動我們的
集體回憶。」

上海芭蕾舞團成立於一九七九年
，前身為芭蕾舞劇《白毛女》劇組。
《白毛女》作為嘗試芭蕾民族化的重
要作品之一，為 「上芭」的建立奠定

了基礎，同時也確立了 「上芭」作為
內地一流舞團的地位。《白毛女》的
輝煌造就了石鐘琴、茅惠芳、凌桂明
等芭蕾表演藝術家。

文化中心展出圖片
其後，風格迥異的劇目，磨練出

汪齊風、辛麗麗、楊新華、陳真榮、
季萍萍、范曉楓、孫慎逸、吳虎生、
余曉偉等一批批優秀的芭蕾明星。三
十多年來， 「上芭」的年輕演員先後
在國際芭蕾舞大賽中榮獲了三十二枚
獎牌，實現了中國芭蕾在國際芭蕾舞
賽壇上零的突破─第一塊獎牌、第
一個雙人舞大獎、第一個芭蕾舞 「奧
林匹克」金獎都出自於上海芭蕾舞團
。 「上芭」除了在全國各地演出外，
還先後在美國、加拿大、法國、西班
牙、挪威、澳洲、新西蘭、日本、朝

鮮、印尼、新加坡、泰國、芬蘭、韓
國以及港澳台地區近百個城市演出。
「上芭」曾被西方傳媒稱為 「來自於

中國上海的芭蕾像中國的瓷器一樣精
美」。

是次演出由中國民族民間文化藝
術交流協會主辦；新天地文化策劃協
辦。並於本月十七至二十五日一連九
天，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堂舉行《白毛
女》訪港演出圖片展，部分攝影作品
由上海著名攝影家夏文宇展出他的舞
台攝影力作。同時，主辦機構邀請茅
惠芳專程從美國回來；石鐘琴和凌桂
明等從上海來港與香港朋友會面。並
邀請國家一級美術師、雕塑家、天津
歌舞劇院舞美總監劉鑫創作了《白毛
女》珍藏限量版雕塑，供觀眾選購留
念。門票已於城市電腦售票網公開發
售。查詢可電六○四八六三四八。

上芭扛鼎之作 闊別18載再訪港

芭蕾舞劇白毛女連演三天

第一代 「上芭」演員茅惠芳、
石鐘琴、凌桂明現在怎樣了？

茅惠芳現居美國，作為第一代
扮演喜兒的演員，茅惠芳表示香港
給她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茅惠
芳回想當年（一九七一年）拍攝彩
色電影《白毛女》時，導演桑弧對
全劇精心琢磨，為追求完美，一個
鏡頭往往要拍上幾十遍，影片傾注
了大家的艱辛汗水和青春熱血。

茅惠芳表示：喜看上芭一代又
一代的年輕芭蕾舞演員成長起來，
又在國際的眾多芭蕾舞比賽中多次
獲獎，他們的技巧日趨高超，希望
大家喜歡第六代的喜兒和大春。

四十年前主演白毛女的石鐘琴
，今年六十八歲，現居上海。她表
示：當年《白毛女》準備拍成電影
，並由她主演白毛女。她在舞台上
演出白毛女也有十多年。石鐘琴十
五歲才開始練芭蕾，那時候根本不
懂什麼是芭蕾，練功很艱苦，練習
和演出的舞鞋都是內地自行製作的
，鞋頭很尖，木頭很硬。她說她的
腳趾甲破了又好，好了又破，不斷
長雞眼、老繭，因長期擠壓又化膿
發炎，要練功和演出時真是錐心的

痛。
石鐘琴表示，芭蕾舞劇《白毛

女》在全國各地放映無數次，寫信
來向她求愛的固然不計其數，石鐘
琴後來與一位攝影師共諧連理，家
庭生活很幸福。三十五歲前的她，
曾主演過《雷雨》、《苗嶺風雲》
、《阿里巴巴》、《魄》及《天鵝
湖》，專業的芭蕾舞演員因付出的
體力不足為外人道，到了三十多歲
後，無論肌肉、關節等都顯得力不
從心，加上石鐘琴的年代並沒有適
當的護理，髖骨和脊椎等都有舊患
。退出舞台後她沒有完全離開過她
熱愛的舞蹈事業，也教教芭蕾。

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六年，
一直都是飾演大春的凌桂明表示，
期望 「上芭」是次來港演出成功，
更期待此行可以和香港的朋友和舞
蹈界人士面對面交流。他說未來過
香港演《白毛女》，雖然離開舞台
快四十年了，但他一直沒有離開過
芭蕾舞。他說，年輕時有幸由國家
培養，現從事芭蕾舞的教學工作，
培養出蜚聲國際的譚元元和曾任香
港芭蕾舞團的首席舞蹈演員的梁菲
等學生。

第一代演員說《白毛女》

▲上海芭蕾舞團演員大合影 上海芭蕾舞團提供

▲群舞《大紅棗兒甜又香》 上海芭蕾舞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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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簡稱：深赤灣A/深赤灣B 股票代碼：000022/200022 公告編號：2013-002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董事辭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於2013年1月7日接到公司董事田俊彥先
生、王芬女士、范肇平先生、袁宇輝先生及張寧先生提交的辭呈，上述五位董
事因工作變動辭去公司董事職務。根據《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
，上述五位董事的辭職導致公司董事會成員低於法定人數，在股東大會選舉出
新的董事前，原董事仍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履行董事
職務。上述五位董事辭去公司董事職務後不再擔任公司的其他職務。公司董事
會將按照法定程序盡快提名新的董事候選人，提交股東大會進行審議。

董事會衷心感謝田俊彥先生、王芬女士、范肇平先生、袁宇輝先生及張寧
先生擔任董事期間為公司發展做出的貢獻。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三年一月八日

股票簡稱：深赤灣A/深赤灣B 股票代碼：000022/200022 公告編號：2013-003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監事辭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於2013年1月7日接到公司監事黃惠珍女
士及郭頌華女士提交的辭呈，上述兩位監事因工作變動辭去公司監事職務。根
據《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上述兩位監事的辭職未導致公司監
事會成員低於法定人數，不會影響公司監事會正常運作，不會影響公司正常生
產經營。上述辭職報告自送達公司監事會之日起生效。上述兩位監事辭去公司
監事職務後不再擔任公司的其他職務。公司監事會將按照法定程序盡快提名新
的監事候選人，提交股東大會進行審議。

公司衷心感謝黃惠珍女士及郭頌華女士擔任監事期間為公司發展做出的貢
獻。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三年一月八日

股票簡稱：深赤灣A/深赤灣B 股票代碼：000022/200022 公告編號：2013-004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董事會2013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1.董事會會議通知的時間和方式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於2013年1月4日以專人送達和E-mail的方式發

出第七屆董事會2013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的書面會議通知。
2.董事會會議的時間、地點和方式
會議於2013年1月7日召開，採取通訊方式進行並做出決議。
3.董事會會議董事出席情況
會議應參加董事九人，共有九人參與通訊表決。
4.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規定。
二、董事會會議審議情況
1.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的表決結果，審議通過公司《關於更換公

司董事的議案》，同意接受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和中國南山開發（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的推薦，提名張日忠先生、鄧偉棟先生、王志賢先生、李玉彬先生和
張建國先生共五人作為第七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並參加公司2013年度第一次臨
時股東大會選舉。

根據《關於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上市公司治理
準則》和《公司章程》及《獨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關規定，我們作為公司的
獨立董事，現就提名上述董事候選人的事宜發表如下意見：

1）候選人的任職資格合法。
經審閱五名候選人的個人履歷（詳見附件1），未發現其有《公司法》第

147條規定的情況，以及被中國證監會確定為市場禁入者，並且禁入尚未解除
的現象。

2）候選人的提名程序合法。
候選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關規定。
3）經本人了解，五名候選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經歷和身體狀況能夠勝任

所聘崗位的職責要求，有利於公司的發展。
2.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的表決結果，審議通過《關於聘任公司財

務總監的議案》，同意原副總經理兼財務總監張建國先生向董事會遞交的辭呈
，並同意聘任張方先生擔任公司財務總監，任期自2013年1月至2014年5月。

根據《關於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上市公司治理
準則》和《公司章程》及《獨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關規定，我們作為公司的
獨立董事，現就上述事項發表獨立意見如下：

1）財務總監的任職資格合法。
經審閱張方先生的個人履歷（詳見附件2），未發現其有《公司法》第147

條規定的情況，以及被中國證監會確定為市場禁入者，並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現
象。

2）財務總監的提名方式、聘任程序合法。
財務總監的提名及聘任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關規

定。
3）經本人了解，張方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經歷和身體狀況能夠勝任所

聘崗位的職責要求，有利於公司的發展。
三、備查文件
經與會董事簽字的第七屆董事會2013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三年一月八日

附件1：
1）張日忠先生個人履歷
張日忠先生，1968年8月出生，畢業於中國中央財經大學和英國威斯敏斯特大
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英國特許會計師公會會員。從
事財務會計工作已超過十七年，具有豐富的財務管理經驗。歷任招商局集團有
限公司財務部副總經理，招商局控股（英國）有限公司財務總監。2005年加入
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現任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兼財務總監。
張日忠先生與本公司控股股東不存在關聯關係；截至2013年1月7日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要求的任職條件。
2）鄧偉棟先生個人履歷
鄧偉棟先生，1967年7月出生，1994年畢業於南京大學自然地理專業，取得博士
學位，2002年9月於加拿大Dalhousie大學海洋管理系獲得碩士學位。擁有豐富的
港口經營和管理經驗。曾任職海南省洋浦經濟開發區管理局，並歷任中國南山
開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發展部總經理、赤灣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深圳媽灣港務有限公司總經理及深圳媽港倉碼有限公司總經理。2009年7月
加入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現任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鄧偉棟先生與本公司控股股東不存在關聯關係；截至2013年1月7日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要求的任職條件。
3） 王志賢先生個人履歷
王志賢先生，1965年3月出生，畢業於天津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獲工學碩士
學位，後獲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擁有豐富的港航業管理
經驗。1992年7月加入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歷任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工業管
理部副總經理、企業規劃部總經理、深圳媽灣港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寧波大
榭招商國際碼頭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招商港務（深圳）有限公司及深圳海
星港口發展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現任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王志賢先生與本公司控股股東不存在關聯關係；截至2013年1月7日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要求的任職條件。
4） 李玉彬先生個人履歷
李玉彬先生，1972年2月出生，畢業於天津大學，獲港口及航道工程學士學位
及工程管理碩士學位，於2007年獲香港大學頒發房地產與建設博士學位，擁有
豐富的港口和物流管理經驗。2007年加入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歷任招商局國
際有限公司企劃與商務部總經理助理及深圳海運物流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現任
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企劃與商務部總經理。
李玉彬先生與本公司控股股東不存在關聯關係；截至2013年1月7日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要求的任職條件。
5） 張建國先生個人履歷
張建國先生，1964年9月出生，畢業於山西財經學院會計學專業，獲經濟學學
士學位。1997年起擔任本公司財務部經理，1999年9月至2012年12月31日任本公
司財務總監，2011年2月至2012年12月31日任本公司副總經理，現任中國南山開
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總監。
張建國先生與本公司控股股東不存在關聯關係；截至2013年1月7日持有公司股
份98,782股；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要求的任職條件。
附件2：
張方先生，1964年9月出生，1988年獲西安公路學院交通運輸財會學士學位。
1996年3月加入本公司，歷任深圳赤灣貨運有限公司財務經理、深圳赤灣港集
裝箱有限公司財務經理、赤灣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財務經理。
張方先生與本公司控股股東不存在關聯關係；截至2013年1月7日持有公司股份
3,267股；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符
合《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要求的任職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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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監事會2013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1.監事會會議通知的時間和方式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於2013年1月4日以專人送達和E-mail的方式發

出第七屆監事會2013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的書面會議通知。
2.監事會會議的時間、地點和方式
會議於2013年1月7日召開，採取通訊方式進行並做出決議。
3.監事會會議出席情況
會議應參加監事三人，共有三人參與通訊表決。
4.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規定。
二、監事會會議審議情況
以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的表決結果，審議通過《關於更換監事的

議案》，同意接受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的推薦，提名溫翎女士及趙建莉女士（
履歷詳見附件）作為第七屆監事會監事候選人並參加公司2013年度第一次臨時
股東大會選舉。

三、備查文件
經與會監事簽字的第七屆監事會2013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監 事 會

二○一三年一月八日

附件：
1）溫翎女士個人履歷
溫翎女士，1965年2月出生，畢業於西南財經大學，研究生學歷，歷任招商港
務（深圳）有限公司財務部副經理、深圳媽灣港務有限公司財務部經理、招商
局國際有限公司財務部副總經理。2004年加入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現任招商
局國際有限公司財務部資深副總經理。
溫翎女士與本公司控股股東不存在關聯關係；截至2013年1月7日未持有公司股
份，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要求的任職條件。
2）趙建莉女士個人履歷
趙建莉女士，1963年12月出生，畢業於西安公路學院，獲得管理工程學學士及
財務管理學碩士。歷任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內控與審計部經理、總經理助理、
副總經理。2003年9月加入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現任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內
控與審計部總經理。
趙建莉女士與本公司控股股東不存在關聯關係；截至2013年1月7日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要求的任職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