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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十六年，香港一直坐擁「背靠祖國，
面向世界」的優勢，即使遇到沙士突襲和國
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亦能安然度過，經濟平

回歸十六年 紅星齊為香港加油！

盼港減內耗

穩發展。只是香港近年變得極政治化，爭吵
不休，社會內耗嚴重，令愛香港的人都為之
憂心，一眾演藝界紅星不熱衷政治，但他們
都視香港為家，愛香港，積極向政府進言，
為香港加油！他們渴望見到市民和諧共處，
安居樂業，所以他們希望大家少些抱怨、爭

建和諧家園

拗，多點付出，共建美好家園！不時被人
叫去選特首的好男人劉德華，在港
土生土長又是香港傑出青年
的楊千嬅、謝安琪，趁回
歸十六年時刻為香港加
油！認為香港人在回
歸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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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及打不

死的精神面對逆境，
希望這種精神繼續下
去！
（採訪．記者 李慶全
李思穎 吳文釗 梁靜
儀 植毅儀）

發哥：荒島分流垃圾解困局
周潤發：香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又獲
得「東方之珠」美譽，是靠香港人齊心奮鬥
的成果。經常影山影水四處走，在鏡頭下攝
出香港一些具特色的照片，但窺見浮華背面
卻衍生 一些問題，香港人口膨脹，但環保
意識不足，垃圾堆填區負荷過重，回收廢
料、廚餘未見大力推行，為何不考慮將垃圾
分流到一個無人的小島之上待慢慢去分解？
這才不致令城市污煙瘴氣，香港人有了健
康，體魄自然好更努力工作，政府醫療費用
支出也減少，有個乾淨的城市，外來商家也
會來投資，促進經濟效益。

人口不斷老化也是需要關注，有時在醫院
門外看到一些人在派老人院的傳單，其實老
人家為香港服務了數十載，但似乎未獲足夠
協助，環境問題令老人家不能與家人共住要
入住老人院，要是政府可以改善給予更多的
老人免稅額及房屋政策去配合，讓長者能與
家人共住享天倫，擁有「家」的感覺，才做
到香港是我家。回歸了十多年，香港也經歷
了天災及經濟大環境的歷練，但今日香港人
仍站穩腳步，也得靠彼此的齊心協力，也希
望特區政府加把勁，為未來香港創造一個更
完美的家！

劉德華：港人齊心渡難關
劉德華：在我心目中，
香港人是適應力特別強的
人類，香港由最初只是一
個小小的漁港，發展成轉
口港到工業城市，然後成
為重要的國際金融樞紐，
至今仍然在不斷進步，顯
見香港人擁有一份努力不
懈的毅力，以及聰明的頭
腦。而香港人曾經歷過不
少困難時期，像2003年爆
發沙士及金融海嘯，不過
無論面對多大的困難，香
港人都能夠以積極和樂觀
的態度去面對，將所有難
關一一渡過，全憑我們的
一條心！在未來日子，香
港人要繼續團結，發揮最
大的力量，這樣就無往而
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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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家燕：時間很快就過
了16年，雖然我們經過金
融風暴、禽流感等影響，
但回歸後得到祖國支持，
香港人憑住不屈不撓的精
神，相信香港人會活得更
好，成績也是有目共睹。
有事發生時希望大家凡事
應向正面看，香港是創造
機會的地方、福地，凡事難不倒我
們。自內地開放政策令香港更繁榮和
有更多商機，雖然兩地人生活方式各
有不同，互相溝通多些矛盾少些。我
本身很歡迎內地人來港，但都要香港
本身能承受倒方可。希望港府在醫
療、學位、交通和孕婦床位上有足夠
資源配合社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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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安琪亦是香港傑出青
年，希望香港經過低谷後
可以愈走愈好！
呢16年對我來講好似經
歷好多，又好似眨眼就
過，遇到艱難都總會過，
好似沙士、金融風暴，每個地方都
有發展過程，過程已經歷過低谷，
希望愈來愈好，大家要豁達，同團
結一些，同時自己身為藝術工作
者，希望香港藝術發展可以有進
步，因為香港一直被視為文化沙
漠，但香港其實資訊發達，發展蓬
勃，應該係藝術薈萃 地方。

阿Sa：青年要努力追夢 千
蔡卓妍（阿Sa）：由細到大都在香港生
活，對這個地方特別有感情，希望一生都可以
在香港生活。香港回歸祖國後，當中經歷不
少，面對「沙士」
、經濟不境的大變動，香港
人仍能團結一致，重新站起來，香港人最叻是
逆境自強，有堅毅不屈精神。身為年青人的偶
像，我有番話特別想對青年人講，青春是我們
的本錢，每個青年人不論在學習、事業、生活
都要早些設定目標，都要為自己的夢想努力。
我為大家打氣！
希望政府多些關注民生，在房屋、醫療、對
老人家和小朋友問題進一步改善，尤以全球經
濟不是太理想，政府更加要關心市民意願，聽
取多些意見，香港內地是
血脈相連，大家要互相體
諒，一個和諧社會 重睇
政府關心市民程度，只要
多一份關心，有信心共創
美好明天！

周慧敏：
互助互愛

周慧敏（Vivian）直言：
對政治毫不認識，但作為
香港人，她對這片土地留
下深厚感情，縱然四周
環境在變，她對香港情
懷不會有變，始終這是
她土生土長地方。香港是
樂土之地，就算有任何衝
擊，大家都抱 互助互愛
精神，希望未來日子香港
社會有更多正能量和良性
互動，大家遠離負能量，
好好建設和諧社會，共同
發揮最大力量，為香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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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地出生的港人官
恩娜：回歸後大家的民
族意識都強 ，我希望
香港人繼續團結，努力
愛我們的國家，呢個係
好事。而回歸後香港雖
然發生好多事，但人生無可能
smooth (順暢)，定會有高低起跌，
只要態度團結一致，無難關係過唔
到。不過香港仍有改進 地方，慘
見近年樓價愈來愈高企，令到我們
呢一代都無乜可能買到樓，無法安
居樂業；除非係含住金鑰匙出世，
或者中獎有一筆橫財，希望政府可
以壓抑樓價，因現時經常都見到有
樓無人住，有人無樓住，惟有希望
大家唔好氣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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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裕玲：香港回歸16周
年的確不簡單，希望香港
繼續繁榮和祥和！香港是
大家的家，大家都想香港
好，不過最近看調查報
道，指香港已跌出競爭力
排行榜三甲位置，希望明
年爭取到重返高位置。
香港人一直很勤力為自
己打算，追求安穩生活。
香港人喜歡工作是全球知
名，希望港人努力之餘都
要小心健康。同時希望少
些爭拗，作為香港人最好
不要為爭拗而去拗！

楊千嬅：香港
人近年發生好
多事，但都好
團結，香港
人最proud
of香港人的
是好有智
慧同打不
死既精神，呢種
精神好強烈，希
望可以keep住。
民生方面就希望
房地產樓價可以
回落，讓多 朋友
上到車，而自己作
為娛樂圈一分子，
希望可以盡力帶歡
樂給大家，雖然都有
負面事情，寄望香港
人的開心指數可以提
升。

嬅
：
盡
力
給
大
家
歡
樂

阿姐：同心協力維護家園
汪明荃：大家繼續同心協
力，建設好我們的家園，香
港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少天
災、少橫禍，可以說是太平
盛世。回歸後又有祖國後
盾支持，大家要珍惜，不要
有太多爭拗，香港是大家都

愛的地方，得來不易。」
香港仍有不足地方，當中有很多
因素在內，不是一時間可以扭轉過
來，像金融風暴、沙士、房屋問題
等等，市民埋怨的情緒是一路累積
下來，在發展過程中必會遇到，希
望大家繼續努力同心維護呢個家。

城城：發揚香港精神克逆境
郭富城：我以能夠做香港人感到驕傲，
香港在全世界中是一個特別城市，不僅擁
有優良港口，金融業蓬勃，生活環境各方
面都很方便，希望大家要記 這個漂亮之
處，不能忘掉「東方之珠」的美號。「和
諧社會」是共創出來的，雖然現在有很多
社會問題未必能如市民所願，但香港人精
神往往在逆境中特別有力量，自強不息的
信念更不會動搖。
社會不斷進步，我們需要大量人才，人
才培育除了來自教育，某程度上要憑個人
毅力進修增值自己，才能一起創造生活之
門，香港人抱 自強不息的精神，無論現
在或下一代，都會繼續堅守工作站崗位，
和諧共處，大家加油！

志偉：少抱怨多付出
曾志偉：這16年來，香港在風
雨中前進，有喜悅有傷痛，比起
其他國家或地區遇上天災人禍連
連，香港人已經很幸福！相信這
是香港人用善心積來的福，我們
要珍惜！儘管這個不是五星級的
家，未必能讓每個兒女都活得稱
心如意，不過，只要一家人多點
互相體諒，齊心克服困難，各人
摒棄私心，肯對這個家少些抱
怨，多點付出，愛護多點，正所
謂家和萬事興，建造五星級的家
在望啦！香港是我家，大家都來
愛護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