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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的中五學生張同學及黃
同學與特區同年出生，在回歸日
盼望隨着政改問題暫告一段落，
社會上的紛爭可以少一點，「希
望社會上大家都學識互相體諒對
方，大家都要了解雙方的需要，
互相遷就，那麼就家和萬事興，
世界和平。」 ■文森

盼望社會 減少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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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晨）港島區的慶祝活動昨在柴灣公園舉
行，逾3,000市民出席由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和東區各界協會合辦的
「活力．愛@慶回歸港島社區共融嘉年華暨義工服務日」。活動形
式多樣，除舞台表演、攤位遊戲、兒童遊樂區外，亦特設義診服務
及向弱勢社群派發愛心福袋，整個球場充滿歡聲笑語，喜氣洋洋。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港島工作

部部長吳仰偉，署理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陳積志，民建聯主席、立法
會議員李慧琼，香港島各界社會服務基金會主席郭二澈等蒞臨主
禮。
昨日的嘉年華活動精彩紛呈，港島聯藝術團、知青文化藝術協會

等文藝團體帶來多個別具風格的表演，令人拍爛手掌；兒童遊樂區
裡，大小朋友們玩得不亦樂乎；趣味攤位遊戲亦吸引街坊鄰里樂而
忘返。

13位中醫開展義診服務
現場的13位中醫義工開展義診服務，為市民針灸、把脈、檢查

身體；長者更獲派發敬老愛心福袋，全場洋溢着友愛、
共融的正能量。
蔡毅指出，該會每年都會在不同場地舉辦慶回歸活
動，標示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方針。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特區政府帶領全港市民
積極面對挑戰，成功克服各種困難。近年來，該會積極拓展
敬老、義診、文藝、法律諮詢等社區服務，為香港繁榮穩定和
社區和諧作出積極的貢獻。
李慧琼表示：「政改方案雖被否決，但否決政改方案的人不能

否決香港的未來和我們社會的發展，未來還有很多挑戰，大家需要
團結一致提升香港競爭力，並為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而努力！」
郭二澈則表示，香港島各界社會服務基金會將一如既往，發揮

社會力量，繼續推動社會福利服務，令更多有需要人士受惠，
為香港慈善事業貢獻力量。
東區各界協會常務副會長黃建彬致謝詞，感謝各團體的

踴躍參與，令嘉年華得以成功舉行。

港島嘉年華精彩紛呈 社區共融

昨日到沙田參加慶回歸活
動的女士Winnie表示，在
這個重要的日子，希望香港
可以高高興興、和和平平。
「香港早前發生了『佔中』
這些不高興的事，影響了大
家的心情。我希望在將來，
香港可以更積極，更理
性，立法會議員不要再拉
布，亦停止『不合作運
動』，大家合力搞好香港
的發展，讓香港人可以有
更好的生活。」

希望兩地取長補短
出席沙田慶回歸嘉年華
的李太認為，香港回歸祖

國的同時，祖國的發展亦
越來越好，成為香港一個
重大的支持，因此希望兩
地的關係能夠越來越好，
大家取長補短努力向前。
她又說：「香港在回歸

初時的發展還是不錯的，
但近年卻每況愈下，特別
是反對派越來越激進，也
變得沒有建設性，不斷在
香 港 搞 鬥 爭 ， 如 『 佔
中』、『不合作運動』，
又有人教唆青年犯法，這
些都是對香港百害而無一
利的，受害的只會是香港
市民，希望以後他們能够
收斂。」 ■連嘉妮

希望香港 高興和平

李太
莫雪芝攝

Winnie

黃小姐表示，香港回歸祖
國是值得港人高興的事情，
故今日（即昨日）帶同兒子
參加慶回歸嘉年華，讓他看
看表演及玩攤位遊戲，感受
節日氣氛。她又說，經過去
年的政治爭拗，希望今年香
港社會氣氛能較和諧，少些
暴力戾氣；同時期望特區政
府未來多做順應民意的工
作，回應社會訴求。

期望修補社會撕裂
鍾小姐表示，希望帶子女

看回歸表演，藉此感受回歸
氣氛，「但他們年紀尚小，
不知道甚麼是回歸，待他們

長大後，才慢慢教導他們認
識歷史。」她又期望未來社
會各界均可理性和平溝通，
修補社會撕裂，香港人一起
為香港未來努力。

期望不要拉布搞事
吳小姐表示：「縱使今天

天氣炎熱，但回歸日始終是
值得慶賀的，所以便帶女兒
走出來參與嘉年華。」她又
說，不少香港人的願望很簡
單，只要「人人有飯開就無
問題」，期望反對派議員不
要再拉布搞事，讓特區政府
可專注做好經濟發展工作。

■鄭治祖

希望社會 氣氛和諧
林先生一家四口與妹妹一家人昨

前往參觀軍營。他表示，回歸是高
興的日子，順道帶子女認識國家，
希望社會可以放下政治爭拗，特區
政府集中解決經濟、民生問題，讓
香港回歸一年比一年好，「香港
好，國家也會愈來愈好。」 ■文森

希望解決 經濟民生
郭先生表示，昨日趁
七一參觀軍營，認為可
以藉此支持國家，「因
為自己也是中國人。」
國家現時的強大絕對值
得港人高興。 ■文森

林先生指出，香港得以有今日的繁榮穩
定，全賴有祖國的支持；梁振英亦已盡力做
好特首的工作。他表示，香港是一個十分自
由的社會，市民可暢所欲言，但反對以暴力
衝擊行為表達訴求：「不斷爭拗及作出衝擊
行為只會對香港有害無利，應着眼於如何改
善民生。」他期望香港可以和諧穩定，繼續
繁榮。 ■聶曉輝

呂先生昨日一家四口參觀石崗軍營。
他表示，香港回歸18年，近幾年社會氣
氛不太好，只集中在政治爭拗上，更令
香港社會發展停滯不前。他認為港府在
社會民生方面的措施一向做得不夠，希
望今後港府會集中精力在經濟、民生問
題上做得更好。 ■文森

希望做好 經濟民生

陳女士帶同兒女到昂船洲軍營參觀。她指出，想趁
回歸日帶一對子女見識軍營，感受回歸紀念日的氣
氛，她亦會向兒女解釋為何香港需要有駐軍，「因為
每個國家都要保護自己的領土及照顧自己的人民。」
並認為回歸是開心的日子，即使天氣很曬也是值得
的。 ■文森

向兒女解釋 保土護民

新來港的楊女士昨晨帶
同兩名就讀鴨脷洲街坊學
校的子女，前往觀賞升旗
儀式。她表示，香港受英
國殖民統治多年，最終順

利回歸祖國，並保持長期繁榮穩
定，是令人激動和感動的事，希望
子女能感受到作為中國人的驕傲。
她又說，中央政府多年來一直支

持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包括推出
很多有利香港經濟的措施，但香港
人卻不懂得珍惜和感恩，「太多投
訴，但沒有反省，其實大家都是中
國人，有任何事都應該好好商

量。」

希望搞好經濟
昨晨7時已經到場的馮女士表

示，今次是第三次參加慶回歸升旗
儀式，雖然天氣很熱，但仍希望親
自前來支持特區政府。她直言，香
港過去兩年經歷政改爭拗，社會嚴
重對立分裂，希望特區政府把施政
重點放在發展經濟民生的工作上，
「社會太多吵鬧，之前又有『佔
中』，搞到人心惶惶，希望政府和
特首集中精力搞好經濟，人人可以
賺多幾個錢。」 ■鄭治祖

希望子女 感受驕傲

參觀軍營 支持國家

期望和諧 穩定繁榮

30萬人冒酷暑
梁振英張曉明等出席啟動禮 鄭耀棠盼再譜「不朽香江名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昨日是香
港回歸祖國18年的大日子，九龍各界慶典委
員會於旺角區舉辦大型「活力愛．慶回歸」
嘉年華慶祝活動，有不同的攤位遊戲及各種
表演供市民參與觀賞。主辦單位表示，香港
回歸祖國18年來，憑着背靠祖國的獨有優
勢，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得以成功落實，才有今天得來不易的成
果，呼籲社會各界未來求同存異，理性務實
溝通。中聯辦九龍工作部部長何靖致詞時也
重申，中央政府未來將會一如既往、堅定不
移地支持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及支持特
區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中聯辦副主任仇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
德成，中聯辦九龍工作部部長何靖，九龍
社團聯會首席會長譚錦球、會長陳振彬、

理事長王惠貞，民建聯主席李慧琼，經民
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及立法會議員謝偉俊
昨日均有出席活動。
整個嘉年華活動一浪接一浪，有多達十
數個團體擺設的攤位遊戲供市民大眾參
與；又有多項醒獅、歌唱舞蹈表演供大眾
欣賞；及有多輛古典車巡遊旺角及尖沙
咀，與不同地區市民歡度回歸節日。

大會籲理性務實溝通
活動籌備委員會主席吳惠權致詞時表

示，香港回歸祖國18年來，憑着背靠祖
國的獨有優勢，及「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的成功落實，社會經濟
才得以保持繁榮穩定。他又說，過去一年
香港社會爭拗不斷，認為香港有今天的成

績，實在是得來不易，呼籲社會各界未來
可求同存異，理性務實溝通，繼續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
何靖則表示，香港回歸祖國18年來，

既見證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落
實，同時也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大力支
持，及香港市民努力奮發的精神。他又指
出，縱使香港過去一年經歷了違法「佔
領」行動，及反對派議員綑綁否決特首普
選決議案這些不如意事情，但相信港人對
香港未來依然充滿信心。
何靖續說，中央政府未來將會一如既

往、堅定不移支持落實「一國兩制」方
針，及支持特區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相信香港社會也會珍惜及把握機遇，
團結一致創造更美好的明天。

九龍活力愛 活動浪接浪

■■中聯辦副主任仇鴻中聯辦副主任仇鴻、、民政局局長曾德成民政局局長曾德成、、九龍社聯首九龍社聯首
席會長譚錦球等為九龍慶回歸嘉年華主禮席會長譚錦球等為九龍慶回歸嘉年華主禮。。 潘達文潘達文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為慶祝
香港回歸祖國18周年，新界多個愛國愛港
團體昨日於沙田大會堂廣場舉行「活力．

愛@慶回歸」嘉年華，提供多項精彩表演
活動，與市民一同慶祝這個大日子。
新界各界慶委會執行主席張學明在致

辭時強調，香港成功展示了「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由構想
到實踐，而在國家強大後盾的支持下，
應對了多個挑戰和考驗。他呼籲市民要
擦亮眼睛，看清部分阻止香港民主發展
的議員，而在政改爭議結束後，大家亦
要專注發展經濟和民生，讓香港保持繁
榮安定。
由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新界各界慶

典委員會以及沙田區慶祝香港回歸18周
年活動籌備委員會、香港義工聯盟、築
福香港慈善基金會合辦的「活力．愛@慶
回歸」嘉年華，昨午在沙田大會堂廣場

舉行。在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為市民
提供包括長笛合奏、鼓樂、歌唱、龍
獅、武術、拉丁舞、Hip Hop舞，以及搖
搖表演等節目。數百名市民無懼烈日，
興致勃勃地於廣場欣賞表演。
出席嘉年華活動的嘉賓包括中聯辦副

主任楊建平，行政會議成員張學明，民
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中聯辦新界工作
部部長劉林及副部長楊小嬋，立法會議
員葛珮帆、陳克勤、盧偉國、鄧家彪、
何俊賢，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陳勇。

張學明盼合力拚經濟民生
作為大會執行主席的張學明致辭時表

示，香港回歸以來，成功展示了「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由構
想到實踐，而在國家強大後盾的支持
下，應對了多個挑戰和考驗，包括去年
79天的「佔中」這件不樂意看到的事。
他呼籲市民要擦亮眼睛，看清哪些是阻
止香港民主發展的議員，而在政改爭議
結束後，大家亦要專注在經濟和民生
上，讓香港保持繁榮安定。
活動籌委會主席莫錦貴希望，香港社

會各界能放下政改爭議的包袱，集中精
力改善民生，發展經濟，珍惜和積極參
與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所帶來的
機遇。
葛珮帆、陳克勤、盧偉國、鄧家彪、
何俊賢先後發言，重申一直是以行動去
支持政改通過，在後政改時期，他們均
會繼續以聆聽、關愛、包容、服務、促
進社會和諧的態度服務市民大眾。

■■中聯辦副主任楊建平中聯辦副主任楊建平、、行政會議成員行政會議成員
張學明張學明、、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等在新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等在新
界慶回歸主禮台上就座界慶回歸主禮台上就座。。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新界數百名市民無懼烈日新界數百名市民無懼烈日，，興致勃勃地興致勃勃地
於沙田大會堂廣場欣賞表演於沙田大會堂廣場欣賞表演。。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新界慶回歸 數百人欣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酷熱天氣警告於

昨天全日生效，個別地區更錄得超過攝氏35度的高

溫，但無損港人慶祝香港回歸18周年的興致。全港各區昨日

共舉行百多場慶祝回歸活動，節目種類繁多，約30萬名參與者全情投

入，其中特首梁振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及副主任林武、慶委會執行主席鄭耀

棠、多名司局級官員及知名社會人士出席由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舉行的啟動禮，與

過千名觀眾頂着烈日，共同祝願香港特區生日快樂。鄭耀棠寄望香港可於政改後摒棄爭

拗，着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拍掌搖旗為表演者打氣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昨日聯同香港義工聯盟，於尖沙咀文化中心廣場舉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8周年系列活動暨義工服

務日啟動禮」，舞獅、武術、舞蹈、運動、音樂等表演連場，除象徵香港的活力、多元，也讓過千名觀眾凝神觀賞、歡呼
拍掌，他們甚至揮舞小國旗、小區旗，為表演者打氣，為香港打氣，為國家打氣。
梁振英、張曉明、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多名局長及社會人士出席啟動禮，並
與觀眾一同肅立，高唱國歌，同時向徐徐上升的五星紅旗和紫荊花區旗行注目禮，紀念香港特區第十八個生辰。
「今日大家生日喇，祝大家生日快樂！」鄭耀棠致辭時表示，雖然政改被否決，但梁振英及其團隊很快就帶領香港全
力以赴，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他續說，在過去一年，特區政府成功爭取「滬港通」開通、兩地基金互認，並將會有
「深港通」，是梁振英鞏固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政績，也是中央政府對香港大力支持的結果。
他又說，房屋一直是梁振英上任後重視的民生議題，所以特區政府增加短、中、長期土地供應，以興建更多居
屋、公屋，讓大家安居樂業；另外特區政府又下決心，首次制定貧窮線，推出扶貧措施，今年將會有低收入在
職家庭津貼，也有每月2,200元的長者生活津貼、2元乘車優惠、長者醫療券金額增加，這都是關注民生、
改善基層生活的措施。

「加油」祝福不絕於耳
「大家都係生活喺香港，就讓我哋用『獅子山精神』嚟互勉，『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
香江名句！』」鄭耀棠最後帶領觀眾喊出「香港加油」、「CY加油」、「司長加
油」、「局長加油」、「香港人加油」等口號，現場祝福之聲不絕於耳。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譚錦球則祝願香港社會安定繁榮，香港市民安居樂業。他
表示，聯盟成立約一年來已舉辦逾百項公益活動，受惠人數達40萬，而義
工服務是創造和諧社會的重要元素，希望有更多有能之士及青年參與，
獻出自己、服務社會。
啟動禮尾聲時，一眾主禮嘉賓點亮台上的「東方之珠」，對

香港繼續發熱發亮寄予厚望。慶委會希望藉連串慶祝回歸活
動，展示香港的活力、團結、友愛和包容，為香港注入
正能量，用活力與愛迎接未來挑戰。

吳小姐
潘達文攝

鍾小姐

黃小姐
林先生與家人林先生與家人 黃偉邦黃偉邦攝攝

呂先呂先生生（（中中））
文森文森攝攝 黃偉邦黃偉邦攝攝

黃同黃同學學（（左左））及張同學及張同學 文森文森攝攝

馮女士馮女士

楊女士和子女楊女士和子女

林先生林先生
聶曉輝聶曉輝攝攝

郭先生一家郭先生一家 黃偉邦黃偉邦攝攝

■■港島慶回歸活動以女聲合唱打頭炮港島慶回歸活動以女聲合唱打頭炮。。

■■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
等主禮嘉賓為港島慶回歸活動主持拉桿儀式等主禮嘉賓為港島慶回歸活動主持拉桿儀式。。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特首梁振英特首梁振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各界慶典委員會執各界慶典委員會執
行主席鄭耀棠行主席鄭耀棠、、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財政司司長曾俊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義工聯盟主席譚錦球等為慶回義工聯盟主席譚錦球等為慶回
歸系列活動及義工日啟動禮儀式主禮歸系列活動及義工日啟動禮儀式主禮。。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九龍社聯擺設的攤位遊戲九龍社聯擺設的攤位遊戲
吸引小朋友參與吸引小朋友參與。。 潘達文潘達文 攝攝

市 民 心 聲市 民 心 聲

歡歡 區區慶慶特特 生日快樂

陳
女
士

陳
女
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