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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迎月夜落區與民同樂
■張曉明主任來到園遊會
張曉明主任來到園遊會，
，大受市民歡迎
大受市民歡迎，
，
爭相與之合照。
爭相與之合照
。

港各界慰問駐軍共度中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中秋節是人月兩團圓的日
子，駐港部隊官兵卻遠離家鄉及至親，堅守崗位為香港擔任
防務工作。特首夫人梁唐青儀，和羣力資源中心會長、軍民

緊抓「一帶一路」港未來更繁榮

同樂活動籌委會名譽主席戴德豐，昨日率領香港各界組成的
中秋探訪團一行近 50 人，前往昂船洲軍營慰問解放軍駐港
部隊，並向他們送上中秋節祝福。其間，駐港部隊官兵與各
界人士進行足球友誼賽，並舉行文藝聯歡及互動遊戲等活
動，共度部隊進駐香港以來的第 18 個中秋佳節，在場有
陽光照耀下，駐港三軍儀仗隊列陣，雄赳赳地步入球場，隨即舉行
在升國旗儀式。軍樂隊列隊表演，獻上《人民軍隊忠於黨》、《軍威

■梁唐青儀代表香港同胞向
部隊軍兵致以衷心的感謝。
部隊軍兵致以衷心的感謝
。
黃偉邦 攝

■戴德豐與駐軍副司令廖正榮致送紀念品
戴德豐與駐軍副司令廖正榮致送紀念品。
。黃偉邦 攝

進行曲》及《祝您快樂》三首名曲，期間儀仗隊多次排出不同的陣式，
例如正方形、菱形及圓形等圖案，展示驕人的排練成果。同時，約 30 名
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學生亦上場表現，由隊列、步操以至軍體拳表
演，表現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薊貽主持開球禮
每年中秋探訪團的重頭戲，少不了有駐港部隊足球隊與香港明星足球
隊展開足球友誼賽，由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李薊貽主持了開球禮。
由於賽情非常緊湊，觀眾席上歡呼聲不斷，最後兩隊以 2：2 平手。半場
休息期間，探訪團更安排了 15 輛珍貴罕見的吉普車，圍着球場外圈慢
駛，吸引不少部隊內的「車迷」走過去合照。

廖正榮致辭感謝港人
駐軍副司令員廖正榮大校致辭時，感謝探訪團每年率團慰問，送來香
港人民的深厚情誼，而且 18 年來從未間斷探訪活動，這份感情令人欽
佩，也令三軍將士溫暖如歸。他表示，在這個團圓時刻，祝願偉大祖國
繁榮昌盛，及祝願香港明天更加美好。
他續說，駐軍自進駐以來，堅決貫徹「一國兩制」偉大方針，始終牢記使
命任務，在香港基本法及駐軍法框架內嚴格履行防務職責，不敢有絲毫懈
怠。廣大官兵以「中國夢、強軍夢」為目標，以香港的繁榮穩定為已任。

■香港各界人士組成中秋探訪團赴駐軍昂船洲軍營慰問駐軍，送上中秋祝福。

黃偉邦 攝

戴德豐在致辭時表示，一班愛國人士自1998年起，每年都會探訪駐港部
隊，慰勞各位為防衛香港默默付出的官兵，使久別思鄉的官員，能感受到
香港同胞的敬愛及關懷。他又提到，自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中國人
民解放軍駐港部隊肩負保衛香港的重任，深受市民的愛戴及尊敬。

梁唐青儀代表港同胞感謝駐軍
■解放軍駐軍足球隊對香港明星足球隊
解放軍駐軍足球隊對香港明星足球隊，
，經
過一場龍爭虎鬥，
過一場龍爭虎鬥
，以 2：2 平手
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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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船洲軍營昨日舉行了一場足球友誼賽，
由解放軍駐軍足球隊對香港明星足球隊。經
過一場龍爭虎鬥，最終以二比二賽和。駐港
部隊足球隊員莊子蔚表示，雙方落場全力以
赴，發揮各自實力，欣賞明星隊在下半場追
回兩球的拚勁。他又說，賽果不是最重要，
雙方透過砌磋球技，贏得友誼才是最重要。
每年中秋節前夕於昂船洲軍營舉行足球友
誼賽，成為多年來的傳統盛事。縱使臨近中

秋，昨日天氣仍然酷熱，兩隊球隊頂着烈日
進行球賽，場上足球員無不大汗淋漓。駐軍
足球隊開場不久即射進第一球，成為了球賽
的第一個高潮。
由於上半場的明星足球隊平均年齡達 50 多
歲，在體力輸蝕之下，結果再失一球。不
過，香港明星足球隊在下半場迅速追回兩
球。球賽之精彩，吸引現場觀眾目不轉晴，
任哪一個龍門入球，都獲得雷動的掌聲。賽
事進行約一個小時，兩隊獲選為最佳球員分
別為駐軍足球隊于紫焱及明星隊顧錦輝。
今年首次代表駐軍足球隊出戰、當兵已經
7 年、只有 25 歲的的陸軍兵哥莊子蔚，憑着
扎實的體魄，一口氣踢足全場。原來他自小
熱愛踢足球，並於去年轉來昂船洲軍營，隨
即參加營內的足球隊。他透露，為了應付是
次賽事，駐軍足球隊早前加強訓練強度，在
每星期三至四次的 5,000 米長
跑訓練中，要求隊員加快衝刺
時間。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人力訟黨罵戰 批陳家洛「誅心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今屆區議會選舉
尚未「開鑼」，公民黨和「人民力量」已經率先
「開波」。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洛決心「空降」
海怡東，硬撼「人民力量」主席袁彌明牽頭成立的
「海怡關注組」代表。袁彌明近日以「受害者」身
分高調進擊，發出「最後通牒」稱願意放棄參選海
怡西讓路予陳家洛。陳家洛在回應時揶揄，袁彌明
是因為自知勝算不高，才試圖借他過橋以「華麗離
場」。「人民力量」政制發言人劉嘉鴻昨日反擊，
批評陳家洛所屬的公民黨也曾「勸退」與他們撞區
的「人力」成員，更批評其「誅心論」:「不知所謂
之極」，「他缺乏政治理念論述一貫性的真面目表
露無遺。」

陳家洛：袁彌明借協調過橋華麗離場
「人力」與公民黨近日因撞區搶位爆發連場內
鬥。陳家洛今屆區選會「空降」海怡東，與由袁彌
明等成立的、有意在海怡東出選的「海怡關注組」
代表撞區。前日，袁彌明通過「人力」發出「最後

他指出，香港是溝通中國和世界的橋樑。
香港在中國發展戰略中一直擔當重要角色，
內地的外商直接投資超過三分之一經香港中
轉，內地經過香港處理的對外貿易總額保持
穩步增長，全球跨境人民幣結算的 70%在香
港進行，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潛力不
可估量。香港是內地企業集資和走出去的主
要樞紐，也是內地開展對外交往與合作的重
要渠道。香港積極發揮「超級聯繫人」作
用，服務國家發展戰略的角色從未減弱。
宋哲強調，國家是香港發展的堅實後盾。
中央政府歷來重視香港發展和港人福祉，不
斷實施「挺港」政策、出台「惠港」舉措。
當前，「一帶一路」、亞投行、「十三五」
規劃、「滬港通」、「深港通」和自貿區建
設均為香港發展提供新的動力。特區政府和
香港各界積極為「一帶一路」建設建言獻
策，推動相關平台建設、加強與沿線國家合
作，努力擴大自身發展空間。
他總結道：「香港今天所得乃歸於順應中
國內地和全球發展的大趨勢，香港未來所繫
仍然需要緊抓機遇、順勢而為，唯此，香港
未來必將更加繁榮。」

兵哥對陣明星 和波友誼第一

戴德豐讚駐港軍市民愛戴

梁唐青儀致辭表示，駐軍為了香港安全，十多年以來一直無私貢獻，
謹代表香港同胞向部隊軍兵致以衷心的感謝。她說，香港同胞很幸運，
中秋節可以與家人團圓，但是現場駐軍卻未能回鄉。她又說，香港同胞
的心是跟駐軍在一起，祝願各人人月兩團圓，千里也可以共嬋娟。
出席軍民同樂慶中秋活動的主要嘉賓尚包括：外交公署主任周露露、
駐港部隊副政治委員蔡永中、軍民同樂活動籌委會主席王振宇、第十一
屆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主席杜家駒，及香港足球總會董事余錦基等。
中秋探訪駐軍活動始於1998年，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夫人董趙洪娉
倡議並由香港婦女界率先組織開展，此後每年於中秋前後舉行，探訪團成
員也逐步擴大到香港各界人士。探訪目的是為遠離家鄉、默默駐守特區的
士兵，送上親切的節日問候及祝福，希望達致軍民同樂齊慶中秋。

張曉明主任高挑的身影，很多市民一眼
就認出，並紛紛上前「包圍張主任。張主
任則笑容可掬地向市民揮手，並邊行邊同
市民問好，「祝大家中秋節快樂！」讓市
民倍感親切，他們都爭相與張主任握手和
合影。文藝表演區側旁正在品嚐月餅的一
批市民遠遠看到張主任就「一擁而上」，
令本來已經非常熱鬧的會場更為熱鬧，現
場擠得水洩不通。
在活動上，66 響禮炮響起，代表了香港市
民人月兩團圓的喜慶歡欣，也是香港市民對
已經成立 66 年的祖國，永遠繁榮昌盛的美好
願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一
帶一路」戰略將為香港帶來無窮發展機遇。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近日為為香港法國商
會《香港回聲》（Hong Kong Echo）季刊
撰寫前言。他指出，國家是香港發展的堅實
後盾。當前，「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均
為香港發展提供新的動力。特區政府和香港
各界積極為「一帶一路」建設建言獻策，緊
抓機遇、順勢而為，香港未來必將更加繁
榮。
宋哲在該篇前言中指出，當前，香港正處
在關鍵的發展階段，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積
極探討香港新時期的發展之策。「對於香港
未來前景，我同熱愛香港的人士一樣始終保
持信心。」

梁唐青儀戴德豐率探訪團送上祝福 軍民足球友賽文藝聯歡

500 名官兵出席活動。

向市民問好獲爭相合照握手

宋哲法商會季刊撰文 論港新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九龍東潮
人聯會主辦、黃大仙區議會贊助、香港社團
總會九龍東地區委員會協辦的「迎國慶、賀
中秋——潮式園遊會」，昨日在摩士公園
（四號公園）盛大舉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等昨晚來到現場，與民同樂，共賀中秋。
「迎國慶、賀中秋——潮式園遊會」於昨
日下午 4 時開始舉行，精彩的活動節目源源
不斷，有扮相靚麗、唱腔優美的潮劇、潮曲
表演，歌舞表演，魔術表演，潮劇電影，潮
州小食，潮州功夫茶，潮式燈謎，潮州文化
展覽等，還有輕鬆有趣的攤位遊戲，給參加
者全方位感受潮州文化的體驗。
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帶同老人家參加遊
園，都想在迎月之夜，一齊做一晚「潮
人」。現場人頭湧湧，十分熱鬧。大會估
計，出席活動人次超過12,000人。

■張主任和何靖等 嘉賓一起品嚐功夫茶
嘉賓一起品嚐功夫茶。
。

入夜時分，參與遊園的市民更驚喜地發
現：九龍東潮人聯會會長楊育城陪同幾位特
別來賓，包括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中聯辦九
龍工作部部長何靖、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及
立法會議員陳鑑林，到摩士公園和市民一齊
慶祝迎月之夜。

通牒」，稱願意放棄參與海怡西，作為陳家洛退選
海怡東的「交換條件」。她批評陳家洛「家住大埔
並身兼立法會議員和大學講師兩職，出選海怡有點
牽強」。在與傳媒茶敘時，她稱根據他們 6 月的問
卷調查，陳家洛在區內的支持度排末尾，更批評陳
家洛霸道，「係咪公民黨一跌落來，全世界就要彈
開？」
陳家洛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反擊，稱公民黨自創黨
以來「一直服務海怡東」，他在海怡東開設辦事處
後，更不斷「跟進社區計劃以至最近的鉛水問
題」，故袁彌明口中的「空降」是在扭曲事實，對
此外界「自有公論」，又稱「最後一分鐘的政治交
易（last-minutehorse trading）」不尊重選民，故已
拒絕袁彌明的建議。
他又揶揄，袁彌明自該區上次補選後，「再沒有
跟進地區工作」，質疑她是試圖借協調過橋以「華
麗離場」，「『放過新民黨』的是袁彌明。『海怡
關注組』區元發曾經向我表示：有意挑戰新民黨陳
家珮。可能袁彌明自知出選海怡西勝算不高，於是

以『協調』為名，搵我過橋華麗離場。」他並教訓
袁彌明要「繼續努力」，「地區工作應有工作倫理
和道德，不可以投機取巧。」

劉嘉鴻翻舊賬斥陳不知所謂
劉嘉鴻昨日就在其「面書」（facebook）隔空批
評陳家洛「不知所謂之極」。他並「翻舊賬」稱，
陳家洛在 4 年前的區議會選舉前夕，以公民黨主席
身份致函「人力」，表面質疑「人力」在尖沙咀和
美孚兩個選區與公民黨「撞區」，質際就是「勸
喻」「人力」的代表退選，並反問陳家洛道：「這
難道不是last-minute horse trading嗎？」
他又批評，陳家洛發出「誅心論」將其真面目表
露無遺，「自由選舉誰也不能阻止誰參選。但陳家
洛當年理直氣壯要求別人不要跟他『撞區』，今日
有人向他主動提出對其及整體『民主派』有利的協
調方案，他只能以低等的『什麼華麗退場』誅心論
來否定。他缺乏政治理念論述一貫性的真面目表露
無遺。此人可以休矣。」



「青民」
與基層齊製月餅賀中秋
每逢中秋佳節，每家每戶都會嚐月餅賞明月慶佳
節。又到一年中秋臨，青年民建聯昨日在觀塘區舉
辦「親子冰皮月餅製作班」，與區內基層家庭製作
月餅共慶佳節。「青民」更特別請來現任職企業傳
訊策略總監戴麗紅擔任「星級導師」，與義工們分
享過往參與社會服務的經驗，及鼓勵青年多參與義
工活動，學習並成長為青年領袖。「青民」主席顏
汶羽期望透過一系列的星級導師的講課及培訓，加
強「青民」在香港的影響力。
■記者 李自明

城大生「倒閣公投」
通過解散幹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被指問題多多、「賤招」頻頻的城
市大學學生會幹事會的「倒閣公投」前晚結束，根據該校學生會
編委會所報道的初步點票結果，在 2,609 張有效票中，以大比數
2,206票支持倒閣。在24小時內，倘學生會仲裁委員會沒有收到投
訴，議案將宣佈正式通過，這是城大學生會成立 30 年以來首次被
免職。
城大學生會幹事會「蔚城」之前「賤招」阻退聯、又被指「公
帑遊日」、推出「幹事寫真」、因行政失當而令電腦節或被取消
等，令不少學生不滿，紛紛發起或響應倒閣公投。在公投首天，
幹事會更開始派送記事簿，又以宣傳海報遮蔽公投消息等，更引
起學生廣泛批評。
雖然「蔚城」至近日發現形勢不妙已開始拉票，並大鬧捐款典
禮以轉移視線和爭取支持，但始終被大比數倒閣。「蔚城」會長
朱國智未有回覆本報查詢，但在幹事會的 facebook 上就寫到「回
歸根本，由群眾定奪」。
有學生就留言揶揄「蔚城」，表示「好多人支持你哋執笠
喎」，並呼籲他們出來「謝票」。有人則留言指「同學的眼睛是
雪亮的」，反映有不少人不滿「蔚城」。在學生會幹事會被罷免
後，將由評議會委任臨時行政委員會，維持學生會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