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軍樂慶回歸 400人唱《獅子山下》
逾十支中外軍樂團蒞港 紅館獻奏三天

為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民政事務局將於7月13日至15日一連三晚假紅磡香

港體育館舉辦「國際軍樂匯演」，匯演門票將於本月19日起於城市售票網公開

發售。屆時，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等十多支中外軍樂團將為香港市民奉獻多

場視聽盛宴。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團長鄒銳表示，軍樂是一種國際語言，更是各國軍人之間相互溝通的重要語

言，它以其獨特的方式搭建起一座和平與友誼的橋樑。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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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香港警察樂隊和香港合唱團協會兩
支本港演出團體外，其餘中外軍樂團

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中國人民解放
軍海軍軍樂團、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隊、中
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儀仗隊、蒙古武裝
力量總參謀部中央軍樂團、荷蘭皇家陸軍騎
兵軍樂團、俄羅斯邊防衛士軍樂團、蘇格蘭
皇家軍樂團及第七營風笛鼓樂隊、美國海軍
第七艦隊軍樂團。

在昨日舉行的記者會上，民政事務局副局
長許曉暉，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團長鄒
銳、藝術指導程大明，香港警察樂隊音樂總
監梁寶根等介紹匯演詳情。

許曉暉：感受各軍樂團魅力
許曉暉表示，5年前香港回歸15周年時，

首次舉辦軍樂步操表演，深受市民歡迎，今
年再接再厲，邀請中外軍樂團與香港市民一

同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屆時將有逾千名
表演者參與演出，規模超過上一次。俄羅斯
軍樂團會帶來舞蹈和音樂，美國軍樂團會演
奏經典流行音樂，荷蘭軍樂團是首次來港演
出，將秉承該國單車部隊傳統，以邊騎單車
邊演奏的方式表演。
她希望市民能近距離感受各國不同軍樂團

的魅力，分享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的喜
悅。

鄒銳介紹，與首次匯演相比，此次解放軍
軍樂團來港演出有三大不同：

鄒銳：軍樂伴女兵行進表演
首先是軍樂和女兵結合做行進表演。去年

他們在俄羅斯軍樂節上進行了首次嘗試，引
起觀眾轟動。因此，他們將把其中最精彩的
部分帶到香港。
其次，5年前他們沒有專場音樂會，他們

將在元朗音樂廳舉行自己的首次專場音樂
會，並向香港觀眾介紹各國國歌。
最後，鄒銳強調，解放軍軍樂團的作曲家們

還特地為此次演奏的音樂進行了重新編排，突
出了行進特點，相信表演不會讓大家失望。
據悉，在此次匯演中，中國人民解放軍軍

樂團將率領400人合唱團進行壓軸演出，曲
目包括香港人耳熟能詳的《獅子山下》。

三晚演出前的晚上7點至7點45分，在紅
館的露天廣場均安排了「與軍樂團會面」活
動，讓市民可近距離一睹樂團團員的風采。

文化中心設免費攤位遊戲
活動還設有兩場嘉年華活動，分別於7月
15和16日（星期六及星期日）的下午2時
30分至5時30分，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
舉行，包括部分訪港軍樂團及本地紀律部隊
樂團演出及攤位遊戲等，費用全免。
門票分為150元、250元和350元，將於

本月 19 日起於城市售票網（www.urbtix.
hk）公開發售；信用卡電話購票熱線：
21115999， 節 目 和 票 務 詳 情 可 致 電
22687321或登錄以下網址查詢：
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
Programme/tc/music/programs_234.html

■■香港警察樂隊昨於記者香港警察樂隊昨於記者
會上演奏會上演奏。。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一眾賓主昨主持一眾賓主昨主持「「國際軍樂匯演國際軍樂匯演」」啟動儀式啟動儀式。。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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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文森）場地
單車賽是港隊的拿手項目，而今年場地單車
世界錦標賽首次由本港主辦，本港運動員佔
有主場之利，市民當然要入場力撐！昨日有
不少市民晨早到單車館的售票處查看票務情
況，有市民打算一家大小進場感受氣氛，更
想親身為「牛下女車神」李慧詩打氣。另
外，場外有不少攤位活動，市民可參與計時
室內單車模擬訓練，嘗試打破李慧詩的
33.939秒完成500米的世界紀錄，親身感受
單車盛事。
場地單車世界錦標賽昨日起一連五天在將
軍澳香港單車館內舉行，共有10節比賽。
首場賽事於昨日下午3時許舉行，但昨晨已
有不少居民及單車發燒友到場外購票。記者
現場所見，明晚及後晚舉行的男女子爭先賽
決賽、全能賽決賽門票已售罄，周日最後4
場比賽及頒獎典禮門票亦售罄，不少市民轉
看昨晚及今日的兩場賽事。

多攜子女捧場當親子活動
鄧太與DSE考生女兒昨早到場購票，打
算觀看開幕典禮。鄧同學表示，「主要係想

捧李慧詩場，其次是希望減壓」，也希望可
以親身感受場內氣氛。不過，她們認為當局
的宣傳不足，鄧太稱在附近買菜時才知道有
比賽舉行，無論網上、電視及區內的宣傳都
不足，期望當局多加改善。
陳女士昨日到場欲購票讓熱愛踩單車的6

歲女兒觀賞今天下午的賽事。她表示，本港
首次舉辦該比賽，加上對李慧詩過去的表現
印象深刻，希望女兒能入場感受氣氛及增廣
見聞，「難得咁近又有世界級比賽，今次在
香港舉辦才可以看到！」她續說，若平日沒
舉辦活動，運動場一帶十分寧靜，而且場地
使用率亦較低，期望政府能在區內舉辦更多
大型體育活動，讓市民更積極參與運動。
居民許先生表示，因家人對單車有興趣，

自己亦想看李慧詩比賽，故昨日到場欲購買
門票，惟需與家人商量購買哪一場賽事，又
認為票價合理。他又說，平日單車場館一帶
非常寂靜，相信比賽有助帶動區內人流。
葉女士表示，場內單車賽氣氛刺激，加上

是本港首次主辦場地單車世界錦標賽，故希
望與兩名子女進場親身感受現場氣氛。她續
稱，當中一名孩子是DSE考生，「見佢考

試到尾聲，希望透過觀賞賽事減吓壓啦。」
另一名就讀中三的孩子因為正在學攝影，期
望讓其能在國際運動賽事作實戰練習。

盼多培訓運動員推廣體育
她認為，將軍澳居民很喜歡單車運動，但

區內單車館的使用率長期偏低，期望政府當
局可以多舉辦有關賽事，並提供更多資源予
本地運動員，以免浪費珍貴場地。
居於將軍澳的郭先生昨日與子女到場感受

活動氣氛。他表示，因工作關係，故沒有購
買入場門票，但子女會看電視直播。他續

說，由黃金寶年代便開始留意單車比賽，今
次到場希望感受國際賽事氣氛，並讓子女更
了解本港運動發展。
對於香港首次舉辦場地單車世界錦標賽，

他認為現場應增加更多配套設施，冀主辦單
位汲取今次經驗，同時希望當局加強培訓運
動員及推廣本港體育發展。
郭先生續說，本港單車場地不多，而且貫通

新界東、西的單車徑工程亦遲遲未完工，希望
盡快完工讓市民有更多地方享受單車樂。

玩模擬器挑戰「牛下女車神」

另外，場內也有不少攤位活動予大眾參與，
當中有多部單車予港人「任踩」。曾接受單車
訓練的中四學生石同學，昨日亦親身到場外試
踏單車模擬訓練。他表示，香港單車運動在黃
金寶時代已引起大眾關注，但至今的發展未算
完善，除了訓練場地不足外，對運動員的支持
力度也未足夠。他解釋，本港的單車徑較窄，
也有其他人使用路面，如「單車隊在練習期間
因要避開人而減速，甚至是中斷訓練，這對運
動員的練習沒有幫助」。石同學表示，單車運
動員多期望在東涌、荃灣等路段練習，期望有
關當局可以提供協助。

港人捧李慧詩場 撲飛睇單車賽

■不少市民到售票處查詢門票情況。 文森 攝 ■石同學試玩模擬訓練。尹妮 攝■鄧同學。 文森 攝■郭先生。 文森 攝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
兩國元首就朝鮮半島局勢等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
意見。中美都主張實現半島無核化。中方一貫堅持
以對話方式和平解決問題，而美方近日突然大軍壓
境，急派航母群進駐朝鮮半島海域，令地區局勢驟
然緊張。以武力威脅尋求解決朝核問題，效果適得
其反，只會令問題更複雜、更棘手；如果把朝核問
題與中美貿易掛鈎，硬要中國背負壓制朝鮮的責
任，既不公道也難奏效，更不利中美關係良性發
展；如果真的訴諸武力，則會令問題變得不可收
拾。各方重返談判桌、平等對話，才是妥善解決朝
核問題的根本之道。美國應響應中國的呼籲，不要
輕舉妄動，作出以鄰為壑、損人也傷己的選擇。

日前，習近平旋風式訪美，與特朗普在海湖莊園
會面，就當前中美關係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進行
深入溝通，取得不少共識，為兩國關係開啟新頁。
但習近平離開美國翌日，美國「卡爾文森」號核動
力航母戰鬥群改變原定駛往澳大利亞的計劃，突然
進入朝鮮半島海域，明顯針對朝鮮而來，對本已緊
張的半島局勢火上澆油，形成劍拔弩張的態勢。緊
接着，特朗普在Twitter上表示，他曾向習近平明
言，若中國成功解決朝鮮問題，將可以得到更好的
貿易協議。若得不到中國協助，美國將會獨自解決
問題。特朗普明擺着向中國施壓，要中國面對選
擇：或者出手制裁朝鮮、逼其放棄核武；或者美國
不再客氣，中國就要面對朝鮮戰火重燃、危及中國
的局面。

特朗普的施壓明顯有違國際關係準則。和平解決
朝核問題是中國的一貫立場，昨日習近平與特朗普

通話時重申，中方堅持實現半島無核化目標，堅持
維護半島和平穩定，主張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問題，
願同美方就半島問題保持溝通協調。朝鮮半島不是
敘利亞，戰爭不是解決朝核問題的選項。中國不希
望、也不答應朝鮮半島戰火重燃，習近平堅持不懈
地表達中方的明確立場，就是提醒、奉勸美方，解
決朝核問題，不能靠升溫而是要降溫。

至於把朝核與中美貿易這兩個獨立問題硬扯上關
係，要求中國對朝施壓，以換取更好的中美貿易協
議，這是赤裸裸的政治訛詐。中國秉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外交原則，中國希望朝鮮半島和平穩
定，但不會也不可能為了滿足美國的要求，而以強
權向朝鮮施壓、逼其低頭。

事實上，中國為和平解決朝核問題作出巨大貢
獻，扮演了重要角色。朝鮮半島和朝核問題由來已
久，既有歷史恩怨，更與各方角力有關，牽涉到中
美俄朝韓日六方錯綜複雜的關係，如果不遵循中國
強調的和平對話解決，而採取武力高壓、恃強凌
弱，必然會令問題更複雜，更難以妥善解決，很可
能造成反效果。

歷史的教訓證明，外力介入只會加劇朝鮮半島的
局勢緊張。如果在外力高壓下，朝鮮半島問題惡
化，最終導致兵戎相見，各方都難免捲入其中，淪
為受害者。美國過去在朝鮮半島吃過大虧，如今也
佔不了任何便宜。希望美國吸取歷史教訓，積極響
應中方以對話解決矛盾的呼籲，與中方和相關各方
真誠合作，推動各方透過平等協商解決紛爭，維護
地區與世界的和平穩定，這才最符合朝鮮半島問題
各方的利益。 （相關新聞刊A6版）

武力威嚇只會令朝核問題不可收拾
新一期居屋昨晚7點截止申請，到傍晚5點已

經收到7.9萬份申請表，超額36.7倍，約37人
爭一個單位。居屋申請火爆說明在樓價創新高的
環境下，資助房屋已經成為普羅市民上車的「救
命稻草」。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提出以置業為本的
房屋政策，正是切中肯綮，充分了解港人訴求。
但要實現這一房策，最核心問題是土地供應無法
滿足建屋的巨大需求。社會各界必須以開放的心
態，與林鄭一起細化土地房屋政策，對填海、棕
地、郊野公園邊陲土地等各種方法認真研究、理
性探討、凝聚共識，以全港大局為重，群策群力
解決土地供應的難題。

本次發售的居屋主要位於彩虹和梅窩，亦有
少量其他居屋的貨尾單位，合共2093個，售價
139萬至385萬元。相比起現時一房單位也動輒
500萬元以上的私樓市場，居屋的吸引力驟顯。
抽居屋氣氛熾熱，原因有多方面：一是樓價頻頻
升破歷史高位，市場形成「今天不買明天更貴」
的心理預期；二是私樓已經超出大部分市民的承
受能力，過往的置業階梯已經可望而不可及；三
是早前房委會提高了申請居屋的入息和資產限
額，令更多家庭合乎申請資格。

面對社會對資助房屋的渴求，候任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提出「以置業為主導」，打造環環相扣
的置業階梯，在現有的居屋之下增加「綠置居」
供應，在居屋之上新增「港人首置上車盤」，重
燃無殼蝸牛的置業希望，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認
同。下屆政府固然要盡量多推資助房屋，以回應
既買不了私樓、又不合乎申請公屋資格的夾心階

層。而實現目標的關鍵，是需要有足夠的土地供
應。根據長遠房屋策略的十年樓宇供應目標，以
公營與私營房屋的六四比例，平均每年供應的
46000個單位中，公營房屋佔28000個，私營房
屋是18000個。政府曾表示私樓方面已經找到
足夠的土地，但公營房屋的土地供應未能達標。
依據現時的比例配置，28000個公營房屋，則每
年要供應2萬個公屋單位，居屋、「綠置居」這
類資助房屋則要有8000個。但現實是今年和去
年均只有2000多個居屋單位供應，與目標相去
甚遠，展望未來5年亦不能達標。因此，大力開
拓土地供應刻不容緩。

林鄭月娥明確提出要以全面、宏觀的態度檢
視土地來源，包括維港以外填海、舊區重建、新
界棕地、郊野公園邊陲、私人發展商土地儲備等
多管齊下。廣闢地源，是解決問題的必由之路。
不過一直以來，無論是發展新界農地、棕地或大
規模填海、開發郊野公園，都遭遇各種詰難和反
對，令政策的推行舉步維艱，以致房屋問題積重
難返。

在可見的將來，香港社會將繼續受住屋問題
嚴重困擾，下屆政府雖然7月才就任，但應及早
與現屆政府和社會各界多作溝通，多了解現時土
地和房屋供應情況，多準備如何在增闢土地來源
上取得突破。正如林鄭月娥在勝選感言中所說，
「我們深愛香港這個家」，社會各界都要因應市
民對置業安居的需求，以開放態度來討論拓展土
地的各種計劃，群策群力、相向而行，為從根本
上緩解市民安居困境出力。（相關新聞刊A8版）

增資助房刻不容緩 闢地源須群策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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