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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活動慶回歸 料吸逾百萬人
青年歌唱賽響頭炮 維園科技展成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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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慶祝活動率先由6月24
日「銀河新星青年歌唱大

賽」決賽打響頭炮。主辦方
「香港匯演藝能發展中心」發
言人表示，大賽早前經初賽從
600名報名者中遴選出20名優秀
選手參與6月 24日的決賽，並
將於同日為獲獎選手頒獎。

中央圖書館兩項畫影展
「港蒙倩影」兩地攝影比賽暨
聯展、「風情絲路 彩墨香江」
當代名家作品展兩項展覽將一併
於6月28日至7月4日，在香港
中央圖書館舉行，展覽時間為早
9時至晚8時。其中當代名家作
品展將展出100幅當代名家水墨
精品，包括20幅以香港為主題
的作品、12幅以內地為主題的作
品及68幅以「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為主題的作品。
主辦方表示，該次展覽是中
國美術家協會首次以官方名義
在港舉辦畫展，作品藝術價值
高，代表作品包括主題畫《東
方之珠》、以香港大熊貓為主
題的《樂樂和盈盈》、描述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巴
基斯坦舞步》等。
今年不僅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20周年，亦是內蒙古自治
區成立70周年，慶委會特別舉
辦「港蒙倩影」兩地攝影比賽
暨聯展。比賽分青少年組及公
開組，參加者可以香港及內蒙
古人文風光為題材，遞交不多
於10張攝影作品，獲獎作品將
於6月28日至7月4日在香港中
央圖書館展出。
「青葱再出發」香港青年音
樂節將於6月 30日在紅磡體育

館舉行，來自香港、內地及台
灣的20個組合及著名音樂人將
同台獻藝，演出時長約兩三小
時。

青年音樂節三地同台演
中國歌劇舞劇院原創作品民

族舞劇《孔子》，7月1日至2
日將登陸香港紅磡體育館演
出。此前，該劇曾於海外演出
約150場，年初曾於美國紐約及
華盛頓展開巡演。
喜愛粵劇的朋友則要關注7月

3日於紅磡體育館舉行的「粵曲
群英薈」，有來自粵、港兩地的
老、中、青名家同台演出。節目
還包括由本港30多個曲藝社團
代表組成的百人合唱團合唱《同
心耀香江》，表達曲藝界對香港
的祝福。「紫荊綻放二十載—香
港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
年合唱大匯演」亦將於6月29日
在紅磡體育館上演。

全港購物節千商有優惠
除全港性活動，慶委會下屬

機構及組織亦在不同地區組織
不同類型的慶祝活動，香港島
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九龍
社團聯會副會長徐莉、新界社
團聯會副會長陳平昨日分別介
紹各自團體在港島、九龍及新
界舉辦的過百項慶祝活動，包
括「港愛．同行」欣賞港島特
色電車遊、「樂響香江音樂
會」、「築夢之旅．港黔同心
創未來」貴州專列團等。
此外，全港各區工商聯將於7

月1日前後舉辦全港購物節，逾
千間大小商戶將提供購物及飲
食等優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系列慶回歸20
周年活動中，相信場面最令人震撼的是6月29日
於紅磡體育館舉辦的「紫荊綻放二十載—香港
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合唱大匯演」，屆
時市民可欣賞到6,000人一同合唱的盛況。
全國政協委員、籌委會新聞發言人陳仲尼介

紹，合唱匯演陣容強大，由12個表演團體編排
24首曲目，以三大篇章「美麗中國」、「祖國

和我」及「共築中國夢」進行。

6000人齊唱壓軸
陳仲尼又說，表演團體最後更會與現場觀眾

一同合唱主題歌《歌唱祖國》，與觀眾一同品
味香港回歸祖國20年間的喜悅與驕傲。為與民
同樂，籌委將安排免費門票予有需要人士，詳
情稍後公佈。

慶委會慶回歸系列活動
活動名稱

銀河新星青年歌唱大賽

「港蒙倩影」兩地攝影比賽
暨聯展

當代名家作品展

「創科驅動成就夢想」
創科展

慶回歸20周年合唱大匯演

香港青年音樂節

民族舞劇《孔子》

粵曲群英薈

資料來源：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舉行地點

伊利沙伯體育館

香港中央圖書館
（1號至3號館）

香港中央圖書館
（4號至5號館）

維多利亞公園（1
號至6號足球場）

紅磡體育館

紅磡體育館

紅磡體育館

紅磡體育館

活動日期

6月24日

6月28日至7月4日

6月28日至7月4日

6月29日至7月2日

6月29日

6月30日

7月1日至7月2日

7月3日

時間

晚上7時30分

早上9時至晚上8時

早上9時至晚上8時

早上10時至晚上
9時

晚上

晚上

晚上

晚上

12團體紅館合唱送門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慶祝香
港回歸廿周年，發展局局長馬紹祥昨日到
訪葵青區參與「共慶回歸顯關懷」計劃的
家訪活動，到訪荔景邨6個長者家庭及有
需要家庭，送上內有肥皂、食物盒、水壺
及乾糧等的禮物包以表心意。他表示，區
內近30個社福及地區團體，將動員數以百
計義工探訪超過2.3萬個長者家庭和有需
要的家庭，期望與社區人士有更多交流。
他續指，發展局另籌備藝術慶祝回歸活
動，期望各界可發揮創意美化地區。
除了有發展局局長出席昨日的家訪活
動，還有常任秘書長及八個轄下部門的官
員參與，包括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
韓志強、地政總署署長甯漢豪、水務署署
長林天星、屋宇署署長張天祥、渠務署署
長唐嘉鴻、機電工程署署長陳帆、署理建

築署署長林余家慧、署理土木工程拓展署
副署長陳焯明，和土地註冊處處長張美
珠。
馬紹祥在活動啟動禮致辭時表示，「共

慶回歸顯關懷」計劃──葵青區啓動禮，
標誌着葵青區各界跟社區有需要人士分享
愛和喜悅的工作正式開始。
馬紹祥說，今次活動的意義不僅在於一

份或一萬份禮物包，更重要的是各位義工
會藉着這機會，進一步了解各個家庭的需
要，並予以跟進和提供援助。他表示，家
訪活動讓他和義工可以與社區人士交流互
動，了解如何令葵青區成為一個更宜居的
地區。

馬紹祥探訪六家庭
馬紹祥其後在葵青民政事務專員羅應

祺陪同下，與葵青區議會主席羅競成和
義工到訪荔景邨，先後探訪了六個長者
和基層家庭，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和需
要，並向他們派發禮物包，共慶回歸。
他指出，在探訪過程中，與長者有更
多的溝通，明白他們的需要，希望透過
派發這些簡單的禮物包以表達小小的心
意。
馬紹祥續指，除了昨日的探訪活動外，

發展局正籌備藝術活動，與專業人士希望
一起發揮青年人的創意，用藝術去美化社
區，將藝術帶到市民身處的地區中。
他認為藝術一方面可以美化環境，另一

方面希望市民大眾都可以有一個愉快的經
歷。
禮物包包括水壺、麥皮、膠盒、潤膚
露、梳打餅、消化餅、牙膏、麵及帽。

■義工向參與家訪的官員示範包裝禮物包的程序。右三為馬紹
祥。

■馬紹祥（右二）探訪荔景邨的長者家庭，了解其生活情況和需
要。右一為葵青區議會主席羅競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鄧學修）為慶祝香
港回歸20周年，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沙
龍影友協會合辦「香港回歸20周年慶典攝
影比賽」，主辦機構昨日介紹參賽詳情。攝
影比賽分「回歸慶典紀念活動」和「光輝里
程20載」兩大主題，前者為今年社會各界
舉辦的回歸慶祝活動；後者則圍繞一切能展
現香港過去20年的成就和美好的事物。
主辦機構表示，希望透過比賽讓市民能
夠記錄回歸紀念的美好片段，以及回顧香港
過去20年的成就，呼籲全港市民參加比
賽，拍下香港的美麗一刻，將香港的美好延
續下去。

手機拍照可參賽 年齡不限
兩個主題均設有手機組和相機組，參賽

者可在7月15日至9月15日期間，將參賽照
片上載至網頁http://www.pchksar20.hk即

可，參賽者年齡不限，每位參賽者可於每個
主題和組別遞交最多5張參賽作品。
評審團由多位攝影名家組成，包括廠商

會會長李秀恒、永遠名譽會長尹德勝，沙龍
影友協會會長譚健康，著名攝影師翟偉良，
前香港小姐冠軍鄭文雅等，他們將就作品的
構圖與風格、原創性與藝術價值、美感，以
及是否切合主題評分，記者會上亦展示了他
們的作品，以供參考。
李秀恒表示，香港自回歸以來，經濟繼
續增長，很多國際級水平的大型基建相繼落
成，希望市民能夠拍攝出優秀的作品參賽，
展示香港的成就，以及香港市民20年來的
各種回憶。他續指，近年香港的外部機遇越
來越多，包括「十三五」規劃的實施、人民
幣國際化、「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
灣區」等，可見香港現時的發展機遇更勝從
前，希望香港人能夠好好把握這些機遇，推

動香港繼續向前發展。
是次比賽於每個主題

和組別均設有冠、亞、
季軍各1名，優異獎4
名，入選作品10名。
冠、亞、季軍得獎者可
分別獲得 10,000 元、
5,000元和3,000元現金
獎，以及獎座一個；優
異獎得獎者可獲1,000
元現金獎和獎狀一張；
入選者亦可獲獎狀一
張。頒獎典禮及作品展
覽將於今年底的第五十
二屆工展會內舉行。詳
情可到上述網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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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香港回歸

20周年，香港各界

慶典委員會將陸續舉

辦逾530項慶祝活動，其中逾50項屬全港層面，逾480

項屬地區層面。系列活動耗資約1,000萬元，逾3,000個

團體參與，預計吸引逾100萬人次入場。慶委會執行主

席鄭耀棠昨日表示，6月29日至7月2日在維園足球場舉

辦的「創科驅動 成就夢想」科技展是系列慶祝中的焦點

活動，展品包括長征一號火箭、天舟一號等中國航天科

技展品，並有無人機航展表演等機械人活動主題展覽，

以及本港青少年研發的創新科技發明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執行主席鄭
耀棠（棠哥）昨日在新聞發佈會上
表示，慶回歸系列活動中，「創科
驅動成就夢想」科技展需較大場地
舉行，慶委會早於3月15日便以慈
善團體名義向康文署提出申請使用
維園足球場，最終獲批於下月29日
至7月2日租用場地。他指，該次為

慶委會十幾年來首次獲批租用維園場地，
認為政府決定公正公平。鄭耀棠強調，從
未偷步申請，亦不是霸佔有關場地，遊行
人士亦可申請租用維園草地。

棠哥：科技展需大場
被問及是否因今年有中央領導人來港

才決定租用維園足球場，鄭耀棠表示，七
一回歸是香港人的大日子，值得紀念，無
論有無中央領導人來港，每年都會舉辦一
系列慶祝活動，而今次維園科技展項目，
是系列活動中的焦點項目，估計人流達幾
十萬人。
他指，科技展所需場地面積較大，為吸

引更多市民親身到場參觀互動，慶委會於
年初已決定申請維園足球場舉辦展覽，並
按照程序，一早於3月15日便遞交申請，
中間經過重重審批，最終獲批租用場地。
今次是2004年以來，「七一遊行」隊

伍首次未能租用維園球場作為大遊行起步
點。鄭耀棠表示，過往十幾年，慶委會曾多次向
政府申請租用維園場地，均未獲批，今次是首次
獲批，認為政府決定公道。被問是否擔心與遊行
隊伍起衝突，他表示，活動場地由政府批出，政
府會作出衡量，又表示會遵循警方安排，相信警
方會維持好現場秩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攝影賽回顧香江廿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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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10高官送暖到葵青

■評委翟偉良（白衫）用相片記錄了香港過往數十年的變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學修 攝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昨日舉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系列活動發佈會。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