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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童囚青共聚 紮花燈慶回歸
含跑馬高鐵元素 展廿載努力成果 張建宗林武主禮亮燈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鳳鳴）
為慶祝香港回歸 20 周年，中西區舉辦
大型慶祝活動，以香港特色為主題製作
大型傳統紮作花燈。花燈融入多種香港
特色元素，包括滑浪風帆、單車、電車、跑
馬等，以及代表接通世界軌跡的高鐵，藉以
反映香港回歸祖國 20 年來的努力及成
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中聯辦副主
任林武昨日一同為大型花燈舉行亮燈儀式，逾
500 名義工、市民一同見證。花燈已申請列入健力士世界
紀錄大全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將在中環皇后像廣場展
出一個月，與市民共享回歸 20 周年的喜悅。

大型花燈以傳統竹篾由全人手
紮作，高 9.5 米、闊 5.3 米、

重 500 公斤，共用 4,500 支竹篾、
500米紗紙及 40匹絹布製作而成，
前後共花費半年時間。參與花燈
製作的人士包括在囚青年、醫院
病童、懲教署職員及其子女等，
他們分別製作花燈的不同部件，
再併合而成。

張建宗：助港青鍛煉耐性
張建宗致辭時表示，今年是香
港回歸 20 周年的大日子，是香港
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今次慶回歸
大型花燈由多方人士合作製成，
透過製作花燈，年輕人除傳承傳
統花燈紮作手藝外，更可從中鍛
煉耐性及學習專注，一生受用。
他續說，花燈製作過程中，大
家發揮互助合作及互相關愛的精
神，香港需要的正正是這種正能
量。而「薪火相傳」亦是慶回歸
活動的重要一環，未來政府會一
如既往重視青年人發展。
張建宗強調，今年是香港回歸
祖國 20 周年的大日子，20 年來
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未
來希望群策群力，團結一致，將
香港推上一個新的台階，令香港

向前發展。

高鐵寓港連貫內地國際
大型花燈融入多種香港特色元
素，包括曾奪得奧運金牌的滑浪
風帆，具有香港傳統特色的帆船
和電車，以及代表接通世界軌跡
的高鐵等。作品不僅展現香港傳
統一面，亦展望未來，如借助高
鐵來寓意香港繼續成連貫內地與
國際的橋樑。另外，花燈的周圍
亦有不少裝飾品，如具有祝壽意
義的壽桃，象徵中環地區的小賽
車，寓意「馬照跑、舞照跳」的
跑馬、市花洋紫荊等。
花燈展覽活動統籌夏中建坦
言，大型花燈製作耗時耗力，具
挑戰性。花燈由不同人士合力製
作，參與者並無製作花燈經驗，
因此需一定耐心進行指導。「雖
然製作中有少許瑕疵存在，但反
映香港人萬眾一心的精神。」
夏中建又指，花燈常見於傳統
節慶活動，所謂「大紅燈籠高高
掛」，希望藉助花燈營造喜慶氣
象，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
當中的設計融入香港特色，藉
以反映香港回歸 20 年來的努力及
成果。

■張建宗、林武等一同為大型花燈舉行亮燈儀式。

■參與花燈製作的人士包括在囚青年、醫院病童，他們分別製
■「華燈閃爍耀香江」昨晚正式亮 ■到場市民紛紛與花燈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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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童製
「壽桃」 見證亮燈一刻
已申報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名
錄及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的「華
燈閃爍耀香江」大型傳統紮作花
燈昨晚正式亮燈，大批市民到場觀看花燈點亮的精
彩一刻。100 名包括瑪麗醫院病童、在囚者家屬、
懲教署職員及小童軍於現場手作 120 隻壽桃彩燈，
與大花燈一同點亮，向香港回歸20歲生日獻禮。

&


方太：學習同時慶回歸
方太帶今年 12 歲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兒子到場
學習壽桃紮作，認為活動有意義，學習紮作的同時
亦慶祝香港回歸 20 周年。她指，兒子患有先天性
心臟病，不能參與劇烈活動，紙作坊有趣又講求技
巧，考驗動手能力，適合兒子，「亦傳遞信息給兒
子，好多事他都有能力做到，可以親手製作壽桃，
並見證香港回歸20周年這一重大時刻。」
她希望兒子能了解更多傳統紮作藝術，找到自己
的興趣。方太指，現場 9 米高花燈好靚好宏偉，首
次見到如此高大的花燈，期待見證亮燈一刻。
■有小朋友現場手作壽桃彩燈，與大花燈一同點亮，向香港回歸 20 歲生
日獻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盧小姐：申健力士港光榮
盧小姐與2歲孫女提前2小時到場觀賞花燈。盧女

長征一號維園組裝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將於本月 29
日至 7 月 2 日，在維園舉行以「創
科驅動 成就夢想」為主題的中國
航天科技展，展出約 148 項展品。
委員會昨日發放組裝「長征一號運
載火箭」的片段，為展覽作小預
告。片段背景為維園足球場，由眾
多工作人員組裝「長征一號運載火
箭」，並以縮時攝影展現。隨着吊
車將火箭分件逐步組裝，工作人員
四處準備，讓人愈看愈期待展覽開
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妮

倫敦的士換裝慶回歸
香港回歸國家 20 周年，有關慶祝活動遠至英
國倫敦都看得到。特區政府成立的 facebook 專
頁「香港特區 20 周年」昨日就出文，指倫敦常
見的黑色的士換了新裝，「同我哋一齊慶祝特
區成立 20 周年。」從圖片可見，原本黑漆漆的
的士換上七彩的主題色。專頁帖文更鼓勵市民
說︰「如果你呢幾個月去開倫敦，可以同呢啲
的 士 自 拍 再 share （ 分 享 ） 俾 （ 畀 ） 我 哋
呀！」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士表示，看得出花燈製作超水準。現時香港竹篾紮作
師傅少，好難得整個花燈用竹篾製作。盧小姐指，由
香港人製作出如此高水準花燈並申請香港物質文化遺
產及健力士紀錄十分難得，是香港的光榮。
她又指，花燈形狀切題，「中國傳統中，當有好
事、喜事發生時，便會有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景象，
適逢香港回歸 20 周年，花燈主體以串起的燈籠形
狀設計，十分應景，與回歸主題相得益彰。」她希
望未來能與孫女參與更多傳統文化相關的活動，希
望下一代更多了解節慶及中國手工藝術。

■方太與兒子現場製作壽桃花燈。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攝

小童軍：製作花燈送家人
7 歲小童軍李同學表示想學習製作花燈送給家
人，見到大型花燈覺得「好高大」。5 歲章同學表
示好鍾意花燈，「花燈好靚、好玩！」
14 歲陳同學則用1 小時製作紅色壽桃花燈，認為
最難是將薄薄的花燈紙貼在燈架上，親身體驗後他
明白花燈製作不像想像中簡單，認為現場的大型花
燈製作水平高「好靚、有中國特色」。他又指，點
亮花燈的一刻感受到慶回歸的氣氛，「回歸 20 周
■5歲章同學（左）。
年是一件好龐大的事，好有紀念價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煙花展覽嘉年華 精彩活動浪接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
祖）為迎接香港回歸祖國、特
區 成 立 20 周 年 ， 特 區 政 府 以
「同心創前路 掌握新機遇」為
主題，將於本周與社會各界攜
手舉辦一連串豐富、精彩的慶
祝活動，當中包括煙花匯演、
兩個特備展覽和街頭嘉年華。
慶祝特區成立 20 周年煙花匯
演將於 7 月 1 日晚上 8 時在維港
上空舉行。煙花匯演歷時 23 分
鐘，共分 8 幕，將有近 4 萬枚煙
花彈從 5 艘躉船發放。匯演將播
放 20 周年主題曲，並以煙花呈
現「中国 HK」字樣，配上紫荊
花圖案和紅色阿拉伯數字
「20」。紅色心形笑臉煙花綻
放時，將配合膾炙人口的本地
名曲《獅子山下》。屆時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的玻璃幕牆亦會
以 LED 投射動畫和蝴蝶飛舞的
圖像。

「中国HK」維港綻放
此外，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
故宮博物院聯合主辦「香港賽
馬會呈獻系列：八代帝居——

故宮養心殿文物展」，將於 6 月
29 日至 10 月 15 日在沙田香港文
化博物館舉行，展出故宮博物
院超過 200 件具代表性的展品，
顯示養心殿在清朝歷史上的政
治、歷史和文化重要性。

清宮瑰寶 匯聚香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故宮博物
院亦會聯合主辦另一個題為「香
港賽馬會呈獻系列：萬壽載
德——清宮帝后誕辰慶典」的特
備展覽，將於 7 月 2 日至 10 月 9
日在尖沙咀香港歷史博物館舉
行，展覽透過 210 組故宮博物院
內有關康熙帝、乾隆帝母親崇慶
皇太后、乾隆帝、嘉慶帝和慈禧
太后慶祝萬壽的珍貴文物，介紹
清宮萬壽盛典的禮儀制度，以及
中國古代豐富的祝壽文化。
街頭嘉年華方面，「文物時
尚．荷李活道」街頭嘉年華會
於 7 月 1 日及 2 日舉行，透過展
覽、工作坊和表演等一連串活
動，讓市民體驗荷李活道的豐
富歷史、文物資源、文化和藝
術氛圍。

綜藝娛樂 走入街頭
活動先於7月1日在「元創方」
展開，設有創意攤位、特色工作
坊和音樂表演，以及售賣香港地
道小食；並於7月2日走進街頭，
在鴨巴甸街至雲咸街一段荷李活
道舉辦長衫表演、街頭舞蹈、演
唱及音樂表演、導賞團、寫生活
動、工作坊和展覽等。
另一街頭嘉年華則在九龍區
舉行。「香港掂檔」街頭嘉年
華 7 月 1 日在荔枝角長義街舉
行，市民可欣賞連續 7 小時的舞
台節目，包括音樂、歌唱、舞
蹈、魔術及小丑表演，並有多
個遊戲及美食攤位。
與此同時，「香港掂檔」夏
日遊樂坊於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在 D2 Place 一期及二期舉
行，有多項不同類型節目，如
巴士模型展覽、室內美食街，
以及有關荔枝角歷史和多個本
地品牌的展覽等。
有關 20 周年慶祝活動的詳情
及最新消息，市民可瀏覽 www.
hksar20.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