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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陸嘉年華 萬民慶回歸
客屬總會歌舞聯歡 林雄劉林劉江華何啓茂等主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

修）為慶祝香港回歸 20 周年，香
港客屬總會昨日假大埔科學園舉
行水陸繽紛盛大嘉年華活動，內
容精彩紛呈，包括各類水陸競技
賽、客家美食及客家歌舞表演，
活動吸引逾萬名市民前往同歡，
水上、陸上一片歡騰，市民一家
大小，老中青男女老少前往參
賽、觀賽，歡歌笑語此起彼落，
熱鬧非常。

活動由香港客屬總會主席梁亮勝等首
長，陪同主禮嘉賓廣東省政協副主席
林雄、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劉林、民政
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解放軍駐港部隊參謀
長何啓茂、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辦公室
副主任朱興保等主持開幕禮。

梁亮勝開幕禮致辭
梁亮勝於開幕禮上致辭表示，香港
回 歸 祖 國 20 年 ， 保 持 了 原 有 的 制 度 和
生活方式，得到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令香港多年來一直保持着最有競爭
力、最自由的城市，體現了「一國兩
制」的成功。他續指，面對近年複雜
的形勢，該會挺身而出，主動發聲，
打擊反對勢力，並大力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維護香港和諧穩定，堅持
高舉愛國愛港的旗幟。
劉林讚揚該會獨具匠心，以特別和新穎
的方式慶祝香港回歸 20 周年，彰顯了他們
的熱情和能力，以及對香港未來發展的信
心。他形容回歸 20 周年的香港風華正茂，
希望社會各界能夠繼續攜手合作，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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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為香港的發展共同努力。
劉江華認為香港在過去 20 年經歷了不少
考驗，但憑着香港人同舟共濟、勤奮堅毅
的精神，令香港得以繼續穩步增長，向世
界展示了「一國兩制」的成功。展望未
來，他希望香港善用固有的優勢，把握國
家正高速發展的勢頭，積極參與「一帶一
路」、「粵港澳大灣區」等規劃，進一步
開拓香港的發展空間。

首創水上競賽 兩千人參加
當天最受歡迎的要數全港首創的水上競
技賽，賽事在科學園碼頭設置了不同難度
的障礙，參加者需穿上救生衣，爬過各種
障礙，並在約 3 米高的滑水梯滑到終點，
是項極具挑戰性的消暑活動，吸引了超過
2,000名市民參加。
此外，嘉年華活動的陸上障礙穿梭競技

賽、競跑挑戰賽、「客家佬」單車比賽、
客家美食等亦各自精彩。其中「客家佬」
單車比賽是「重頭戲」之一，「客家佬」
單車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普遍用來送貨的
單車，主辦機構規定是次比賽需用這款單
車作賽，藉此讓參加者充分體驗當年客家
人刻苦耐勞的精神。
場內客家美食：炙餅、糕板、艾板、雞
屎藤等亦令市民大快朵頤，舞台表演中客
家歌星以客家話獻唱名曲，別具客家風
情，為嘉年華增添不少歡樂氣氛。
出席嘉年華開幕禮的賓主尚包括廣東
省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楊浩明、
廣東省委統戰部副部長李煥春、新界鄉
議局主席劉業強、大埔區議會主席張學
明、大埔民政事務專員呂少珠、新界社
團聯會理事長陳勇、香港客屬總會執行 ■水上競技賽大受歡迎，不少家長攜同子 ■活動現場有小丑扭氣球並派發予場內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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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錦球膺文促會新會長

90海外港生下月北上「學法」

■譚錦球（右四）、楊釗（左四）、馬浩文（右三）、李國強（左二）、劉
宇新（左三）等於會員大會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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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由香港青少
年領袖發展協會主辦的海外香港留學生內
地法律專業實習計劃 2017、香港青年內地
法律專業實習計劃 2017，日前假旺角培正
小學舉行開幕禮。法律政策專員黃惠沖、
中聯辦法律部副部長劉春華、香港大律師
公會主席林定國、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內
地交流及實習工作小組召集人霍啟剛等蒞
臨主禮。該實習計劃今年共甄選出 90 位海
外知名法律學院的香港留學生，於 7 月 4 日
至 8 月 6 日到北京、上海進行學習體驗，深
入了解祖國、認識內地法律制度，為將來
發展做好準備。

范凱傑林定國霍啟剛致辭
實習計劃創辦人暨實習團團長范凱傑表

示，香港青少年領袖發展協會於 2016 年首
次舉辦「海外香港留學生內地法律專業實
習計劃」，今年在固有基礎下再推出「香
港青年內地法律專業實習計劃」，錄取總
人數較上年多出一倍。該計劃除了到內地
頂尖律師事務所實習外，更將拜訪內地各
大法律部門，並與內地不同院校的法律系
學生交流互動，認識內地法律體系運作。
他並感謝協辦機構國際青年法律交流聯會
的鼎力支持，以及民政事務局、青年事務
委員會的贊助，讓活動順利推行，希望同
學們能透過實習計劃提升自身素質，學以
致用，造福社會。
林定國表示，隨着國家「一帶一路」戰
略實施，香港可充分利用「一國兩制」優
勢，實現新一輪發展。他續說，香港律師

知識之友體育嘉年華慶回歸

在執業過程中常遇到與內地法律界人士合
作的情況，希望學生在實習過程中以理
性、開放的態度交流互動，增進兩地學生
的相互理解，從而提升自身競爭力，為日
後事業發展做好準備。
霍啟剛表示，希望該實習計劃能讓同學們
更深入了解祖國最新發展，並鼓勵大家積極
與內地法律系學生交流學習、總結經驗，在
互動中不斷成長。
實習團副團長彭銳哲、譚雅尤，籌委會
聯席秘書長李旻璁曾於 2016 年參與該實
習計劃，指活動內容知識與實踐並重，氣
氛輕鬆愉快，讓他們受益匪淺，故今年特
參與籌辦活動，鼓勵身邊同學積極參與，
希望今年參與實習的同學學以致用，為社
會發展貢獻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為與社區居
民共享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的喜悅，知識之
友會昨日於圓洲角體育館舉行慶回歸 20周年
暨健康體育綜合嘉年華，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許曉暉、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葉虎、 知
識之友會榮譽贊助人許俐麗、沙田鄉事委員
會主席莫錦貴等應邀主禮，與社區居民共賀
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

許曉暉：深入社區凝聚青年

■知識之友會舉辦健康體育綜合嘉年華慶回歸，賓主合影。

許曉暉讚揚，知識之友會深入社區凝聚社
會青年和各階層。她指，知識之友會成立和
擴展建基於《知識》雜誌，《知識》着重青
少年所望獲得的世界新知，同時不斷介紹很
多傳統中華文化、藝術等，對於國家的國
情、歷史亦簡約而精細地報道，深受學界歡
香港文匯報記者邵萬寬 攝 迎。她指出，該會與不同的學校、社區、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
京）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文促
會）日前舉行會員大會，選出新
一屆首長。譚錦球榮膺新任會
長、馬浩文任執行會長，他們表
示將承先啟後，吸納更多新會
員，為會務注入新活力，為香港
文化藝術界作出更大貢獻。新一
屆理事會就職典禮定於8月29日
於君悅酒店舉行。
文促會 2017 年度周年會員大
會日前假香港中華總商會舉行，
由會長楊釗、榮譽會長譚錦球、
常務副會長劉宇新和馬浩文、理
事長李國強主持。

屢辦大型展覽 深受各界好評
楊釗在會上回顧了文促會過去十年的
工作。他於 2007 年接任會長，秉承莊世
平愛國愛港傳統，同仁精誠團結，全體
會友及各方賢達熱心支持，會務穩步發
展。自 2008 年起，文促會成功主辦了 11
次大型歷史專題展覽，多次優秀名家書
畫展及文化活動，深受各方好評。舉辦

體都有很多合作關係，因此成就了是次的以
健康體育為主題的綜合嘉年華，以嘉年華的
形式來共同慶賀香港回歸祖國 20周年，做到
與民同樂，共同分享回歸20周年的喜悅及見
證香港過去20年的發展。
知識之友會會長許上福表示，該會於 2013
年成立，是一個依託全港最大型學生雜誌
《知識》，向全港中小學生提供知識輔導和
文化藝術服務的非牟利公益團體，現有學生
會員 600 多名。為秉持服務學生和社區的宗
旨，該會將開辦專為弱勢家庭子女而設的免
費功課補習網，當中更會招募不同的青年義
工，為網站提供所需的補習資訊。

許上福：助青培養慈善意識
許上福續稱，該會正朝着幫助學生自我增值
的四大平台方向發展，協助青少年培養慈善大

優秀展覽是文促會的優勢，深受各界信
賴支持。2016 年 11 月舉辦「香港各界紀
念孫中山誕辰 150 周年大型展覽」吸引
多達 3 萬名市民入場參觀，而該會轄下
香港少林武術文化中心、世界六通拳總
會十年來亦得到穩步發展。
李國強作工作報告，總結過去一年工作，
包括「中國書畫名家藝術展」及「孫中山展
覽」，前者已成為內地與香港書畫界年度盛
事。他透露文促會將於7月31日隆重舉辦莊
世平逝世十周年紀念座談會，以及明年5月
主辦《一帶一路》專題書畫展。

馬浩文盼吸引青年弘揚傳統
譚錦球感謝楊釗等首長過去十多年為文
促會打下穩固根基。他深明文化傳承影響
深遠，將在文促會已有穩固平台上，致力
發揮好文促會角色，為香港弘揚健康文化
及正能量作出更大貢獻。
馬浩文希望將傳統文化與青年工作結合，
更好地弘揚書法、國畫、粵劇等傳統文化。
據介紹，文促會由已故愛國僑領莊世平於
2001年創辦，16年來該會致力弘揚中華優良
文化，促進香港內地文化交流。

愛意識是其中一個大方向，該會去年與大埔社
區合作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7周年
暨香港和諧家庭同樂日」、以及年初與「香港
特區南峰青年會」青年義工在北角的派米等多
個大型活動，日前又與香港教育界慶回歸 20
周年活動籌委會共同舉辦了全港中小學生歷
史、文化常識比賽。近兩年來，更組織多個學
生團赴北京清華附中聽課交流、赴粵北韶關義
教、赴連南苗寨探訪等，該會在眾多活動中招
募義工和投入義工，深受社會好評。
嘉年華匯演上，節目精彩紛呈，武術匯
演、花式跳繩、拉丁舞等表演令觀眾掌聲不
斷。為傳遞健康生活理念，現場除設立攤位
遊戲外，還提供免費健康檢查服務及健康知
識講座。多個表演團體則透過中國舞、護脊
操、太極操等表演，展示日常護理技巧，讓
居民認識到養生可從日常生活點滴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