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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大道西有家古玩店，擺賣着50年前
的懷錶、40 年前的錢幣、30 年前的錄音
機、20年前香港回歸時的紀念品……常有
一些外國遊客駐足挑選。每次經過這裡，
我總不禁會思考：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
了，變的有哪些，不變的又有哪些呢？

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零一個香港。我以
為，雖然城市面貌變了、居民思維變了、
生活方式變了，但香港中西共融、古今交
匯的城市文化魅力始終沒有變。

是的，香港的文化是一種開放的、動態
的、求實的文化。以「自由、包容」的城
市精神，當之無愧地打造出「東方之珠」
的不凡魅力，這不僅構成了香港的城市個
性，也為橫貫中西、博採百家的文化和藝
術提供了豐富的土壤。我認為，香港的文

化魅力體現在很多方面。
香港文化魅力，體現在歷史與現代交融

的建築上。世界上很少有地方像香港一
樣，在一個如此緊湊的空間，大大小小逾
四千多條街道上，呈現如此多元的建築
物；街道上，不少商舖招牌竟是出自名家
手筆——在荷李活道可以看到于右任寫的
「泉章居」、齊白石寫的「同仁堂」。如
此深厚的沉澱令人驚奇。

香港文化魅力，體現在人文旅遊上。她的
魅力不只是「購物天堂」，還有人文情懷。
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有的已入選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比如大坑舞火
龍，每年都吸引眾多中外遊客慕名而來。若
是翻開香港的「文化年曆」，你一定會驚嘆
於這滿滿當當的各種文化節、藝術節、影視
節。坐落在維港旁的西九文化區，集藝術、
教育及公共空間於一身，願景是為香港創造
一個多姿多彩的文化地帶，促進藝術界互

動、合作與發展，同時也吸引了不少遊客。
香港文化魅力，體現在文化融合上。香

港一直充當着區域文化提升者的角色，將
不同元素融合提升，比如在電影設計上，
香港就可以作為全國性乃至世界性的互動
橋樑。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在這裡碰撞火
花、迸發靈感、銳意創作，達至文心相
通，創造出超越語言、超越國界、超越種
族文化而直擊心靈的文化作品。所以，香
港製作，尤其在影視、動漫、流行歌曲、
設計等領域，風靡亞洲乃至全球。

香港文化魅力，體現在文化創新舉措
上。特區政府採取扶持資助項目、活化舊
建築老街區等方法促進文創產業發展。比
如，中環的元創方，其前身是香港中央書
院（後改稱皇仁書院）和已婚警察宿舍，
現在已成為香港標誌性的創意中心，開設
了各種不同類型的時裝飾物、家居用品、
珠寶手錶等設計師工作室和商舖。香港賽

馬會2008年牽頭將「石
硤尾工業大廈」改造為
「 賽 馬 會 創 意 藝 術 中
心」，現在已經成為眾
多藝術家和藝術團體的
創作基地，更舉辦各種
特色的主題展覽、文藝
演出、創意市集等。香
港還有很多這些與北京
798藝術區類似的文創基
地，培育了大量的創意
人才，同時也為市民創
造了近距離接觸藝術文
化的環境，有力推動了
香港社會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文化的培育不應該僅僅是在博物館和畫
廊裡，更重要的是融入生活、走近市民——
這就是香港對待文化的態度。

回歸祖國20年來，香港一直以獨特、創

新與包容的姿態傲然矗立。「百聞不如一
見」。從古今建築到文化街區，從影視音
樂到娛樂綜藝，從傳統文化到創意藝術，
請用您善於發現美的雙眼和心靈，去感受
香港獨特的文化魅力吧！

體味香港文化魅力
人事部 陳昊

香港海洋公園萬豪酒店鄰近海洋公園，是首個
市區內度假式酒店，大堂內有1個16米高、

跨越三層樓的圓柱形水族館，亦有3款獨特的主題
客房，面積由258至312平方呎不等，當中有貴賓
樓的公共空間、客房及餐廳均由設計師Peter Re-
medios設計，專為商務旅客而設。另有14間主題
房間，最大1間可入住7人，而總統套房有1,650平
方呎。

大堂圓柱水族館跨越三層樓
至於餐飲設施方面，酒店內有4間餐廳，均設室

內及室外用餐區，包括「Pier Lounge & Bar」、
「海灣餐廳」、「唐人小館」及「Prohibition
Grillhouse and Cocktail Bar」。
海灣餐廳有特別為兒童而設的甜品及雪糕站，唐

人小館則是主打廣東地方菜的中餐廳，能享用煲仔
菜、大排檔風味小炒等美食。Prohibition Grill-

house and Cocktail Bar是供應經典美食的傳統美
式扒房，酒吧更提供多款源自1920年代禁酒時期
的飲料等。
酒店宴會廳是以珍珠色為主調，連席前雞尾酒場

地共2,000平方米，可筵開80圍或舉行車展及小型
演唱會。宴會場地另有9個會議室及兩個戶外宴會
場地，能供一對新人進行證婚儀式，或舉行雞尾酒
派對等。
另外，酒店亦有泰式水療中心、兒童遊樂天地、

24小時健身中心、以礁湖為主題的游泳池等。
園方總經理孔憲榮表示，開幕日子仍未確定，初

步暫定6月13日，但有待屋宇署發入伙紙及酒店牌
照後，才能正式敲定開幕。
他續指，本計劃在去年第4季前開幕，但受工
程、人手及天氣影響而有所延遲。
海洋公園主席孔令成表示，希望酒店及園區能發

揮協同效應，加強旅客對環保及保育的認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佔地

34,000平方米的香港海洋公園萬豪酒

店料在6月13日開幕，其以海洋及綠

色概念元素設計，共有3座並提供471

間客房，料房價每晚約2,000元。海洋

公園主席孔令成昨日表示，希望酒店

及園區能發揮協同效應，加強旅客對

環保及保育的認識。行政總裁李繩宗

說，酒店將主題公園發展成度假園區，

吸引旅客在園區甚至是香港逗留更長

時間，亦期望為公園帶來雙位數的客

量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77年前日本
攻佔香港，肆意姦淫擄掠，犯下大量戰爭罪
行，全港市民進入3年零8個月水深火熱的
被殖民生活。但當時有一批香港人寧死不
屈，加入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大隊，
浴血奮戰直至趕走侵略者。港九大隊老戰士
和後人多年來一直呼籲建立「抗戰紀念館」，
紀念港人這段英勇不屈的歷史。被譽為「抗
日第一家」的沙頭角羅家，決定捐出三級歷
史建築物羅家大宅作抗戰紀念館館址，及
20萬元啟動資金，宣佈與東江縱隊歷史研
究會、東江縱隊老戰士聯會、新界社團聯會
等攜手成立抗日紀念館籌委會，希望讓本港
青少年有個場所，傳承先輩護國護港的英勇
精神。

老戰士與後人齊集 各界力挺
沙頭角羅家大宅是東江縱隊進入香港的第
一個落腳點，成為東江縱隊秘密活動基地和
交通站，羅家長女羅許月任站長，丈夫黃翔
任地下情報員。羅家一門至少九人加入東江
縱隊，為保衛香港付出血汗與生命。昨日抗
戰紀念館逾百名東江縱隊港九大隊老戰士和
後人出席，一些已散處內地各省市的港九大
隊後人亦趕來參加盛事。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張肖鷹，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立法會
議員葛珮帆、劉國勳，東江縱隊老戰士潘江
偉、黃作材、黃耀祥等到場支持。北區區議
員彭振聲亦捐款10萬元支持建館。張肖鷹
和吳秋北向羅許月之子黄俊康和彭振聲頒發
感謝狀。

羅許月之子黃小抗任籌委會副主任，他本
身亦是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
聯誼會副會長。他致辭時表示，羅家在抗戰
時義不容辭擔任護國護港使命，現在也決定
以實際行動促成抗戰紀念館的成立。
他痛斥現在一些「港獨」思潮一派胡言，

哀傷現在許多年輕人不知道父兄輩浴血奮戰
才趕走殖民者的不易，不知道什麼是愛國和
愛國主義。希望紀念館早日建成，讓港人、
尤其年輕人了解港九大隊英勇抗戰的歷史，
知道自己是中國人，喚起愛我中華、愛我中
國的一顆中國心。

學者：港九大隊歷史需銘記
籌委會主任、香港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會

長、東江縱隊政委尹林平長女尹素明致辭時
表示，籌建抗戰紀念館是為了紀念3年零8

個月的血淚史。日殖民者在香港淪陷期間犯
下滔天罪行，港九游擊隊戰士們保家護國，
貢獻無數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跡。
作為抗日游擊隊後人，我們有責任記錄這
段歷史，讓港人了解這段歷史，才對得起父
兄們付出的血淚代價。
香港地方志辦公室主任、嶺南大學教授、

太平紳士劉智鵬致辭時表示，自己作為研究
香港史的學者，覺得市民對日戰淪陷期的歷
史很不了解。學生們都只知道英軍如何與日
軍作戰，而不了解英軍投降後3年零8個月
的苦難，不知道有支港九大隊一直堅持抗
日。當時港九大隊搶在日軍抓捕之前，及時
送走大量重要人士，又為抗戰正規軍輸送大
量情報，且號召大批香港青年加入抗戰行
列，為抗戰作出大量貢獻。這段香港開埠以
來最重要的歷史，實足令港人永遠銘記。

「抗日第一家」捐宅建抗戰紀念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
政府將於月底公佈新一份財政預算
案，香港稅務學會估計今財政年度將
錄得不少於1,600億元盈餘，儲備將
高達1.1萬億元，建議政府推出改善
民生的措施，包括豁免首次置業印花
稅、降低薪俸稅最高邊際稅率，把握
大灣區規劃機遇提供相關稅務優惠，
並促政府長遠應擴闊稅基。
香港稅務學會表示，本港一直面

對稅基狹窄和政府收入不穩定的問
題，長遠更要面對人口老化及房屋、
教育、醫療和社福開支增加，將對公
共財政構成壓力，認為政府長遠應擴
闊稅基。
學會前會長王銳強表示，利得
稅、印花稅及地價收入佔政府收入逾
67%，收入波動很大，一旦經濟下
滑，未必應付到公共財政開支，為穩
定未來稅收，應付長遠開支，應檢討
引入各新稅種的可行性，可考慮奢侈
品稅、環保稅及金融交易稅，料較易
推行。

優惠創科文創 配合「帶路」灣區
學會又表示，由於世界各國正重新審視其
稅務政策或引入符合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的
稅收優惠，以吸引更多企業和投資，建議本
港須不時檢討其稅務政策或措施，包括為跨
國企業在香港設立的地區總部、企業位於香
港的貿易及採購中心提供稅務優惠，以提高
其稅務競爭力。
學會建議，政府應推動創新科技行業及文

化創意行業的額外稅務扣減，例如為創新科
技行業研發費用提供額外稅務扣減；文化創
意行業如在香港拍攝電影，購買無形資產權

利如專營權、許可使用權等，亦可獲額外稅
務扣減。
就「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發展，學會建議
政府參照飛機租賃的稅收制度，為租賃機械
設備於海外使用的企業利得稅提供特別稅務
扣減，以代替折舊免稅額。
在民生方面，學會建議豁免首次置業印花
稅，規定有關住宅物業的市值不高於600萬
元，及買家必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和以個人
名義購入物業，並必須連續3年居於該住
宅，避免買家購入住宅作炒賣用途。
學會又建議降低薪俸稅最高邊際稅率至

15%，及提高供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免
稅額和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稅額，同時調高
最低供養金額至1.8萬元。
學會並建議允許兄弟姊妹平均分攤有關免

稅額，或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稅額，以及取
消供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免稅額「通常
居住於香港」的要求。
對於政府預料坐享鉅額盈餘應否「派

糖」，學會前會長王銳強表示，過往政府每
年都「派糖」，難免會有期望，但學會向來
提倡政府將資源用在有需要的範疇，例如教
育、醫療等方面，效益遠大於給予市民短期
優惠措施。會長陳頌偉表示，歡迎現屆政府
提出的「理財新哲學」，有些政府的提案甚
至比業界更大膽，希望政府可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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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外觀及以礁湖酒店外觀及以礁湖
為主題的游泳池為主題的游泳池。。

海園供圖海園供圖■■大堂內有大堂內有11個個1616米高米高、、跨越三層樓的圓柱形水族館跨越三層樓的圓柱形水族館。。海園供圖海園供圖

■■豪華客房豪華客房 海園供圖海園供圖

■海園高層
預祝新酒店
成功。

海園供圖

■PMQ「元創方」地處中環，許多香港本地設計師在此創業。
香港文匯報圖片

■稅會亦倡提高供養父母免稅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 攝

■逾百東江
縱隊老戰士
和後人參加
發佈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殷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