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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2333蛋撻籌款破健力士紀錄

兩難關阻粵劇界育接班人
兒童劇團增分薄資助 學業為重藝術不敵文憑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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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習主席「四點希望」為改革開放作新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由香港特區政

府和中聯辦聯合主辦的「香港特

別行政區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

周年專題研討會」 昨日在港舉

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出席並致辭，全文如下：

王志民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
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謝鋒特派員
（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
譚本宏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
部隊司令員）、蔡昉副院長（中國社會
科學院副院長），各位講者、各位嘉
賓、各位朋友：
早晨。歡迎各位出席今天由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
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為慶祝國家改革開放
40周年而舉辦的專題研討會。我們很榮
幸邀請到幾位內地及香港的重量級嘉賓
出席研討會，與我們分享他們的真知灼
見。我特別要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
長蔡昉先生親臨香港擔任研討會的主講

嘉賓，另一位主講嘉賓馮國經博士我就
不用多介紹了。稍後的對談環節由行政
會議召集人陳智思議員主持，6位嘉賓講
者，分別是周琪院士、徐立之教授、蔡
冠深先生、韓大元教授、伍淑清女士，
以及沈南鵬先生，會從不同範疇探討國
家改革開放的歷程和對香港的影響。
今天研討會的主題為「改革開放輝煌

四十載 香港與國家同發展共繁榮」，
改革開放的40年的確是我國輝煌的年
代。1978年12月，在已故鄧小平先生
的倡導下，國家邁進了改革開放的偉大
歷程，並取得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
香港在這個過程中既是「參與者」，又
是「受惠者」，與國家一同發展，共享
繁榮。正如在會場播放的政府宣傳短片
所見，當中使用的樂器──編鐘，代表
了敲響改革開放的第一炮，兩地人民緊
扣相連、甘苦與共、一齊奮鬥。過去40
年，既是國家飛躍發展的歷程，也是香
港經濟成功蛻變的年代。
作為重要的慶祝活動之一，我在上個

月率領了香港特區代表團，與160多位
對改革開放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士到深圳

及北京訪問，一同回顧國家在過去40
年的發展。訪問團參加了由國家發展改
革委員會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舉辦
的座談會，更得到國家主席習近平接
見。習主席對香港同胞在改革開放中發
揮的作用充分肯定和高度讚揚，讓代表
團每一位成員如沐春風，至今還津津樂
道。主席特別提到：「港澳同胞在改革
開放中發揮的作用是開創性的、持續性
的，也是深層次的、多領域的。」
40年來，香港人積極參與國家的現

代化建設，投入大量資金，並為內地發
展提供了管理經驗、人才培訓、專業服
務、國際聯繫等。從初期率先到內地設
廠，到後來轉型為內地企業「走出
去」，在海外拓展業務的重要平台，協
助國家連接世界市場。與此同時，我們
更不能忽略的是香港人在國家的公益事
業中，無私奉獻、慷慨捐助，為實現內
地脫貧、捐校助學，貢獻良多。
習主席在表揚香港在改革開放所作出

的貢獻的同時，總結了香港社會各界人
士在改革開放發揮的六個作用，並提出
四點希望，讓香港準確把握特區在新時

代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定位，抓住機遇，
為國家繼續全面改革開放作出新貢獻。
首先，習主席希望港澳同胞更加積極主

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毫無疑問，香港商
界肯定會繼續帶動資本、技術、人才等參
與國家經濟高增值發展，協助國家擴大對
外開放。在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
易中心地位的同時，我們會更加快地把香
港建設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把香港打
造成國家雙向開放的重要橋頭堡。
第二個希望是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香港會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
關稅區、三種貨幣的框架內，發揮粵港
澳綜合優勢，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世
界級的城市群，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
第三，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

踐。回歸祖國後，香港已納入國家治理
體系。特區政府有責任按照「一國兩
制」，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
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亦要關心
國家發展全局，維護國家政治體制，積
極參與國家各方面的建設，維護國家安
全。此外，我們會在國家的支持下，繼

續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的工作，在國際社
會發揮作用，參與國家全球治理實踐。
第四，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

流。香港中西文化薈萃，具備國際性城市
的特色之餘，也保留了傳統中華文化。我
們相信香港可以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
中，發揮民心相通的特殊作用，向外宣講
香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經歷。
香港社會各界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及

「一帶一路」建設反應積極，而政府亦
都會努力擔當好「促成者」和「推廣
者」的角色。由於我在本星期內至少還
有四場有關「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的演講，所以今日就不再詳細介
紹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
在國家踏上改革開放的新征程之際，

特區政府會繼續堅守「一國兩制」的政
策方針，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為兩地青年發展鋪橋搭路，幫助他
們在國家的廣闊空間追求發展，實現他
們人生的理想。
最後，我在此感謝中聯辦與我們共同舉

辦這次的座談會。祝願研討會圓滿成功。
多謝大家。 （註：標題為編輯所加）

——在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專題研討會上的致辭（全文）

（2018年12月10日）
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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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將開幕的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被視為粵劇發展新里程碑，

惟有從事青少年粵劇培訓工作的坊間團體表示，粵劇界除需要

演出場地外，更應加強培訓工作，方可延續粵劇生命。雖然近

年兒童粵劇團數目增加，但變相分薄了獲批政府資助的機會，

加上本港學生始終「學業為重」，粵劇學生往往捱不過中學文

憑考試（DSE）的關口，故粵劇界能否誕生更多明日之星，實

屬未知之數。有粵劇界資深工作者指，要粵劇發揚光大，首要

是發展藝術教育。 ■圖 / 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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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幼吾幼慈善基金」昨
日假樂富廣場舉行「慈善蛋撻心連心」籌款活動，成功
以2,333個蛋撻打破健力士「最長蛋撻排列」世界紀
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擔任主禮嘉賓，負責放下最
後一個蛋撻，健力士工作人員經點算後發出官方認證世
界紀錄證書確認創舉。是次活動所籌得善款將全力支持
「幼吾幼慈善基金」為香港基層家庭及兒童提供之慈善
服務，包括旗艦項目「333小老師培訓計劃」。
張建宗於致辭時讚揚「幼吾幼慈善基金」多年來為香

港基層家庭兒童提供全面教育，「今次活動透過香港經
典食物蛋撻，以香港特色創造世界紀錄，富有香港情、
香港味。」
昨日有逾60間中小學校及不同界別的企業共同參與
活動，他們於健力士點算紀錄後即時享用蛋撻，不少參
加者對能出一分力創造世界紀錄感到十分開心。

「以前啲人覺得粵劇唔係呢個年代
嘅嘢，我好想打破呢個諗

法。」投身粵劇培訓工作逾廿載，師承
名伶羅家英、李寶瑩的朗暉粵劇團團長
兼香港兒童少年粵劇團藝術總監張寶
華，為弘揚粵劇，早在1997年已於朗
暉粵劇團開設兒童課程。
其後兩三年間，她創辦了香港首個
兒童粵劇團──香港兒童少年粵劇團，
並將粵劇帶入學校，至今已在逾30間
本地及國際學校授課及演出等。

「通常中五中六就會停學粵劇」
香港兒童少年粵劇團的粵劇班是以年齡
劃分學生級別，學生年齡小至3歲多，大
至大學生也有。被問到學生的學習情況，
張直言公開試是一大關口。張說：「學生
為應付公開試，通常讀到中五、中六就會
停學粵劇，不過之前有個女學生上大學之
後重新加入，令我哋好振奮。」
雖然學生始終「學業為重」，但張
為吸引更多新一代認識粵劇，以每堂
50元的低廉學費招收「新血」。
然而，近年坊間有大量兒童粵劇團
湧現，一同競爭政府資源，加上本身學
費低廉，令張經營的劇團困難重重。
「如果冇政府機構，如藝發局嘅資助，
根本維唔到本。」張稱。

另一邊廂，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YMCA）今年亦幸得有心人捐贈75萬
元，為期3年每逢周六於YMCA石硤尾會
所舉辦「戲詠嶺南──兒童宗師培訓計
劃」，免費教授小朋友學習詠春及粵劇。
「我希望透過呢個計劃，令有心學粵劇嘅
小朋友唔會因為家境問題而喪失學習機
會。」師承名伶曾玉女的YMCA兒童粵
劇導師Man Chan（藝名「瀟郎」）表
示，教學過程中最富挑戰性的，是如何將
粵劇以簡單生動形式傳授予小朋友。
Man Chan說：「粵劇好講規範，每
個動作有一套標準，但教小朋友唔可以
咁嚴，令佢哋明白最重要，所以我都邊
教邊學！」
被問到兒童粵劇團能否誕生粵劇界

的明日之星，兩人均表示，培訓粵劇界
人才需深耕細作。作為粵劇導師，她們
只能抱着「有教無類」的心，將粵劇傳
承下去。至於將來有多少學生能以粵劇
作終生事業，則言之尚早。

阮兆輝：港教育輕藝術發展
香港八和會館副主席兼資深粵劇工

作者阮兆輝坦言，本港正規教育偏重主
科，忽略藝術發展，故此要粵劇發揚光
大，就要先從藝術教育入手，培養出富
有藝術修養的下一代。

過去3年於康文署轄下場所表演的粵劇或
折子戲，每年平均有800多場，且每年動用
約 4,000 萬元推廣粵劇。除民政事務局在
2004年及2005年分別設立粵劇發展諮詢委員
會及粵劇發展基金外，香港藝術發展局設有
不同的資助計劃，如年度計劃等，支持本地

戲曲界發展（包括粵劇、京劇、其他中國戲
曲等）。
不過，要成功推廣粵劇，除了資金，台上

演出機會也很重要。坊間不少業餘性質的兒
童及青少年粵劇團，課程除有專業導師教授
粵劇知識外，劇團會為學生爭取表演機會，

全方位學習。
於YMCA擔任兒童粵劇導師的Man Chan

指，表演與課堂同樣重要，兒童參與表演能將
粵劇知識活學活用，更能幫助他們從中獲取自
信及待人接物等技巧。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石硤尾會所程序幹事鍾宇軒稱，希望粵劇演出
能帶給兒童在成長路上的正面鼓勵。朗暉粵劇
團團長張寶華亦表示，不少學生於表演後更為
喜愛粵劇，兩者有相輔相成之效。

這年代，粵劇看似老古董，但其藝
術性是跨越時空。家長Cherry及Ro-
sa有別於時下家長，安排女兒參加
「香港兒童少年粵劇團」的粵劇班。
她們均表示，選擇粵劇的原因很簡
單，只因女兒喜歡這門藝術。
Cherry的10歲女兒曉澄在公開場

合首次接觸粵劇，一見難忘，經人介
紹下參加兒童粵劇班。「我覺得粵劇頭飾
好靚，所以好鍾意。」熱愛中樂的曉澄表
示，她由4歲起上粵劇班，至今已經6
年。其母Cherry笑言：「呢度好似大家
庭互相照應，雖然粵劇表演或學習都比較
耗時，但可以訓練小朋友耐性，所以好支
持佢學。」學習粵劇約9年的13歲Theo-
dora，就讀國際學校，其母Rosa指粵劇
令女兒及自己接觸更多中國文化。
此外，在YMCA上粵劇班患有自閉症

的9歲瑞興，從粵劇獲得成功感。已上粵
劇班數月的瑞興說：「我鍾意上粵劇班，
做到指定動作，個人好有成功感！」其母
Gloria表示，對於兒子的進步感到很鼓
舞，而導師更安排他演出機會，「我最驚
喜係個仔有表演機會，我唔期待佢做主
角，至少畀到機會佢嘗試。」Gloria稱。

■家長Gloria（右）表示，對於兒子瑞興能有演出
機會感到鼓舞。

■兒童演出粵劇維妙維肖，圖為小演員表演折子戲《蝶舞瑤
池》。

■■香港兒童少年粵香港兒童少年粵
劇團最年輕的學員劇團最年輕的學員
只有只有33歲多歲多。。

■張寶華為了令新一代接
觸粵劇，以較相宜學費招
收學生。

■「幼吾幼慈善基金」舉行的「慈善蛋撻心連心」籌款活動刷新排蛋撻世界紀錄。

智能身份證首批換領順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入境處
已展開換領新一代智能身份證計劃，
全港市民將陸續更換。剛滿11歲、18
歲的市民及新來港人士成為第一批領
證人士，不少人昨日於入境處辦理手
續並領取身份證，他們均指過程順
利，約5分鐘便能取得證件。至於其他
市民，1985年及1986年出生的將最快
換證，並於下月21日起接受申請。

叫名打指模取證僅5分鐘
事隔15年，入境處再安排全港市民

更換身份證。有剛滿18歲的市民上月
26日已登記並拍照，昨日入境處取
證，整個過程由叫名、打指模到取證

僅花約5分鐘。新證與舊證最大分別，
是左右兩邊有一大一小的相，位置與
現時身份證調轉，晶片放在了背面，
且加入了9項防偽特徵，例如在相片旁
有一組波浪，證件左下角會有
「HONG KONG」字樣，右上角會有
「香港」觸覺浮雕，還有透明窗口顯
示身份證號碼等。
除了剛滿11歲、18歲的市民及新來

港人士，即日起毀壞了證件補領及更
改資料者，均會換新身份證，其餘則
最快於下月21日起接受申請，最後一
批為1954年或以前出生的市民。
入境處預計，2022年可完成整個換

領身份證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