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Greater Bay Festival創科
潮流音樂嘉年華

日期：6月29日至7月1日
地點：維園足球場
內容：展出各項嶄新科研項目
如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機械
人技術、智慧城市、5G體驗
等，以及青年流行創意文化展
示、街頭三人籃球賽及美食攤
位區等。活動期間，每天下午4
時至晚上9時將舉辦青年流行
音樂節目。

辦活動迎國慶 聚焦灣區創科
慶委會冀全城同享喜悅 逾400節目料30萬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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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管理的「繡花針」精神

根據國際管理諮詢公司科爾尼（A.T. Kearney）
去年公佈的《2018全球城市指數報告》，香港位列
全球第五、亞洲第二。香港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
績，離不開這個城市每一位主人的「繡花針」精
神。我來港工作、生活已近180個日夜，許多身邊
的細節讓我感受到這裡每一位主人的用心與用情。

完善的行山徑
香港面積小，也沒有著名的高山，但這裡有着戶外

運動愛好者走不完的行山徑。這些行山徑長短不一，
難度不同，有適合挑戰體能的長途山徑，也有供一家
大小漫步其中的平緩小路。到香港不久，我便約上三
五好友回歸大自然。政府管理機構在每段行山徑的起

點給市民描繪了詳盡的地圖，經常有愛好者在地圖
前駐足，觀察好路線才啓程。管理機構

還不定期地對

道路清障，並在山路分岔點設置指示牌，每隔500米
就樹立一支標距柱，以幫助行山者順利、安全地完成
每一段旅程。行山人士在終點處歡欣雀躍地「打卡」
留念、志得意滿地凱旋之際，不少人會轉身走到路
邊，把征途上撿來的樹枝登山杖輕輕放下，以備下一
批挑戰者使用。城市管理者以及每一位挑戰者的「繡
花針」精神，使香港一條條行山徑揚名海內外。

整潔的工地
香港開埠已超過一百七十年，再堅固的建築也抵

不過歲月的洗禮。我們不時在路邊看到整修的工
地，但這裡的工地完全沒有其他地方工地那雜物橫
七豎八、塵土遮天蔽日、噪音震耳欲聾的景象。香
港的大廈每到一定的年限就要進行外牆維修，維修
時要用竹竿搭架將大廈圍蔽起來。我們往往會發
現，某個夜晚路邊突然多了整齊堆起的竹竿，可是
沒過幾天，道路又一下子恢復如常。地下管道的維
修，難免會影響行人的通行，但施工人員總是設法
把影響降到最低。他們不僅專門開闢了臨時通道，
更用水泥封好了地面與懸板之間的縫隙，保障了每

一位行人的安全。

高效的資源
一天回到住地，發現電梯間裡多了個告示「因鹹

水管爆裂，影響住戶生活，敬請諒解。」心裡還在
納悶鹹水怎麼會用於日常生活呢？後來才明白，原
來為了節省淡水資源，香港的馬桶都採用鹹水沖
洗。在社區、校園的角落，我們能看到標識清晰、
乾淨整潔的垃圾分類回收站。除了限塑政策，近期
香港還推出了限制塑膠吸管的政策和呼籲。一次次
垃圾的變廢為寶、資源的迴圈利用都能體現港人用
「繡花針」精神呵護着香港、呵護着地球。

溫暖的社區
和諧、共融、溫暖的香港社區是每一位港人的家

園，社區的點滴也彰顯着「繡花針」精神。大榕樹
的成長在帶來陰涼的同時，也不經意破壞了地面的
板磚，不僅影響美觀，更給行人帶來危險。於是管
理者豎起了矮墩，假以時日還將改造成一個新的花
圃。為了減少二手煙對環境和周邊居民的污染，社

區開闢了指定吸煙區，既保障了煙民的權利，也保
證了他人的健康。

除了行山徑、工地、社區之外，長長的風雨連
廊、無處不在的無障礙通道、對古蹟的保育等等，
都體現了香港的主人對這片土地的關心與熱愛。願
在獅子山下，這裡的每一位主人都能繼續以「繡
花針」的精神續寫香江故事。

新界工作部 李越瀚

■整潔的工地。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天琪）民建聯昨日在立
法會舉行茶敘，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張國
鈞、陳克勤、周浩鼎，及中西區區議會副主席陳學
鋒出席。他們表示，民建聯4月選出新的領導層
後，將更關注地區工作，今年11月的參選區議會
的人數，要經中委同意後再公佈。
身兼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的陳克勤表示，

保安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20小時的討論很值得，
議員有充分時間詢問每一個問題，亦對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和法律官員的清晰回答表示滿意。他表示，
落區問街坊對《逃犯條例》是否關注時，街坊通常
一句話：「我又不是逃犯，驚咩？」四千蚊派錢反
而更要緊，亦已經向政府跟進。
他續說，保安事務委員會討論《2019年逃犯及刑

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的特

別會議已完成20小時的討論，認為沒有浪費時間。
20小時的會議中，共有49位議員發言，合共141個
提問，絕大多數議員都提問了3次以上，到第三、
四次提問時，有九成問題是重複的，例如人權保障
方面的問了33個、法庭把關問了12個，而且自己在
主持過程中相對寬鬆，平均每個提問都用時七八分
鐘，基本上所有議員已經問了所有想問的問題。

不會任由反對派拖延會議
他亦讚揚法律專員相當專業，用淺顯的話語講解

了複雜的法律道理。他直言，想要在立法會「速戰
速決」地通過草案是比較艱難的，如果議員想發表
意見，都可以發聲，但不會任由反對派拖延會議進
程。
陳學鋒表示，民建聯將更加關注地區工作，因為
區議會和區議員的意見會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的議
案和投票有很大影響，對於比較有爭議的問題，民
建聯在每區都成立了關注小組，除了商討政策，也

會請官員向市民當面解釋政策立場，環境局局長黃
錦星亦幾度親自落區解說。
他並指，民建聯的政策委員會也會配合跨界層發
展和專項政策進行相關政策研究，為立法會議員提
供參考。
陳學鋒主要負責民建聯宣傳工作。他表示，民建
聯的網絡宣傳以facebook為主，facebook主頁已有
逾4萬個讚好，目前facebook出現用戶老齡化情
況，民建聯也正進行傳媒渠道的新嘗試。

確定六大工作方向
此前，民建聯新一屆領導層誕生時，公佈了今後

六大重點工作方向，包括：繼續堅守「一國兩
制」，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積極推動香港社
會的人心回歸工程；積極推動香港不同階層和界別
參與大灣區發展；進一步加強青年人的工作；將地
區服務和兩級議會的工作做得更好；打好年底的區
議會選戰，並為明年的立法會換屆選舉做好準備。

民建聯關心地區 參選區會人數待定

■民建聯傳媒茶敘。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6. 全港購物節
日期：6月30日至7月3日
地點：全港
內容：可在轄下商戶，以電
子支付方式尊享消費滿7.1元
免7.1元，至滿71元免71元
等購物優惠，詳細商家名單
請查閱微信公眾號。

8. 深水埗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2周年文藝匯演

日期：7月1日
地點：長沙灣體育館
內容：舞獅、歌舞表演、攤
位遊戲等大型文藝匯演活
動。

9. 西貢區各界慶祝香港回歸
祖國22周年綜藝表演

日期：7月1日
地點：坑口體育館
內容：新界區慶回歸主場活
動，將為市民帶來各類大型
綜合藝術匯演。

重點活動

3. 青海唐卡繪畫藝術精品展
日期：6月29日至7月3日
地點：中央圖書館
內容：展出彩繪唐卡、刺繡唐
卡、堆繡唐卡、掐絲唐卡以及
唐卡繪畫顏料原材料，更有青
海特色相片、藏族特色文化產
品（傳統民族服裝、銀銅器、
藏族黑陶、藏紙、藏飾工藝品
等）。國家級非遺傳承人、省
級傳承人等將現場製作唐卡藏
繡銀銅器、藏族黑陶等。

1. 全港企業慶回歸
日期：6月28日至7月28日
地點：全港
內容：約5,000間商家參與，
涵蓋衣、食、住、行等各範疇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昨日舉行慶祝國慶70周
年暨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系列活動新聞發

佈會，詳細介紹活動情況。

陳勇：為港注入更多正能量
慶委會署理執行主席陳勇介紹指，今年的活動

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希望全港市民和世界各地的
朋友感受到慶祝回歸的喜悅氣氛，為香港社會注
入更多正能量。

月尾辦「全港企業慶回歸」
今年主要慶祝活動包括：6月28日至7月28日
舉辦的「全港企業慶回歸」，6月29日至7月1日
在維園足球場舉辦的「 Greater Bay Festival創科
潮流音樂嘉年華」，6月29日至7月3日在中央圖
書館舉行的「青海唐卡繪畫藝術精品展」，7月1
日假香港體育館舉辦之「躍動大灣區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22周年晚會」，7月2日和7月3日在紅館
演出的青海民族舞劇《唐卡》。

地區慶祝活動則超過400項，主要是由港九新
界各地區社團舉辦的慶祝活動，重點活動包括
「港島各界慶回歸22周年暨迎國慶70華誕文藝晚
會」、「深水埗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文藝匯
演」、「西貢區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綜
藝表演」等，冀為市民帶來歡樂氣氛，預計將有
30萬人次參與。

「全港購物節」享優惠
「全港企業慶回歸」將表達商家慶回歸、回饋社

會的願望，約5,000間商家參與，遍佈港九新界及
離島，涵蓋衣、食、住、行等各範疇，6月30日至
7月3日期間更可在「全港購物節」轄下的商戶尊
享購物優惠，詳細商家名單可查閱微信公眾號。
「Greater Bay Festival創科潮流音樂嘉年華」

將展出各項嶄新科研項目如生物科技、人工智
能、機械人技術、5G體驗等，此外更有青年流行
創意文化展示、街頭三人籃球賽及美食攤位區
等。活動期間每天下午4時至晚上9時在中央舞台

舉辦青年流行音樂節目演出，將有眾多本港及海
外明星參加。
「青海唐卡繪畫藝術精品展」將展出彩繪唐卡、

刺繡唐卡、堆繡唐卡、掐絲唐卡外，亦會展出唐卡
繪畫顏料原材料，以及青海特色相片、藏族特色文
化產品。更將展示由國家級非遺傳承人、省級傳承
人等現場製作唐卡藏繡銀銅器、藏族黑陶等。
「躍動大灣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晚會」

主要包括祖國頌、大灣曲、追夢行三部分，以香港
各界慶祝國慶70周年暨香港回歸22周年為主線，
邀請明星及團體表演歌舞，並得到大灣區城市支
持，駐港部隊及本港的表演團體將傾力演出。
青海民族舞劇《唐卡》，主要講述唐卡藝人以

生命作畫，虔誠並執着地傳承弘揚唐卡繪畫藝術
的故事，全劇以「前一世、又一世、這一世」講
述三生故事的獨特結構，以男女主人公對唐卡的
情，對藏文化的愛為主線貫穿全劇，以鮮活生活
的人物形象和創新的舞台語言，傳遞出強烈濃郁
的藝術感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摯）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70周年，又是香港回歸祖國

22周年，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

將組織舉辦一連串慶祝活動，

並圍繞粵港澳大灣區和創科，

推出「Greater Bay Festival創

科潮流音樂嘉年華」、青海民

族舞劇《唐卡》、「青海唐卡

繪畫藝術精品展」等系列活

動，冀與市民共享喜悅時刻。

4. 躍動大灣區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22周年晚會

日期：7月1日
地點：香港體育館
內容：分祖國頌、大灣曲、追
夢行三大部分，以大型歌舞表
演開篇，邀請明星及團體表
演，包括駐港部隊及本港的表
演團體等。

5. 青海民族舞劇《唐卡》
日期：7月2日及7月3日
地點：紅磡體育館
內容：由青海省演藝集團民
族歌舞團擔綱獻藝，主要講
述唐卡藝人以生命作畫，虔
誠並執着地傳承弘揚唐卡繪
畫藝術的故事，全劇以「前
一世、又一世、這一世」講
述三生故事的獨特結構。

7. 港島各界慶回歸22周年暨
迎國慶70華誕文藝晚會

日期：6月29日
地點：伊利沙伯體育館
內容：邀請學校、學生以及
專業團體參與演出，有音
樂、舞蹈、合唱等節目。

本年度重點慶祝活動青海民族舞劇《唐
卡》將於7月2日和3日於紅館演出，為市
民帶來極具民族特色的精彩演出。
青海民族舞劇《唐卡》將由青海省演

藝集團民族歌舞團擔綱獻藝，主要講述
唐卡藝人以生命作畫，虔誠並執着地傳承弘揚唐卡繪畫
藝術的故事，頌揚了青海這方熱土上，百姓世世代代的
純真情感。
有關劇目曾於2017年9月在內地首演，相繼在北京、

青海、天津等地演出，2018年曾到西安參加第五屆絲
綢之路國際藝術節，前後已演出39場，這是他們首次
來港演出，冀能藉動人歌舞，與香港同胞共慶回歸。
全劇以「前一世、又一世、這一世」講述三生故事
的獨特結構，揭示出深邃的藏文化主題，以男女主人
公對唐卡的情，以及對藏文化的愛為主線貫穿全劇，
以鮮活生動的人物形象和創新的舞台語言，傳遞出強
烈濃郁的藝術感染力，為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視聽享
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摯

民族舞劇《唐卡》 頌揚青海真情

■2017年9月，《唐卡》在青海省大劇院
進行首演。 資料圖片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將舉辦各項慶祝國慶70周年冀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系列活動，嘉賓詳細介紹各重點項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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