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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歷史光影」攝影展開幕
逾450作品展港民俗風情 楊健劉江華趙建凱仇興平等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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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以三大板塊闡述香港輝煌百年歷
史，第一部分為「百年香港 滄桑巨

變」，主要用照片勾勒香港百年歷史中的重
大歷史事件、非凡時刻；第二部分為「古新
建築 光影熠熠」，將百年前後的香港新舊
著名建築攝影完整記錄出來；第三部分為
「民俗風物 東方之珠」，展示香港優美風
景和壯闊人文之景。展期至本月21日，之
後將移師大灣區重點城市巡展。
是次攝影展由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文促
會）主辦，15個知名攝影團體協辦。全國政
協委員、文促會執行會長馬浩文指，今次攝
影展既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和香港回歸22

周年的獻禮，也是促進香港特色文化傳承發
展的盛事。

馬浩文盼港青獻力建港
馬浩文希望，參觀者能透過影像觸摸香港

歷史脈絡，感受老一輩港人於逆境中不斷向
上的奮發精神，為國家在70年裡實現從「站
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
躍而自豪，也希望新一代年輕人再接再厲，
繼往開來，為建設更美好香港貢獻力量。

劉江華盼同推兩地文化
劉江華致辭指，香港從一個小漁村發展到

大都會，時代變遷，新舊並存，古蹟及傳統
文化是這次展覽的主要部分，當中可以見到
特區政府在文化保育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
色。希望文促會再接再厲，繼續同特區政府
攜手推廣內地及本地文化。
中國攝影家協會顧問黃貴權指，長期以

來，中西文化交融各具特色，因為香港的胸

懷和包容，留下了一幅幅感人的畫面，也因
而有「東方之珠」的美譽。「作為攝影人，
我們有幸遇上了祖國發展的精彩時刻，香港

的繁榮穩定也給了我們更大更廣闊的創作空
間。」
展覽開幕式主禮嘉賓尚有中聯辦宣傳文體

部副部長王凱波，中國攝影家協會顧問簡慶
福等。文促會榮譽會長盧文端、王惠貞，常
務副會長蘇長榮等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

年—香港百年 歷史光影」攝影展，

昨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開幕。中聯

辦副主任楊健，特區政府民政事務

局局長劉江華，外交部駐港副特派

員趙建凱，駐港部隊政治工作部主

任仇興平等出席主禮。展覽獲本港

近百名攝影師積極響應，大會從逾

千幅作品中精選了超過450幅攝影

佳作，用鏡頭貫穿香港百年歷史滄

海巨變，展現香港特有的建築和民

俗風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專
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專資會)於7月
11日至13日舉辦「粵港澳大灣區考察
團」，由會長李鏡波任團長，帶領一行
30多人到訪粵港澳大灣區「九市二區」
中的珠海及中山市，了解橫琴發展商務
服務、休閒旅遊、科教研發、高新技術
等四大產業的特色、惠及港人港商的政
策措施，並重點考察了中山巿翠亨新
區、國家級高新區火炬開發區，了解相
關科技創新和現代產業體系的建設。
考察團邀得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副部長

蔣建湘和專資會前會長胡曉明擔任榮譽
顧問。其間，團員拜訪了廣東省中山市
委書記陳旭東，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
梁麗嫻，珠海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郭
才武及橫琴新區管委會主任楊川等，就
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發展，一同探討香
港如何發揮所長，加強與廣東省的合
作。
考察團還分別考察了港珠澳大橋東人

工島、深中通道中山登陸點，參觀了橫
琴創意谷內初創企業、中山國家健康科
技產業基地、粵港澳創新創業園區等主
要工程及項目。

陳旭東：增兩地連繫拓商機
陳旭東表示，中山與香港地緣相近、

人緣相親、民俗相近，隨着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重大戰略的縱深推進，以及港珠
澳大橋、深中通道等重大交通基礎設施
的互聯互通，透過兩地優勢互補、合作
發展的空間將會更加廣闊。他希望專資
會充分發揮凝聚香港不同行業的專業人
士及資深行政人員作用，為中山、香港
兩地創造平台、增進兩地連繫、拓展商
機、共謀發展。

李鏡波：增經貿合作獻力灣區
李鏡波表示，香港專業及金融服務水

平達國際級，粵港澳大灣區為香港帶來
再一次騰飛的機會，香港專業及商業服
務、金融服務及物流業等均會受惠，對
香港未來數十年的發展必定帶來龐大機
遇。
他認為是次考察讓團員更了解珠海

巿、橫琴及中山市的發展現況及機遇，
期望專資會未來與廣東省各市加強專業
交流及經貿合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
展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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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潮文化
發展總會在汕頭市委統戰部的大力支持及
協調下，日前赴汕頭文化藝術學校，舉辦
為期3天的「潮文化鑼鼓隊深造提升學習
班（第一期）」。
香港潮文化發展總會創會會長吳哲歆、

執行主席吳靜玲、音樂總監蔡發展等首長
與一眾幹事參加了是次學習班。

他們指出，舉辦是次學習班，旨在傳承
及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潮州大鑼鼓」，以
及加強提升潮文化青年骨幹對潮州大鑼鼓
的深入完整了解、認識及學習。「通過專
業寶貴的學習班，潮文化青年骨幹無論在
友誼上，還是對潮汕文化的認識上都是收
穫滿滿。」
他們不僅在潮州大鑼鼓原本的表演技巧

上提升不少，並且認識及學習潮州大鑼鼓
的理論知識、樂理知識、鑼鼓經等等，還
掌握了潮州大鼓打鼓的入門基礎知識及打
法，更深入了解潮汕人民的生活習慣，並
體驗快捷方便的高鐵。
香港潮文化發展總會日後將繼續擦亮潮

汕大鑼鼓的品牌，打出潮人的鄉音，促進
潮文化的傳播。

潮文化總會赴汕辦鑼鼓隊深造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子京）由香港國術
總會主辦的「全港學
界武術比賽 2019」日
前圓滿舉行。比賽今
年踏入第四年，經總
會的積極推廣，比賽
報名人數倍增，深受
各學校、 武術團體及
家長認可。
今屆賽事共吸引超

過500名「小武家」角
逐長拳、南拳、五步拳、太極拳4個競賽套
路項目；以及刀術、槍術、劍術及棍術4個
兵器套路集體項目及個人項目。
本屆賽事更增設幼兒組賽事，總會特別

為K1至K3年級的小朋友度身編寫一套
「簡易版」五步拳，讓不同年齡的小朋友亦
有機會參與其中。一班幼兒組參賽者的表現
同樣有板有眼，精彩演出換來現場1,300名
觀眾的掌聲。
經過一輪激烈角逐，最終各組別的金、

銀、銅、殿等多個獎項順利誕生，並由香港

國術總會會長王嘉恩、名譽會長施家殷、榮
譽顧問伍婉婷等嘉賓，將獎項頒予各得獎隊
伍和運動員，鼓勵一班「小武家」繼續努
力，堅持在習武路上琢磨修行。
王嘉恩表示，總會來年計劃擴大賽事規

模，包括進一步善用場地等；同時亦會繼續
舉辦不同的國術推廣活動，務求以現代市場
策略重新包裝國術。他寄語一班參賽的小武
家：「你們不僅是國術的傳承人，更是香港
未來的主人翁，期望你們繼續努力，將來在
不同領域發揮武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由九龍
婦女聯會與香港賽馬會聯合主辦的「愛
．攝．家主題短片創作比賽」頒獎禮日
前假香港培正小學錢涵洲紀念樓八樓演
講廳圓滿舉行。當日，大會揭曉並頒發
獎項予公關和專業組別的冠、亞、季及
優異獎得獎者，並頒發了大會在全體作
品中特別設立的「最佳主題演繹獎」。
本次活動得到香港婦聯、九龍地域校長
聯會、香港微電影學會、青新網絡及星島
新聞集團旗下媒體「Oh！爸媽」擔任支
持機構，並由攝影札記擔任技術夥伴。

鼓勵市民多與家人溝通
活動旨在推廣健康正向的家庭生活文
化，鼓勵市民多與家人互動溝通，建立積
極正面的生活，改正不良嗜好。比賽分為
公開組及專業組，於5月至6月向市民徵
集以「活出健康正向生活」為主題的自製
短片，參賽作品總數超過200件。
比賽首席評判、著名導演陳大利指
出，參賽作品所呈現的對家庭的愛十分
暖心，並充滿正能量。參賽者能在限時
一分鐘內呈現完整且感人的故事，並對
主題進行了多種多樣的詮釋，無論是拍
攝者，抑或入鏡者都值得嘉許。

蘇麗珍盼珍惜家庭美好時光
九龍婦女聯會主席蘇麗珍致歡迎辭時

表示，家是社會的細胞，營造充滿愛和
溫馨的家庭，更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
基石。聯會自成立以來堅持以「強化家
庭，構建社會和諧」為己任，通過豐富
多彩的活動，向社區推廣關愛家人、共
建和諧的觀念。
本次活動希望藉助短片創作提醒更多

香港人建立健康正向的生活態度，珍惜
家庭生活的美好時光。

徐英偉譚志源盼創關愛社會

頒獎禮主禮嘉賓、特區政府勞工及
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和香港賽馬會公
司事務執行總監譚志源在致辭中均表
示，重視家庭和關愛家人對社會的重
要性，並希望通過是次比賽，推廣健
康的生活方式，共同創造充滿關愛的
社會。
出席頒獎禮的主禮嘉賓還有九龍婦女

聯會會長鄭臻、香港婦聯主席葉順興、
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成員黎達成、平
和基金諮詢委員會主席葉振都，九龍婦
女聯會副會長李蓮、馮美雲、黃玉蘭，
副主席趙鳳儀、金堅等。

九龍婦聯短片賽弘健康正向生活
學界武術賽 500「小武家」獻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二十
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昨日舉行頒獎典
禮，適逢今年為消費者委員會成立45周
年，加上「報告獎」設立20年的大日
子，特別增設「二十周年消費文化大
獎」，由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奪得。該
報告圍繞電子貨幣、網上付款等新興模
式，分析大數據與消費的結合對市民私隱
權和自主性帶來的衝擊。
「報告獎」由消委會與教育局合辦，鼓

勵學生自行挑選有興趣的消費議題進行多
角度探究，透過實地觀察、訪問、親身體
驗及測試等，反思自己和其他人的消費行
為，從而建立正確的消費價值和態度。自
1999年設立以來，曾參與「報告獎」的
多達358間學校，共76,000多位同學。
今年共有776隊、超過3,000名來自78
間學校的同學參與。今年增設的「二十周
年消費文化大獎」，由宣道會陳瑞芝紀念
中學奪得，該校並奪得「消費文化考察」
高級組亞軍。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以
《在消費社會中窺見包容》奪得「消費文
化考察」組別高級組冠軍、優異選題獎，
初級組冠軍則為中華基金中學《你在麥記
吃到了什麼？》。
在「可持續消費創意設計」組別，香港
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自動廢物分類系
統》奪得高級組最卓越設計獎、最創新意
念獎，德蘭中學以《虛擬e（衣）世界》
奪得初級組最卓越設計獎、最佳實踐獎、

最佳表達方式獎。
消委會主席林定國在昨日頒獎禮上指

出，今年設立「二十周年消費文化大
獎」，是要鼓勵同學藉着回顧過往20年
的消費文化轉變，對身邊的事物、消費處
境作不同角度的思考和分析。兩組得獎同
學都是透過日常生活經常見到的事物──
八達通及手機遊戲，比較以往及現時的相
同與相異之處，從而分析消費文化的演
化，進而思考科技發展或會令未來消費者
的選擇變得愈來愈少。

藉專研助學生識理財
主禮嘉賓、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致辭時

表示，報告獎透過專題研習的模式，讓學
生深入探究與本地消費文化有關的課題，
這學習經歷幫助學生達至對知識的綜合理
解和技能的綜合運用，而「報告獎」的探
究內容和方法，亦配合中學課程的內容及
教學，幫助學生培養理財素養，在學習儲
蓄和財富管理等概念時，也認識消費者的
權益和責任，並在消費時作出理性的分析
和明智的消費抉擇。
今年一共頒發77個獎項，評審工作由

15人組成的評判小組及30多人組成的初
審團隊共同肩負，成員包括消委會主席及
總幹事，及來自各專業組織及學術界別人
士。

■「全港學界武術比賽2019」圓滿舉行，賓主合照。

■「第二十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頒獎禮圓滿結束，賓主合影。

■香港潮文
化發展總會
赴汕頭舉辦
「潮文化鑼
鼓隊深造提
升學習班（第
一期）」。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香港百年歷史光影」攝影展開幕，賓主剪綵。 香港文匯報記者沈清麗 攝

■陳旭東、梁麗嫻與專資會「粵港澳大灣區考察團」成員合照。

■九龍婦女聯會「愛．攝．家主題短片創作比賽」頒獎禮，賓主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