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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百年 歷史光影」 攝影展 回顧香港百年歷史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主辦 楊健 劉江華 趙建凱 仇興平 王凱波 馬浩文 盧文端 王惠貞 蘇長榮 黃貴權主禮
由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主辦，15個知

名攝影團體協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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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16日至21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
隆重舉行。今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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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不少重要歷史照片由香港歷
史博物館與《文匯報》提供。

展覽開幕禮於本月16日舉行，出席開幕禮
的嘉賓包括：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楊
健，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
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副特派員趙建凱，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政治工作部主任
仇興平，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部副
部長王凱波，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界文化
促進會執行會長馬浩文，中國僑聯副主席、
文促會榮譽會長盧文端，全國政協提案委員
會副主任、文促會榮譽會長王惠貞，全國政
協委員、文促會常務副會長蘇長榮，文促會
榮譽會長楊鑫，中國攝影家協會顧問黃貴權、
簡慶福等。

馬浩文：冀年輕人續建美好香港
開幕式上，馬浩文代表主辦機構致辭時

表示，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一向致力弘揚中
華優秀文化，推動香港與內地文化藝術交流，
促進香港文化藝術的繁榮發展。今次 「香港
百年 歷史光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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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浩文希望入場參觀的學生及市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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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希望新一
代年輕人再接再厲，繼往開來，為建設更
美好香港貢獻自己的力量。

黃貴權：港繁榮穩定為攝影
提供更大創作空間

中國攝影家協會顧問黃貴權說，香港
歷來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的傳統生活習
慣和民俗風情，在香港的發展史上足以見
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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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江華：盼攜手共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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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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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
的角色。他樂見文促會舉辦各式專題展
覽，為公眾提供一個認識內地及香港文化
藝術的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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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450作品展港民俗風情
今次展覽獲本港近百名攝影師積極響

應，創作逾千幅原創主題攝影作品參展，
大會精選了450餘幅攝影佳作展出。整個展
覽與畫冊共分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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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歷史事件和非凡時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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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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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百年 歷史光影」攝影展於7月
16日至21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首展後，之後
將移師大灣區重點城市進行巡展，希望大
灣區的市民也能欣賞到香港攝影師的優秀
攝影作品。

本次活動得到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
與中聯辦宣傳文體部支持，香港攝影學會、
香港中華攝影學會、香港35攝影研究會、香港
沙龍影友協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攝影
學會、海鷗攝影會、元朗大會堂長青攝影學
社、影聯攝影學會、恩典攝影學會、香港大
眾攝影會、香港創藝攝影學會、中苑攝影學
會、蘇文郁攝影同學會、心連大地攝影會、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攝影會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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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第四十一屆理監事會已於今年4月
經選舉誕生，由中華商務聯合印刷

（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梁兆賢任新一
屆會長，精聯印刷有限公司總經理馮文清為
新任監事長。

梁兆賢：抓灣區「帶路」契機
梁兆賢致辭時表示，商會一直不遺餘力地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以至整個大中華區的行業
交流合作，協助業界開拓脈絡，擴展商機。
他認為未來的市場將會出現更多變化和競
爭，印刷業要實現「多元文化＋創新思維＋
科技力量」的轉變，創造更多價值給客戶和
市場，達至產業延伸。
他深信香港印刷企業可憑藉地理優勢，抓
住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的契機，商會
將繼續團結和凝聚業界力量，與業界攜手建
造更好的平台和新跑道，讓印刷業再次騰
飛。
陳茂波肯定香港印刷業促進本地經濟增

長，指商會在過去80年一直致力提升香港
印刷業的競爭優勢，鞏固香港作為全球主要
印刷中心的地位，協助行業持續發展。

陳茂波：謙虛開放聽民意
他又表示，印刷業不斷與時並進，而特區

政府在去年財政預算案中加強了各項撥款基
金協助業界升級轉型。
往後，特區政府的管治團隊將會重新出

發，加強與社會各界的溝通，以謙虛和開放
的態度聆聽市民意見，讓香港繼續邁步向
前。
隨後，在盧新寧的監誓下，新一屆全體理

監事同仁進行宣誓，並由陳茂波頒發委任
狀，由梁兆賢代表接受。
同場舉行了每五年一屆的「傑出印刷企業

家獎」頒獎禮，今年由上一任商會會長趙國
柱榮獲獎項。同時，為感謝他在過往三屆擔
任會長期間，為商會及行業貢獻良多，商會
特別向他頒發「領導有方」紀念金牌。

香港印刷業商會於1939年成立，成為香
港最具代表性的印刷業組織。

商會歷任理監事竭誠服務業界、社會，一
直透過與各地政府部門及協會的聯繫、舉辦

大型研討會和考察訪問等活動，致力促進香
港印刷業蓬勃發展，為業界謀求福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

印刷業商會日前舉行「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香港印刷

業商會創會八十周年暨第四十一屆

理監事會就職晚會」，邀得特區政

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中聯辦副主

任盧新寧共同主禮，近500位會員

及同業友好出席共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地
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日前舉行「慶回
歸2019座談會暨歡迎『全挪中國和平
統一促進會』關志輝副會長一行訪
港」。
中聯辦台務部部長楊流昌出席，並在

總結發言時指出，香港的命運是和祖國
緊密相連的，香港的法治和安定是發展
的基礎，折騰和內耗嚴重影響香港的經
濟和民生。暴力衝擊立法會，嚴重踐踏
了法治，損害了港人的根本利益。大家
只有團結起來，免爭拗，求共識，共同
維護好香港的安定祥和，才有更加繁榮

富強的明天。

楊流昌陳曉峰鄭蘇薇出席
應邀出席座談會的嘉賓還包括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陳曉峰、關志輝夫人、
香港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董事局
主席鄭蘇薇、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會
長皇甫星、香港河南商會會長張素
萍、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沈
慧林、全球城市競爭力研究院院長桂
強芳，香港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副主席鄺自讓、陳正光、周國庭，秘
書長謝燕玲，會董李國華、李廣林、
徐家傑、呂志山等。

關志輝：挺警執法 嚴懲害群之馬
關志輝在座談會上指出，聽聞早前香

港一些極端激進分子藉口反對修訂《逃
犯條例》，以極暴力形式衝擊立法會，
這種行為在全世界都極少有的。「國無
法不治，民無法不立」，該會強烈譴責
這些暴力行徑，並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
法，嚴懲觸犯法律的害群之馬。
座談會上，與會嘉賓們踴躍發言，慷

慨陳辭，痛批激進分子擾亂社會治安，
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暴徒行為。鄭
蘇薇對與會者積極建言獻策、給予許多
寶貴的建議表示感謝。
座談會前，鄭主席更以歌會友，獲得

全場掌聲。
出席座談會的各界社團精英還包括梁

挺、黃智邦、李豐年、李正雅、李赤
軍、傅忠源、關光，以及挪威僑領陳錦
萍、李君鵬等。

香港統促會迎關志輝座談

■香港印刷業商會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香港印刷業商會創會八十周年暨第四十一屆理監事會就職晚會」，賓主合照。

■香港統促會
舉行慶回歸座
談會暨歡迎
「全挪中國和
平統一促進
會」關志輝副
會長一行訪
港，賓主合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