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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12賢獲大紫荊 平回歸紀錄
331人獲勳銜及獎狀 資深公僕暢談退休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2017年勳銜頒授典禮21日於禮賓

府舉行，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頒

授勳銜和獎狀予331人，當中12人

獲頒大紫荊勳章，人數是1997年後

最多，更平了當年的紀錄。現場所

見，不少現任及前任的司局長級人

馬雲集禮賓府，眾人都舉機自拍及

影大合照留念，就連“第一先生”

林兆波亦成為眾人的“集郵”對

象。至於今年3月在馬鞍山執勤時

殉職的消防總隊目邱少明，獲追授

金英勇勳章，其遺孀帶同兒子，一

身素衣到場代亡夫領取勳章。

12名獲頒大紫荊勳章的人士包括現任政

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行政會議成員史美

倫、李國章、羅范椒芬、民建聯元老葉國

謙、新世界主席鄭家純、瑞安集團主席羅康

瑞、四洲集團主席戴德豐、機管局主席蘇澤

光及恒隆集團董事長陳啟宗。

接受勳章者完成典禮後，在禮賓府花園與

林鄭月娥及其他好友合影留念，忙得不可開

交。今年初盛傳輕微中風的鄭家純亦有出席

典禮，但未有出席花園的茶會，據與會者透

露，鄭家純精神不錯，不需要他人扶持。

吳克儉歎世界 蕭偉強理家務
至於金紫荊星章則有多名前任官員獲

得，包括前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前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高永文、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張雲

正、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等。

吳克儉向香港文匯報記者稱，獲勳後心

情輕鬆，稍後會與兩名兒子食飯慶祝，又說

現時很享受退休生活，有空時會與老朋友聚

會、行山漫步及調理身體。

他續說，下周會到日本東京及橫濱欣賞

紅葉，直言不擔心行程受強颱風影響。

蕭偉強則表示，早前家中受樓上漏水困

擾，要進行大裝修，直言“6月30日漏水、

7月1日便退休，好似整定咁”，令他感受

不到現時是退休。他打趣說，他只是“由

Secretary of Labour and Welfare（勞福局局

長）變為Secretary of Home Affair（家庭事務

局局長），上司亦由林太變成蕭太”。

鐘樹根醉心務農
銀紫荊星章得獎者前立法會議員鐘樹根

表示，今次是第三次取章，笑說“已經沒有

感受，麻木了”，但仍會將星章妥善放在保

險箱保管。

他還主動談起在海南島種番薯的情況，

直言收成及銷路不錯。他表示，“都唔夠

賣”，自己拿得不多，而今日亦會到洛陽和

武夷山視察當地農業發展，看來醉心農務，

歸隱田園。

劉業強再獲勳 葛珮帆感獲肯定
至於取得銅紫荊星章的鄉議局主席劉業

強與太太一起到場，他表示，1999年時曾

獲得嘉許，距離多年後仍可取得星章，感覺

興奮，並指慶祝事宜由太太決定。立法會議

員葛珮帆指，她在1999年起積極推動資訊科

技發展，很開心得到政府肯定，未來亦會積

極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

周伯展盼設基金惠眼患
同樣獲得銅紫荊星章的香港眼科醫學院

前院長兼眼科醫生周伯展指，除了感到榮

幸，亦感到戰兢及鼓舞，戰兢是因為星章應

授予對社會很有貢獻的人士，而此成就不是

他一人的努力，亦有義工團隊等人的協助。

他表示，未來打算成立“睛彩慈善基

金”，早前已服務600萬個內地有白內障的

患者，未來打算幫助香港有需要人士，如為

劏房小朋友及露宿者提供白內障檢查服務及

手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21

日多名香港紀律部隊人員均有獲授勳

章，包括今年上半年在馬鞍山吊手岩

的搜救行動中英勇殉職的已故消防總

隊目邱少明，他獲政府追授“金英勇

勳章”，表揚他在惡劣環境下奮不顧

身搜救被困的行山人士，英勇無比、

無畏無私的高尚情操。

邱少明的勳章由其遺孀與兒子代

領（見圖），兩人身穿黑色素服，在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手上接過勳章。嘉

許語指出，邱少明今年3月22日在馬

鞍山吊手岩進行搜救行動，事發地點

山巒起伏、地形連綿險峻，亦無正式

行山徑，他在能見度近乎零、地勢不

明、風急雨驟且夜幕低垂的惡劣環境

下，仍奮不顧身自願為其他隊員探

路，帶領小隊在狹窄濕滑的碎石山路

上攀爬前進，竭力搜救被困的行山人

士及保障同袍安全。

情操高尚 公僕典範
在艱險中前行約兩小時後，接近

被困行山人士並準備展開救援行動

時，邱少明突然滑落陡峭多石的山坡

數米之下，獲救時頭部遭受重創，並

已失去知覺，被送往醫院救治，不幸

於同日證實不治，故追授金英勇勳

章，以表揚邱少明英勇無比、無畏無

私的高尚情操，又形容他是公務人員

的最高典範。

有9名人士獲頒銅英勇勳章，包

括8名有份參與馬鞍山吊手岩搜救行

動的消防人員，分別是消防總隊目

梁瑋江和梁景

然，高級消防

隊長李偉明，

以及消防員方

齊 全 、 張 錦

全、楊少峯、

廖黃宗和蘇永

坤。

另外，有

11名人士獲得

“紀律部隊及

廉政公署卓越

獎章”，以及

45名人士獲得“紀律部隊及廉政公

署榮譽獎章”，分別來自警隊、海

關、懲教處、廉政公署、政府飛行

服務隊等部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香

港運動員係得嘅！他們除了在不同領

域取得世界冠軍，亦獲特區政府頒發

銅紫荊星章肯定他們的努力。兩名運

動女將—港隊單車代表李慧詩及桌

球運動員吳安儀，同樣獲頒銅紫荊星

章，香港硬地滾球殘奧金牌名將梁育

榮亦獲頒授榮譽勳章。

“牛下女車神”李慧詩表示，21

日身穿與上次在禮賓府接受榮譽獎章

的同一衣服到場，直言“不論是什麼

身份、拿多少獎，李慧詩都不會

變”。她續指，每次領獎都是一個總

結，但認為明日又是新的一天，未來

亦會繼續與港人一起努力為港爭光。

她又感謝團隊和家人支持。

“四眼cue后”吳安儀21日不是

穿上西裝，反而是穿上黃色長裙外加

西裝外套，女人味大增。她表示，對

獲獎感到開心，希望桌球運動在香港

愈來愈多人認識，而近年亦多了年輕

人和女士加入桌球運動。

她續說，典禮完結後要趕到桌球

大師賽決賽，親身支持父親比賽。她

補充，兩星期前曾出水痘，剛好已痊

癒，很幸運能趕及在下周二到外國參

與打吡賽。

殘奧名將梁育榮獲榮譽勳章
獲頒授榮譽勳章的梁育榮，嘉許

語指他在硬地滾球國際賽事中成績卓

著，屢創佳績。梁育榮表示，感謝教

練和隊友的支持，才讓他在比賽中創

造理想成績，認為他獲授勳可見特區

政府更重視體育及殘障運動員，並鼓

勵青少年殘障運動員更加努力，參與

自己喜歡的體育活動。

他指出，今年施政報告提出支援

全職運動員，給他們好多支持，希望

未來一兩年可以有更好的成績，“我

玩了運動14年，都等了好久才有全職

運動員，看到政府投放了很多資源發

展體育。”

他說自己在辭職並轉職全職運動

員後，希望可以在2020年殘奧硬地滾

球雙人賽中奪金。

禮 賓 府 21 日 很 熱 鬧 ，

“第一先生”林兆波及前食物

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成為一眾嘉賓的“集郵”目

標，幾乎沒有停下來的一刻。林兆波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林鄭月娥月初起一直感冒未癒，聲

音變得沙啞，連宣讀施政報告期間都不時要喝

水，身體至今仍未康復，目前靠湯水進補，又直

言“一直很心痛太太”。

心痛太太熬夜傷身
被問到林鄭月娥早前在電台節目中說，自己

每日工作時間長達16小時，在撰寫施政報告時會

工作至深夜兩點多，丈夫林兆波罵她神經病。林

兆波笑說，當時睡眼惺忪，看見太太工作至深夜

便隨口說：“你還沒睡呀？我說她‘你不要這麼

神經啦！’”

另外，除了林兆波及高永文成為眾人“集郵”

目標外，當然要有人充當攝影師才能成事。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李慧琼及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21日

就化身成為攝影師，為多名得獎者拍照，不論是大

合照、獨照甚至是自拍亦揮灑自如，攝影功架不輸

專業攝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獲得金紫荊星章

的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李秀恒表示，很高興獲得

星章，除了工作獲得肯定外，亦令他要更加努力為社

會做事，未來期望在青年人教育方面加大力度，與商

界合作討論及向青年人講解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

路”的機遇。

獲金紫荊星章的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表

示，心情沒什麼特別，早前亦與社團好友吃了兩三頓

飯慶祝，亦會珍而重之將星章收在保險箱。他表示，

未來亦會致力團結福建鄉親，推動內地與香港的經濟

和文化交流。

獲銅紫荊星章榮譽的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會長楊位醒

指，很開心獲得榮譽，亦感到有壓力，未來仍會為社會

作出貢獻。

他表示，餐飲業現時仍面對人才短缺的問題，未來

會從廚師形象包裝落工夫，期望吸引更多年輕人入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眾

多獲嘉許人士之中，除了每日為社會作

出貢獻的公職人員之外，亦不乏追夢

者。首架在香港組裝和註冊的小型飛機

“香港起飛”的機師鄭楚衡（見圖，梁
祖彝攝），就獲頒“行政長官社區服務

獎狀”，他指今次獲獎象徵香港仍然有

夢，鼓勵年輕人放膽向夢想發展，又說

香港民用航空的發展仍有待加強，希望

有更多空間讓港人接觸小型飛機。

鄭楚衡21日在母親陪伴下到禮賓

府領獎，坦言獲授獎狀完全是意料之

外，“收到個通知都係surprise（驚

喜），當時科學館有人給我一個聯絡

電話，就說我得了獎狀。”他感謝團

隊成員的支持，指當初推動“香港起

飛”計劃非常辛苦，最終成功通過重

重難關，得到政府配合容許起飛，已

是對團隊的最大認可

和獎勵。

他又說，希望政

府協助推廣通用航空

或小型飛機這類民用航空，“香港好

似只是得大型飛機，沒有小型飛機存

在，我覺得這是一個好重要的環節，

因為做飛機師還是飛機工程師，都是

從小做起，值得推動。”

邱少明追授“金英勇勳章” 李秀恒：增青教
迎國策機遇

成﹁集
郵﹂焦
點

林
生
任
拍

“女車神”“cue后”獲銅章 盛裝領勳

“香港起飛”逐夢飛 機師獲頒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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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波成為“集郵”目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林鄭月娥與獲頒勳章的紀律部隊人員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林鄭月娥與獲勳者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林鄭月娥
與葉國謙及
楊偉雄等合
照。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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