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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山寺推出以現代森林療癒體系為藍本的佛法修持活動—慈森．山林療癒，接
引大眾。慈山寺希望藉古建之光、樹林之德，探索五感、連結身心，助參學者沐浴
於山林境致，遠離繁囂。

大文辦座談會 探討香港文藝「再出發」
今年初發布的「十四五」規劃綱要
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為進一步促進香港與內地的文化
藝術交流合作，支持香港文藝界人士抓
住時代機遇，配合國家給予香港的新定
位，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各
界文化促進會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昨日
舉辦《把握「十四五」 機遇 香港文化
藝術界再出發》座談會，透過書畫、出
版、新媒體等不同界別之間的交流，以
更加寬廣的視野及思考角度，探討在新
的時代背景下，香港文化藝術界的全新
定位及發展前景。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界文化促進
會主席涂輝龍在發言時表示，隨着中央
落實港區國安法以及完善特區選舉制
度，令香港由亂及治。下一步如何引領

香港青年的人心回歸工作，則需要全社
會的共同努力。今年是香港各界文化促
進會成立 20 周年，面向粵港澳大灣區，
聯繫三地青年，引導香港青年積極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將是文促會未來工作的
重點。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董事長姜在忠提到，香港的優勢，
一是國際金融中心，財力雄厚；二是香
港人在文化藝術方面有較高修養，有較
高引導力，三是具有中西文化交會優
勢，容易激發新思維、新形式。對於實
現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的「香港發展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他認為有三個
目標和標誌，「一是推介中心，二是創作
中心，三是交易中心」，香港只有做強自
己，才能承擔文化藝術交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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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兒童樂園︾
李小龍珍品 政治書若違法將報警

慈山寺山林療心

書展 萬門票贈打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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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受疫情影響兩度延期的第三十一屆香港書展，暫定
由下月 14 日起，一連七天於灣仔會展舉行，將會向已接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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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或兩劑疫苗市民，送出共 3.5 萬張門票。主辦單位香港貿易
發展局副總裁周啟良昨日表示，因疫情仍存變數，書展開幕
前約一周，會檢視疫情再決定是否如期舉行。香港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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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本報發現經常出版政治敏感書籍的「次文化堂」、「熱
2021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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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時報」等均有參與今次書展，周啟良強調，倘展出的書籍
違反香港國安法，會交由警方跟進。
2021 年 6 月 25 日

年書展將沿用「心靈勵志」
今為年度主題。周啟良昨日於

連接大灣區 輻射「一帶一路」

抒己見

各

黃偉憧 大灣區青年網營運主任

科領域上將不乏發揮渠道。
傳統經濟金融業，同樣充滿機
遇。香港在過去兩年受疫情困擾，但
無礙資本市場發展。在港註冊金融企
業、市場集資額、高端財富管理中心
數目等數據仍位列世界前尖，顯示出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未受到
動搖。2021 年香港政府更推出多項政
策，如有限公司合夥基金制度、新上
市制度等繼續吸引外資進駐，投入香
港市場。金融市場日後將重點扶持金
融科技、綠色金融等創新性項目落戶
香港。
近日，香港疫情轉趨緩和，接種
疫苗人數增加，並錄得多日未有本土
感染個案，香港與內地通關指日可
待。各位青年人應該積極裝備自己，
細閱「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
規劃綱要等政策性文件，思考以自身
優勢該如何在大灣區發展，一展所
長，邁向「一帶一路」。

星期五

商溝通，下月 5 日會就書展是否如
期舉行作最終決定。
周啟良強調，會場將採取一
系列防疫措施，包括即場購票者
只需拍八達通卡繳付成人 25 元或
小童 10 元票價即可入場，不設實
體門票銷售，減少面對面接觸及
找續的播疫風險。入場者需掃描
「安心出行」二維碼或填登記
表。所有工作人員需完成接種兩
劑疫苗或持 14 天內有效核酸陰性
證明。會場設隔離室，有專業醫
護人員照顧有病徵市民及安排其
送院。若有確診者曾到訪，會配
合衞生防護中心指示作跟進。
為鼓勵市民接種疫苗，周啟
良表示，貿發局將推出「齊心接
種、消閒『悅』讀」活動，向已
接種一劑或兩劑疫苗市民送出共
3.5 萬張門票，每日設有名額，先
到先得。同時，逾 60 個展商會向
已打針讀者提供額外折扣、現金
券、特別版精品等優惠。

記者會表示，盼藉此提供正能量
予疫情下身心俱疲的市民，能從
閱讀勵志作品中培養正面生活態
度，重新出發，同時設有專題展
覽，介紹香港的心靈勵志作家及
其精選書目。其他展區包括展示
已停刊的兒童讀物《兒童樂園》，
以及一代巨星李小龍珍貴藏品。

拍八達通入場 不設實體票

同場並設香港運動消閒博覽
及首次登場的零食世界，以及設
有展區介紹西九文化區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的策展手法。周啟良
表示，今次書展有 738 間展商參
與，僅比去年未舉行的書展少兩
間，但會場總面積增加 3.3%。雖
然近期再出現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但他認為疫情已趨穩定，加
上接種疫苗市民增加，盼書展可
順利舉行，並會加強與政府及展

○

■ 展區展示已停刊的兒童
讀物《兒童樂園
兒童樂園》
》。

■李小龍珍貴藏品
李小龍珍貴藏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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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展入場資料
地點
日期
開放時間

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7 月 14 日至 20 日
7 月 14 日至 15 日
上午 10 時至晚上 10 時
7 月 16 日至 17 日
上午 10 時至午夜 12 時（一樓展館）
上午 10 時至晚上 11 時（三樓展館）
7 月 18 日至 19 日
上午 10 時至晚上 10 時
7 月 20 日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票價
成人 25 元、小童 10 元
上午進場票 10 元（只限每日中午 12 時前即場發售門票，成人小童同價）

職專助就業 倡設應用科學大學
羅兵咸永道昨發布《職專教育 職看未
來》研究報告，發現在過去 20 年，職專教育
機構助提升青年的就業能力，當中 15 歲至 19
歲青年失業率從 2002 年的 31%下降到 2019
年的 10%；至於 29 歲青年失業率則維持約
6%，而擁有副學位學歷僱員比中學離校生薪
酬高出 28%，擁有學士或以上學歷人士與擁
有高中學歷人士相比薪酬升幅超過 100%。
羅兵咸永道合夥人布樂家建議政府參考國
際做法，正式明確界定「應用教育」，並在整

個教育系統的各層面上加強「應用教育」的角
色，如將應用學位正規化，成立政府資助應用
科學大學，建構職專教育完整體系，讓應用型
學位與傳統學術學位看齊。同時，職專教育機
構應加強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和內地的其他城市
合作，建立多元化的人才庫。
是次研究涵蓋 50 個提供職專教育的法定
團體和機構，並與不同持份者進行超過 40 次訪
談，報告顯示職專教育已為各行各業培訓超過
90 萬名畢業生，佔香港總勞動人口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