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昨日舉行開幕
儀式，為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增添了節
日氣氛。目前購買及預訂的門票已逾七
萬張，七月份大多數日子已爆滿，市民
對香港故宮的高漲熱情、先睹為快的急
迫心理，可見一斑。故宮文化博物館對
香港意義重大，對有關部門來說，未來
要做好宣傳和教育方面的配套工作，讓
它成為國民教育的基地，成為弘揚中華
文化、講好中國故事和香港故事的重要
平台。
香港故宮建築採鼎形設計，不少設
計意念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凸顯其傳
承關係。九個展廳各有特色，市民參觀
完展品，可到演講廳聽專家講座，了解
故宮藏品之不凡來歷，學習如何欣賞鑒
別文物和藝術品。展廳加上配套設施，
對滿足觀眾的好奇心、求知欲，提升文
化品味，大有裨益。
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歷史文明，
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化。北京故宮藏品
豐富，經過歷史沉澱，都是精華中的精
華，從中可反映中華民族從何而來，向
何而去，這是講好中國故事的最生動形
式之一。過去，北京故宮藏品多次來港

展覽，每次都萬人空巷。今次借出近千
件藏品供香港故宮館展出，如此大規
模，乃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成立近百年來
的第一次，足以顯示中央對香港的厚
愛。市民在欣賞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同
時，也能感受到中央的支持、十四億內
地同胞的深情厚意。
香港一直以國際金融中心聞名於
世，香港故宮館則成為香港的文化地
標，增加了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和吸引
力，尤其是在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方面。如今故宮館已經開幕，有關部
門就應該好好策劃，充分利用，讓它成
為每位遊客的必到之地。當然，服務本
地市民是第一位的，每位市民都應該到
香港故宮走一走，看一看，聽一聽，感
受濃濃的文化藝術氛圍，提升個人文化
品位的同時，也能了解中華文化源遠流
長，增強文化自信和民族認同感。
有人形容香港故宮館是最好的國民
教育基地，這一點也不誇張。如何才能
發揮好其作用？政府及相關部門除了加
強宣傳，做好相關配套服務工作，票價
也是關鍵因素。現時看九個展館的特別
門票是120元，看七個展館則是50元，

對一般市民而言，看一次算不上負擔，
但如果經常來，自然希望門票更便宜一
些。對基層來說，更優惠的門票，可以
體現政府的關愛。
香港故宮館加強與學校的合作也應
是將來的重點工作，因為這可以配合新
開闢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有人建議，
如果學校組織學生集體參觀，只要提前
申請，應予以免費入場；如果公司、機
構組織員工參觀，也可考慮提供優惠。
雖說香港故宮館門票收入減少，但擴大
了人流和影響力，因此創造的無形價值
是無法用金錢來計量的。更重要的是，
針對學生及青年，還應推出具針對性的
「導賞服務」 ，讓學子更好地領會國寶
背後的文化及歷史意義。
要維持收支平衡固然十分重要，但
事實上，放眼全球又有哪一家公營博物
館是單靠門票來維持營運的呢？特區政
府重視文化創意產業及藝術創作，每年
撥出不少公帑，直接受益的是少數人；
以優惠門票方式支持市民入場參觀，受
益者眾，必然激發更多人對文化藝術的
興趣，更何況這對提升港人的文化認
同、國民身份認同意義重大！



做好香港故宮的教育配套工作

汲取事故教訓
炎炎夏日，突然斷電的滋味
可不好受。元朗近朗屏站一條輸
電纜橋前晚七時許火警，消防員
於一個小時後才救熄，但事件導
致元朗、天水圍、屯門三區停
電，約16萬用戶受影響。經過搶
修，至昨日早上，基本上已恢復
各區供電，但電力公司警示未來
數日內電力可能不穩定，呼籲市
民節約用電。
斷電之下，商家被迫關門，
損失不菲；市民無冷氣可嘆，一
夜難眠，甚至晚飯都要使用手電
筒照明；電信基站受波及，市民
無網絡可用，港鐵站有不少市民
留連，為的是使用現場網絡與親
友聯繫，說明停電對市民造成的
影響有多大！
香港供電一向穩定，不能說
沒有事故，但燒塌電纜橋、影響
十多萬用戶的事故可謂十分罕
見。亦因此，今次事故起因引起
議論紛紛，立法會議員提出質
詢，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表
示，現階段無跡象顯示，電纜橋

起火是有人刻意破壞所致。
停電引起高度關注，也因為
香港迎來回歸二十五周年，一系
列慶祝活動正在或即將展開，市
民都沉浸在節日氣氛當中。元朗
電纜橋起火，加上近日新冠疫情
反彈，確診個案連日破千宗，難
免影響市民的心情。
細心的人會注意到，節日往
往是事故多發的時候，原因不外
乎大家心情放鬆，安全意識下降
所致。香港多年前曾發生節日期
間的重大事故，導致嚴重傷亡，
教訓不可謂不沉重。可惜人總是
健忘的，事過境遷，一切都恢復
原狀。
斷電事件再次為香港敲響警
鐘，愈是節假日愈是要留意安全
風險。內地早有節前安全生產大
檢查的制度，領導幹部這個時候
都要在崗在線，督促檢查，排除
風險點。保障安全生產，保護市
民安全，沒有制度之分，香港不
妨借鑒。

龍眠山



一國兩制是科學、可行、有生命力的
─新華社訪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區前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港接受記者採訪。他表示，25年來的實踐充分
說明，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針是科學
的、可行的、有生命力的。
梁振英說，香港實行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
治的方針，行政長官、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等治港
者，都是香港本地居民，這是在中央高度信任高度授權之下的安
排。在這種情況下， 「愛國者治港」 就更有必要，只有確保 「愛
國者治港」 ，才能符合高度自治情況下 「港人治港」 的現實需
要。
梁振英說，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香港的民主與主權國家的
民主不可混為一談。香港的民主發展，必須遵守國家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

治港者必須是愛國者 天經地義
他表示，治港者必須是愛國者，這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
的。過去一段時間由於選舉制度不完善，香港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
不全是愛國者，其中有一部分人居然跑到海外要求外國政府制裁香
港，這是匪夷所思、聳人聽聞的。所以我們需要完善選舉制度，確
保 「愛國者治港」 。
中央政府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讓香
港得以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為香港的民主發展重回正軌
創造了條件。
梁振英感慨地說，如今香港市民生活環境更加安穩，香港行政
立法關係更加順暢，特區管治效能得到提升，全球投資者對香港未
來也更具信心。
作為一名測量師，梁振英從1979年起以香港 「專業人士促進現
代化協會」 成員的身份，連續8年義務為深圳的 「拓荒者」 介紹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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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要
求的那樣，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更加積極主動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更加積極主動
促進國際人文交流。
梁振英認為，香港體量小、國際參與度高，未來的發展仍然
受大環境影響很大。香港作為高度開放、高度國際化的城市，作
為外國資本參與程度較高、政府參與程度較低的經濟體，對國際
局勢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不能只盯着少數發達國家，必須把眼
光擴展到全球。

粵港優勢互補 雙劍合璧

▲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區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香港接受記者採訪。

的土地使用制度以及與土地、房地產和規劃有關的實踐經驗，並直
接參與蛇口工業區和深圳的城市規劃。他還參與了內地第一次土地
拍賣的籌備工作，受邀參與了內地第一次土地使用權公開招標工
作。

香港具特殊地位 獨特優勢
他說，香港參與了內地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相關住房制度改
革，促進了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香港未來還可以在更多方面繼續為
內地提供借鑒和參考；香港要繼續發揮 「一國兩制」 下 「超級聯繫
人」 的作用，既為國家作出貢獻，也獲得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梁振英指出，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香港仍然具有特
殊地位和獨特優勢，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要像國家主席

他說，過去兩三年香港發生的事，西方政客、媒體有不少抹
黑。香港必須盡快與關係緊密的夥伴把道理和事實真相講清楚。
香港作為 「超級聯繫人」 有很多優勢，要與國家充分協調、共同
發展。
「過去五年，我去過廣東100多次。」 梁振英說自己70%的
工作時間花在促進粵港澳大灣區交流合作上。他以香港科技大學落
戶廣州南沙為例說明粵港優勢的互補：香港沒有下游製造業承接港
科大的科研成果，而廣東轉化能力很強，港科大到了南沙，就是雙
劍合璧，意義深遠。
「國家發展起來了，香港各個年齡層尤其是青年朋友，事業發
展將有更廣闊的舞台。」
梁振英說，國家 「十四五」 規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給香港各
行各業帶來的機遇是疊加的。香港和內地未來的合作不僅限於傳統
製造業、貿易等，還包括金融服務、專業服務、科技創新等方面。
香港年輕人可以勇敢跨過深圳河，前往內地發展，在更廣闊天地開
啟精彩人生。
新華社記者 劉歡 王旭 王笛

全港抵買派對25萬元現金券贈市民
慶祝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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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港抵買派對」 將送出總值25萬元的現金券回饋市民。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慶回歸25周年全港抵買派對
活動詳情
電商平台：鄰住買
活動時間：6月25日至7月24日
直播時間：第一場6月28日 晚上9：30至11：00
第二場6月29日 晚上9：30至11：00
第三場7月3日

晚上9：30至11：00

第四場7月5日

晚上9：30至11：00

商品類別：食品、藥妝／個人護理、家品、衣飾、電子產品
資料來源：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大公報訊】記者黃釔淼報
道：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將於6月
25日起舉辦 「慶回歸25周年全港
抵買派對」 活動，與TVB旗下電
商平台 「鄰住買」 合作，以優惠
價格推出百多款貨品，並將送出
總價值25萬元的現金券回饋市
民。
該會希望藉活動一方面幫助
老品牌轉型升級、拓闊渠道，另
一方面向市民讓利，讓市民開開
心心慶回歸。

中華出入口商會主辦
香港中華出入口
商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陳勁表示，回歸祖國
對香港人意義重大，
香港在 「一國兩制」
獨特優勢和中央的全
力支持下，提升實
力、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必將有更美好的未
來。商會希望透過舉辦多
個慶祝活動，與市民一起
感受慶祝回歸25周年的熱
烈氣氛。
陳勁介紹，下一步商會將於7
月下旬，假貿發局香港書展平台
舉辦 「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 活
動，邀請到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和
海關關長何珮珊與青少年學生分
享閱讀故事。
此外還將於9月至11月期間，
與聯合出版集團聯合舉辦 「全民
國情知識大賽」 ，由全國政協副
主席梁振英擔任賽會榮譽主席，
分為全民組及學生組，以網上初
賽與線下決賽的形式開展競賽，
增加公眾對祖國的認識和熱愛。
「全港抵買派對」 將於6月25
日 至 7 月 24 日 期 間 進
行，為期一個月，推出
超過150種商品供市民
選購。平台亦將於活動
期間舉辦4場貨品直
播，屆時將有藝人「直
播帶貨」，並安排2000
有片睇
份福袋供觀眾換購。

掃一掃

▲球場將設置大型吹氣滑水梯、迷宮嬉水區、手搖船及
水彈床等遊戲設施。

天水圍
歡樂公園
7‧1免費任玩 今起報名
【大公報訊】康文署將於7月1日（星期五）在天水
圍舉辦 「歡樂公園Happy@Parks」 系列活動 「天水樂無
窮．天業路公園」 ，提供不同類型的免費嬉水活動，讓
市民歡度特區成立25周年紀念日。
「七一」 上午9時30分至中午12時30分，天水圍天
業路公園人造草地球場將設置大型吹氣滑水梯、迷宮嬉
水區、手搖船及水彈床等遊戲設施，供一家大小嬉水消
暑，亦設有多項有趣好玩的嬉水攤位遊戲和照相角等。
歡迎市民參加，費用全免。
公眾可於今日（6月23日）下午2時30分起親臨任何
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康
體通自助服務站（請選取 「報名參加康樂活動」 欄）報
名，活動分兩節進行。另有少量名額，可供即場參加。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撥款6億3000萬元支持。
查詢電話：24784342（元朗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