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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各界協會、
屯門民政事務處及屯
門體育會昨日在屯門
文娛廣場舉行 「
屯門
各界慶祝香港特別行
政區成立25周年夜光
龍獅巡遊賀回歸暨亮
燈儀式」，藉着本次
夜光龍獅活動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25周年。
屯門各界協會執
行委員會主席李洪森
表示，在疫情中已經
多年沒有舉辦舞獅活
動，今次藉着香港特
別行政區成立25年的
大喜日子，為屯門居
民送上節日祝福，希
望疫情早日結束，香
港社會可以重新出
發，期望下一屆政府
聚焦經濟民生，積極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共同為祖國更美好的
明天繼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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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夜
光龍獅巡
遊，為居
民 送 上
福。

慶祝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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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慶祝回歸祖國 周年，全港張燈結綵，五星紅旗和特區區旗在各處飄揚，全城一片歡欣
喜慶。各界舉辦的慶祝活動 五光十色 ，為香港與祖國送上祝福： 名 1997
年出生的香港青年
獻唱《前》和《我和我的祖國》，巴士與的士組成巡遊車隊，漁船維港巡遊， 隻麒麟瑞獸表演
陸上龍舟 ，船隻上亮起五彩繽紛的燈飾供市民 打卡 ……。
市民紛紛表示，自從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港人生活安穩，大家對 一國兩制 充滿信心，他
們同心祝願社會繼續繁榮安定，攜手譜寫香港新篇章。
大公報記者 常彧璠、吳俊宏、鍾怡（文） 何嘉駿、林少權、鍾怡、古倬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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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光十色迎
各界慶委會系列活動
全港市民共享喜悅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慶委
會）主辦的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 系列活動，昨日在銅鑼
灣維多利亞公園正式拉開帷幕。
20名1997年出生的香港青年
組成合唱團，獻唱《前》和《我
和我的祖國》，表達對祖國、對
香港的美好祝願。
由昨日起，維多利亞公園以
慶回歸為主題設置不同類型的大
型展示打卡裝置，如大型國旗及
區旗展示、創意燈光裝置、水幕
特效展示及特色打卡點等，一連
六日免費開放給公眾，讓市民參
觀遊覽拍照，同慶同樂。

維園設特色打卡點
全國政協常委、慶委會主席
譚錦球以視頻形式致辭時表示，
過去幾年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挑
戰，但前有風浪，後有港灣，中
央堅持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方
針，果斷出手穩住香港大局，
「一國兩制」 的成功實踐，令香
港在祖國的支持下取得舉世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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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想家園樂油油」 大型
壁畫創作活動，有數十間學
校參與，描繪國家和香港25
年的發展歷程。

「夢想家園」壁畫創作

「十全十美慶回歸」

25漁船維港巡遊
慶回歸25周年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昨日組織
25艘大漁船，以 「感恩奮進，共
譜新篇」 為主題，設慶祝號、感恩
號、祝福號、奮進號、灣區號5艘
領頭船，各帶領4艘漁船組成5個
主題方陣，早上9時半列隊在維多
利亞港舉行啟航巡遊。
啟航禮於停靠在尖沙咀文化
中心對出公眾碼頭的漁船舉行，一
片國旗和區旗組成的旗海成為了維
港亮麗的風景線，在市民高聲歡呼
中，5個漁船方陣隨着鳴笛聲啟
航。由昨日起至7月1日，船隊巡
遊路線由尖沙咀出發，經西九文化
中心，沿昂船洲對開往港島沿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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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漁民團體聯會昨日組
織25艘大漁船，在維港巡遊
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

發，經西環、上環、中環、灣仔至
北角，再往九龍方向，經啟德、紅
磡後，返回尖沙咀對開海面，供市
民 「打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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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香港
回歸25周年，香
港旅遊發展局特
別呈獻 「維港光
影匯演」，7月
份的 「幻彩詠香
江」不單有更多
建築物加入，更
特別增添四大元
素，包括多元燈
光效果震撼視
覺、政府總部及
立法會大樓獨特
光影、大廈LED
屏幕／幕牆內容
結合交響樂，以
及天星小輪換新
裝，屆時維港兩
岸逾50幢大廈及
地點，將共同打
造以 「香港新征
程」為主題的音
樂光影匯演。

造以 「香港新征程」 為主題的音樂光影匯演。
將有逾50幢大廈參與，共同打
▲ 「維港光影匯演」

同心向《前》譜新篇
夢想家園壁畫創作
描繪回歸25載情
說，畫面中的兩個醫護人員分別來自內地
和香港，畫中還包含了方艙醫院、中央給
香港提供醫療物資等內容。 「這幅畫展現
了中央支持香港同心抗疫的感人畫面，我
覺得很有意義。」
元朗商會中學則以一條生動的中國龍
繪出九龍花車，當中亦涵蓋位於西九文化
區的戲曲中心等地標性建築，凸顯中國文
化。中三學生張學蕊說，希望通過此畫，
祝福香港蒸蒸日上，愈來愈好。

向社區傳遞正能量
文化傳情，壁畫達意。中聯辦新界工
作部副部長李功勳在致辭時表示，這次壁
畫活動是元朗區慶回歸活動的重點特色活
動，向社區傳遞正能量，提升市民社區歸
屬感和國家認同感，相信這幅壁畫會成為
亮麗的打卡點。

▲慶委會在維園舉行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系列活動啟動禮，20名1997年出生的香港青年組成合唱團，獻唱
《前》和《我和我的祖國》，表達對祖國、對香港的美好祝願。

逾百的士巡遊
中環海濱字陣好震撼
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昨日舉行 「開新篇、創未來慶祝
香港回歸25周年系列的士巡遊」 活動，逾100部的士掛國
旗、貼海報，在中環海濱空地擺出 「25」 字樣，場面震
撼。
上午10時至12時半，3組各由26部的士組成的車隊，
掛上國旗，貼有 「1997」 至 「2022」 字樣和 「慶祝回歸
25周年」 海報，分別在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三地進
行環繞大巡遊，讓市民感受到熱烈的慶祝氣氛。
的總愛心基金會秘書長黃大海表示，今日很多司機都
是自覺前來參加， 「馬路是我們的辦公室」 。黑暴期間的
士司機無法開工，生計受到嚴重影響，而自從香港國安法
實施後，加上選舉制度的完善，令基層市民對 「一國兩
制」 充滿信心，看到香港的未來，看到新的希望。
▼3組各由26部的士組
成的車隊，掛上國旗，
貼有「1997」至 「2022」
字樣。

今天本港天氣預測

大公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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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元朗區
文藝協進會主辦 「夢想家園樂油油」 大型
壁畫創作活動，25間中、小學幼稚園和多
個義工團體踴躍參加，逾250人參與創作
設計，繪出國家和香港25年的發展歷程，
帶出正能量。有學校用高鐵、港珠澳大橋
表達國家的繁榮富強，亦有學校繪出中
央援港抗疫的情景，希望紀念這一段感
人時期。
光明英來學校用高鐵、港珠澳大橋、
香港故宮博物館等標誌建築表達國家於
2017年至2022年的發展變化。該校參與
畫作的六年級同學袁君豪說，這些建築見
證了祖國的繁榮富強。 「我希望香港能背
靠祖國，在下一個25年亦可以和平發
展。」
潮陽百欣小學的師生繪出中央援港抗
疫的情景。參與繪畫的5A班同學盧映彤

的成就，祝願未來 「香港好，祖
國好；祖國好，香港更好。」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張趙凱渝
表示，回歸以來，香港能夠跨越
艱難，除了國家的支持和市民的
奮進外，亦有賴於社會各界的群
策群力，期望慶委會的慶回歸系
列活動能將熱鬧氣氛帶到各個社
區、各個階層，令全港市民共享
回歸的喜悅，弘揚愛國愛港精
神。
慶委會籌委會會長陳鴻道
說，回歸祖國25年的香港，正像
年輕人一樣意氣風發，各界更應
堅定對「一國兩制」和香港前景的
信心，讓市民安居樂業，讓社會
團結共融，並更積極地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
活動結束後，掛上 「同心慶
回歸 同行創未來」 橫幅的開篷
巴士從維多利亞公園開出，到中
環民耀街與26輛慶回歸的士匯
合，並往柴灣方向行駛，環遊港
島，喜慶氣氛濃濃。

◀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的漁
船在維港航行時，岸邊大批
市民興奮揮動國旗區旗。
「維港光影匯演」

25歲青年組團歡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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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光龍獅巡遊 為居民送福

全港慶祝笑臉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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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 100 部
的士昨日齊
集中環海濱
空地，擺出
「25」
字
樣。

咚咚龍母子
現身觀塘海濱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觀塘民政事務處聯
同九龍東區各界聯會（東聯），以 「十全十美慶回
歸」 為題展開一系列慶祝活動，結合文化藝術、社區
創新元素，以觀塘海濱花園作為主要展示場地。活動
口號為 「我們永遠在一起，你我同心共歡欣」 ，寓意
國家和香港感情深厚、共同繁榮，並祝願全港家庭幸
福。
活動於昨日晚上舉行亮燈儀式，據悉，今次
舉辦共10項文創加藝術的慶祝活動。其中，觀塘海濱
將打造成為 「香港市民團聚的大笪地」 ，在觀塘避風
塘海上展示一幅巨型3D藝術畫，當中 「咚咚龍」 母子
乘坐香港標誌中式帆船乘風破浪，雀躍抵達勝利彼
岸。另外，東聯將於6月29日至7月3日期間，派出中
國風特色船 「東龍號」 舉辦免費導賞團，接載市民遊
維港兼近距離打卡。

▲大埔多個團體舉辦慶祝回歸25周年活動。

大埔林村舞麒麟獻瑞
由大埔各界協會、大埔鄉事委員會、
香港客屬總會主辦的 「熱烈慶祝香港回歸
祖國25周年麒麟獻瑞慶回歸」 活動昨日在
大埔林村許願廣場舉行。大埔街坊以傳統
文化 「陸上龍舟」 和 「舞麒麟」 慶賀香港
回歸25周年，寓意將最美好的祝福獻給香
港、獻給祖國。現場鑼鼓喧天，花牌林
立，眾人揮舞着手中的國旗及區旗，一同
分享香港回歸祖國25載的激動與喜悅。

百人方陣組「25」字樣

▲觀塘避風塘海上展示「咚咚龍」母子巨型3D藝術畫。

活動上，有100個人組成方陣來到場
中，排成 「25」 字樣。鑼鼓聲起， 「陸上
龍舟」 的表演者們踏着輕快的步伐入場，
又有青年們一齊舞動25隻麒麟瑞獸，為香

港回歸祖國25周年送上吉祥。隨後嘉賓們
為麒麟簪花掛紅， 「麒麟簪花，國家興
旺；麒麟掛紅，特區繁榮；風調雨順，國
泰民安」 ，這是大埔各界人士對香港未來
的祝願與獻禮。而在林村許願樹廣場四
周，亦布置了由大埔各界人士、團體為活
動精心製作的花牌，100個花牌環繞着會
場，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活動增
光添彩。
另外，大埔民政事務處亦舉辦大埔區
慶祝回歸燈飾亮燈儀式，包含25周年紀
念、大埔字樣，以及林村許願樹等圖
案。夜幕降臨，燈飾驟然亮起，以光彩
耀眼祝願香港欣欣向榮、有更美好的未
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