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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主辦，
香港美協、中國畫學會香港、香港
油畫研究會、香港水彩畫研究會協
辦的
奮進新征程 共譜新篇
章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
年暨迎接黨的二十大美術作品
展 ，現正於香港大會堂舉行。
逾百位香港畫家展出一百多幅
畫作，涵蓋中國水墨畫、西洋油
畫、水彩等，展示了藝術家的精湛
技藝，也表達了文藝界人士對香港
的美好祝願。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文、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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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8月3日
星期三
責任編輯：黃 璇
美術編輯：陳守輝

◀眾嘉賓於展覽開幕
儀式合影。

孫燕華在致辭中表示， 「十四五」 規
劃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既
是中央對香港在國際藝術文化交流領域所作
貢獻的充分肯定，也為香港未來發展明確新
定位。希望香港文化藝術界把握機遇，增進
交流溝通，打造別具一格的香江氣象，為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馬逢國在現場表示，在中央政府的領
導下， 「一國兩制」 不斷完善，成為香港不
斷繁榮發展的獨特優勢和最大保障。香港文
化藝術界要發揮好自身優勢，講好 「一國兩
制」 故事，不斷強化文化軟實力，大力弘揚
以愛國愛港為核心、與 「一國兩制」 方針相

體育

8

適應的主流價值觀。抓緊歷史機遇，推動香
港文化藝術發展再上新台階。

14

《香港格式》綻放青年力量

﹂

8

﹂

27
▲沈平作品
《華燈初上》
（左）和《珍
寶海鮮舫》。

﹁

﹁

﹂

﹂

◀何紀嵐水墨
作品《香港格
式》。

3

﹁

﹂

訊

期：即日起至8月5日
點：香港大會堂低座一樓展覽廳
用：免費參觀

﹂

﹂


奮進新征程 共譜新篇章
美術作品展
日
地
費

﹄

3

畫家沈平是次帶來作品《華燈初上》
和《珍寶海鮮舫》，其中後者是其近期看到
珍寶海鮮舫沉沒後所作，沈平接受大公報記
者採訪時說： 「珍寶海鮮舫在港人心中有很
多的意義，它的沉沒令人心痛。我希望能夠
保留這種記憶，因此懷着這種心情畫了這幅
畫。」 展場中間，一幅水墨作品《華光溢
彩》十分吸睛，這是由畫家益行在今年
「 『鐘聲回響』 ──香港文化藝術界慶祝香
港回歸25周年大型文藝晚會」 上作為舞美
背景展示的作品，表現從尖沙咀望向流光溢
彩的港島；青年畫家何紀嵐以水墨為媒介，
融合當代工業風格的作品《香港格式》展現
出年輕畫家對於中國畫藝術的傳承和創新。
另外現場展出的還有畫家廖小平的作品《四
季山水》表現一年四季不同風光，在技法上
融合東西方繪畫風格；以及何百里表現黃山
曦光的作品。

資

﹁﹁﹁

▲展廳一隅。益行作品《華光溢彩》（左）頗
吸睛。

﹁

康文署舉行兩場崑劇講座

講好「一國兩制」故事

﹂

時的講座，講題為 崑曲的守衛者：顧篤璜與古兆
申 。被譽為 江南名士 的顧篤璜和在香港文化界享
負盛名的古兆申，多年來守護崑曲藝術不遺餘力。講座
將回顧兩位學者過去在執導、編劇與研究崑劇等方面的
努力和貢獻，從而了解傳承和保護崑曲這項中華文化
瑰寶的重要性。
是次講座講者張麗真多年來積極推廣崑曲藝術，
年隨資深崑劇表演藝術家樂漪萍學習崑曲，曾
1988
於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教授崑曲藝術課
程。她現為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崑曲研究及推
廣委員會委員、香港和韻曲社社長。
兩場講座均以粵語主講，在香港文化中
心行政大樓四樓二號會議室舉行，免費
入場，須以電話方式預先登記座位。
有興趣人士可致電 22687267
留
座。座位有限，先到先
得，額滿即止。

本次活動由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
遊局、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中聯辦宣傳文體
部擔任指導機構。出席開幕式的嘉賓包括香
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
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中國文聯香港
會員總會會長馬逢國，全國政協委員、立法
會議員霍啟剛，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聞工
作者聯會主席姜在忠，紫荊文化集團副總經
理孫光奇，聯合出版集團副總裁兼香港書畫
文玩協會會長趙東曉，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主席黃錦良，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執行主席
孫燕華，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常務副主席劉
娟、馬春玲，香港美協主席林天行、香港油
畫研究會會長林鳴崗，香港水彩畫研究會會
長沈平，中國畫學會香港執行會長馬達為
等。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本月舉辦兩場主題為
人間芳菲說故人 崑劇壇上的重要人物 的 崑劇藝
術講座 ，透過回顧四位於年初先後辭世的崑曲界重要
人物的藝術成就和貢獻，讓觀眾認識這項傳統中國戲曲
劇種的藝術特色和發展。
崑劇被譽為 百戲之祖 ，於 2001
年獲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列為 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 之
一。是次兩場 崑劇藝術講座 均由資深崑曲藝術
研究者張麗真主講。
月 日下午 時的講座，講題為 當代崑
壇雙璧：張繼青與華文漪 。著名崑曲表演藝
術家張繼青和華文漪，各自以不同的風格，
塑造觀眾心目中的戲劇人物，留下無數
經典。講座將重溫二人演繹《牡丹
亭》中杜麗娘的舞台風華，領略
二人頂尖的藝術造詣。
月 日下午

逾百香港畫家聯展 共譜新篇章

﹁
﹃

責任編輯：吳嘉熾 美術編輯：陳守輝

馮珊珊小檔案

年勇奪
2012

﹁

馮
▼珊珊在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高
爾夫大滿貫冠軍、前世界第一馮珊珊
日在個人社交媒體平台宣布正式退
役。 近幾年的疫情改變了很多事
情，也讓我思考了很多。過去這麼多
年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外面漂着，永遠
都在旅途上，現在可以暫時停下來，
可以多多專注個人的提升，並且多多
陪伴父母。過去的幾十年，高爾夫帶
給了我很多，而此後我希望可以為高
爾夫做得更多。 現已轉任教練的馮
珊珊在寫給球迷的信中說。
2

培育後輩



出生地 廣州
項目 女子高爾夫球
現職 中國高爾夫球集訓隊女隊主教練

錦標賽冠軍。 資料圖片
LPGA

﹂

出生日期 1989年8月5日（32歲）

球員生涯獎項

•22項職業賽冠軍
•10個LPGA冠軍
•2017年榮登女子世界第一
•2016年里約奧運會銅牌
•2012年LPGA錦標賽冠軍

「給自己打100分」
回顧整個職業生涯，馮
珊珊為自己感到自豪。 「以前我一般會給這一年打85分最
多90多分，給自己留一些空間，因為高爾夫就是這樣一個
需要不斷超越自我、不斷追求成為更好的自己的運動。但
我最開始打球時，目標只是考上LPGA。我是在不斷完成目
標又刷新目標後，一路走到現在。所以我非常為自己整個
生涯感到自豪，現在我會給自己打100分。」

目前，馮珊珊已正式擔任中國國家集訓隊女隊主教
練。她表示，會用自己的國際經驗結合中國高爾夫的情
況，逐漸整理出一套最適合中國球員的訓練系統。 「現在
作為備戰杭州亞運會國家女子集訓隊主教練，我會配合國
家隊安排好集訓時間，幫助球員往各自設定的目標靠近。
希望可以讓國內更多優秀的選手走出國門，出現更多來自
中國的世界第一和奧運獎牌獲得者，甚至是金牌。」
馮珊珊同時表示，她也會繼續做好青少年培訓以
及高爾夫普及的工作，希望未來的職業賽場上也能
形成中國球員的 「軍團效應」 。
▼馮珊珊去年參加東京奧運
會高爾夫球賽。
會高爾夫球賽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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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中小檔案
出生日期 1982年11月22日
籍貫 河南省焦作市
項目 女子跆拳道

主要獎項

•2007年世錦賽72公斤以上級金牌
•2006年多哈亞運會72公斤以上級

金牌

•2004年雅典奧運會67公斤以上級

金牌

•2000年悉尼奧運會67公斤以上級

金牌

▲中國跆拳道名宿陳中。

資料圖片

陳中入選世界跆拳道聯盟名人堂

馮珊珊在1989年8月5日出生於廣州，她於2007年通過
資格考試獲得美國女子職業高爾夫球巡迴賽（LPGA）的會
員資格，是中國大陸首位LPGA全卡球員。2012年馮珊珊
在LPGA錦標賽上獲得冠軍，是中國高爾夫球協會註冊球手
首次獲得四大滿貫賽的桂冠。
15年職業生涯，馮珊珊共在美巡、歐巡、日巡等國際
賽場上斬獲22個冠軍頭銜，其中包含10個LPGA冠軍。馮
珊珊在2017年11月登頂世界第一，並蟬聯 「球后」 23周。
在奧運賽場上，馮珊珊曾以國家隊隊長身份出戰里約奧運
會和東京奧運會，並在里約斬獲一枚銅牌，在東京獲得第
八名。
在藍灣大師賽登上世界第一是馮珊珊職業生涯記憶最
深刻的瞬間。 「非常巧合的是那年我給自己定的目標就是
衝擊世界第一。2017年我整個賽季發揮都不錯，藍灣大師
賽前一個星期在日本拿了冠軍，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回
到藍灣本土作戰，最後推桿進洞的那一刻身邊很多球
員、家人、團隊、朋友都上來潑水慶祝。在賽
季快要結束時完成自己定下的目標，站
上世界第一的位置，讓我覺得很
不可思議。」 馮珊珊說。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跆拳道協會
消息，在當地時間 日於保加利亞索菲亞舉行的世
界跆拳道聯盟代表大會上，世界跆拳道聯盟名人堂
首批成員正式公布，中國兩屆跆拳道奧運冠軍陳中
入選。
世跆聯表示，陳中是首位蟬聯兩屆奧運會冠軍
的跆拳道女運動員，此外，她還獲得了世錦賽和亞
運會的冠軍。她用自己的影響力，積極地在中國和
全世界推廣和普及跆拳道。
年悉尼奧運會上，跆拳道成為奧運會正式
2000
比賽項目。在女子 公斤以上級決賽中，陳中為中
國隊贏得第一枚跆拳道奧運金牌。四年後的雅典奧
運 會 上 ， 陳 中 衛 冕 冠 軍 。 此 後 ， 陳 中 在 2006
年和
年分別奪得多哈亞運會金牌和世錦賽金牌，實
2007
現跆拳道世界賽事大滿貫。
除了在賽場 叱咤風雲 ，陳中也堅持利
用自身影響力，投身體育事業，致力於跆拳
道運動在青少年中的普及與推廣。
陳中當天通過視頻發表入選感
言，她表示： 我感到非常榮
幸，也非常高興，我會努力
牢記跆拳道的精神，為世
界跆拳道作出自己
的貢獻。

中國高爾夫名將馮珊珊退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