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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間，香港社會各界，特別是年輕人默默付出與奉獻，齊

心協力防疫抗疫。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香港中聯辦青年工作部與「青少年

抗疫連線」昨日共同主辦「抗疫表彰嘉許禮青年專場暨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

青年系列活動啟動禮」，合共136個團體及217名好青年獲嘉許及獲頒感謝

狀，以鼓勵及表揚他們積極參與防疫抗疫活動。有獲嘉許者表示，自己只希

望盡一分力去幫助基層市民，以及喚醒更多人幫助社會、同心抗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
燁、張寶峰）為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25周年，由香港專業
人士（北京）協會、北京市
朝陽區青年聯合會共同主辦
的「『對話97』在京港青慶
祝香港回歸25周年座談分享
會」，昨日在北京三里屯港
澳青年匯舉行。活動通過
「線上+線下」的方式，邀請
多位嘉賓分別從不同角度分

享了自己對香港回歸25年來的觀察與感悟。

冼曉晴：創業扶持政策多
談及過去這些年香港的變化，香港專業人士（北京）

協會青年事務委員會副主委、中國傳媒大學港生冼曉晴
表示，小時候生活在元朗村屋，那時候連獨立廁所都沒
有，夜裏非常不方便。後來爸爸媽媽申請到公屋，便一
起搬到了市區生活。她說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香港這

些年居住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交通更加便利，原來
只能搭小巴去的地方開通了大巴、地鐵。此外，大型購
物商場、寫字樓樓宇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給了她和朋
友逛街、看電影的更多選擇。
往返於內地和香港，她感到近幾年選擇來內地讀書的

香港人越來越多了。作為應屆畢業生，令她體會更深刻
的是，內地對香港人在內地創業提供了很多政策上的扶
持和金錢補貼，尤其在深圳、前海等地區，她周圍很多
同學也在考慮畢業後去粵港澳大灣區就業或者創業。
作為97年香港回歸後出生的臨近千禧港青，冼曉晴認

為自己是幸運的。「每每談到1997年7月1日那天，爸爸
媽媽眼裏總是飽含激動的淚水。」她仍然記得香港回歸祖
國20周年那一天，語文老師在課堂上播放1997年外交部
禮賓司副司長安文彬回憶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籌備及
談判工作的視頻，「那天，幾乎全班同學都熱淚盈眶。」

王柏榮：兩地交流更緊密
已在內地讀書、工作多年的港青、香港專業人士（北

京）協會秘書長、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王柏榮表示，香

港回歸祖國25年以來變化
好多，尤其在與內地的交
流、聯繫上緊密了許多。他
認為，香港是一個很令人興
奮的城市，效率非常高，做
什麼都很快。「吃飯、聊天
都會直入主題 。」他說，
「二十多年來在科技、金融
等領域更加先進、專業，與
國際接軌得更好。」
他說，「1997年回歸時我已經六七歲了，回歸之前很多

事情都依照英國的制度，比如假期。大家的習慣也比較英
式，比如看英超、大概率選擇去英國讀書、了解英國的文
化等。回歸後，大家開始思考另一種可能性，比如考慮去
內地讀書、就業或者創業。」
他認為，回歸25周年對於香港而言是階段性的時刻，

希望未來香港能成為更加國際化的城市，成為連接內地
和國際的重要樞紐，在科技、金融、航運等優勢領域發
揮所長，也希望香港青年人都能迎來更好的發展篇章。

活動現場，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
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田飛龍以「『一
國兩制』的下半場如何開新篇」為主
題，作了主旨發言。田飛龍表示，如果
將香港回歸祖國的25年比喻成「上半
場」，那麼其特點就是「前店後廠」，
也就是說以香港為主場，國家處於學習
趕超的狀態中；而「下半場」的特點就
是「融合發展」，應該是以香港轉型為
要點，以國家的包容整合為特色。
田飛龍認為，未來，香港將朝着「八

大中心」的方向穩步發展。其中，除了
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貿
易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
務中心這四大固有優勢外，香港還可以
着力發展四大新優勢，具體包括國際航
空樞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
藝術交流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
心。為此，香港需要在創新科技及其政
策、社會系統領域進行重點突破，並着
力建設更開放的人才政策體系、更優化
的綜合營商環境、更規範的法治保障體
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朱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為慶祝香港回歸
祖國25周年，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將在今年下半年
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其中有6個主題活動向公眾
開放，包括慈善音樂會及由解放軍駐港部隊與特區
政府紀律部隊的聯合步操大匯演等，並將首次向公
眾開放百年歷史建築舊油麻地警署，特別設置展覽
及互動遊戲區，讓市民了解警隊歷史，向市民普及
維護國家安全和防止罪案的知識。
警隊於今年6月1日開始至25日舉辦以共慶回歸

為主題、供少年警訊及耆樂警訊參與的短片拍攝比
賽，分享個人回歸25年來的故事。7月至9月，則
有6個向公眾開放的慶祝活動，包括7月2日推出的
紀錄片《守護我城．同心同行25載》。8月6日、7
日和13日、14日4天，將首次開放舊油麻地警署，
開設以「守法、護城、百載情」為主題的展覽，內
容涉及國家安全教育、全民反恐，以及防止虐兒和

詐騙案等，也有真人穿着警隊不同年代的制服，展
示警隊的變遷，市民可在網上登記免費門票。
7月底，將舉辦「樂韻警聲頌銀禧」慈善音樂

會，有警察銀樂隊、青年樂團、知名歌手演出，門
票收益將全數捐贈九龍樂善堂、香港認知障礙症協
會、貓狗領養慈善協會及救狗之家。
9月份還有保安局統籌的回歸25周年步操大匯

演，由解放軍駐港部隊、特區各紀律部隊及多個
青少年制服團隊參與，免費門票會以「先到先
得」方式分配，市民可於以下網頁點擊進入欄
目，登記資料購買或領取門票。
此外，警隊博物館也會藉翻新及活化計劃後於

9月重新開放時，在專題展覽廳以慶祝香港回歸
25周年及國家安全為首個教育展覽。市民可瀏覽
網址 https://communityengagement.police.gov.hk
了解活動詳情及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博）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
年，由紫荊文化集團主辦的首屆全港中小學中國文化普通話
比賽「紫荊文化盃」早前已順利舉辦，昨日舉行頒獎典禮。
有得獎學生分享時表示，身為中國人有必要學習普通話，參
賽有助鍛煉普通話口語能力及提升文學修養；亦有學生特意
身穿唐裝參賽及領獎，分享此舉有助自己更加投入到文章所
描述的情景，於誦讀中華經典詩文時有更佳表現。
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立法會議員霍啟

剛、紫荊文化集團總經理文宏武、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
傅偉中等嘉賓出席昨日的頒獎典禮。蔡若蓮致辭時指，
普通話是全國通用語言，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學習
普通話有助學生進一步融入國家。霍啟剛表示，現時越
來越多香港人學習普通話，隨着國家「十四五」規劃出
台，港人更要維持兩文三語的優勢，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一同弘揚中華文化。

「身為中國人學普通話重要」
中一至中二組冠軍、來自聖保祿學校的陸穎楠分享指，她

比賽時朗誦的作品是詩人聞一多的《也許》。「備戰時要做
好資料搜集，了解新詩的背景、所傳達的情感，及後再練習
朗誦的節奏、高低音等」，所以學習普通話朗誦不僅提升自
己的普通話水平，亦可增強文學賞析能力。她特別提到，身
為中國人，學會說普通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為說好普
通話，對於到處交流、做很多事情，都有莫大益處。」
小五至小六組冠軍、保良局何壽南小學小六生郭愷賢

昨日穿着唐裝領獎。他解釋，參賽當日所誦讀的文章是
作家朱自清的《綠》，而穿着唐裝彷彿可以讓他處於文
章的時代背景，「若我對文章有切身的感受，會讓我更
加投入參賽。」
由紫荊文化集團主辦，聯合出版集團及中華教育文化

交流基金會協辦，香港中華書局、香港管理學院及香港
語言研究中心承辦的「紫荊文化盃」首屆全港中小學中國
文化普通話比賽，於5至6月順利舉辦，全港80間中小
學參加。比賽通過以普通話誦讀中華經典詩文篇章，以
增強學生對普通話的興趣和能力及對中國文化的認知與
認同。活動獲列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慶典民
間慶祝活動」之一，亦獲教育局作為支持機構。今後，比
賽將結合香港幼稚園及中小學普通話水平等級測試
（HKPSC），致力打造專業文化教育活動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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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隊系列慶祝活動普及國安知識

◆冼曉晴 香港文匯報
記者朱燁 攝

◆王柏榮 香港文匯報
記者朱燁 攝

◆普通話賽「紫荊文化盃」頒獎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抗疫表彰嘉許禮青年專場，136個團體及217名好青年獲嘉許及獲頒感謝狀。 主辦方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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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抗疫表彰嘉許禮的個人得獎者、香港
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中醫臨床助

理教授張振海昨日表示，看到許多市民在疫
情下徬徨無助，身為中醫師，他希望盡醫者
的責任，更希望讓更多人對中醫有更深認
識，於是加入浸大組織的中醫抗疫醫療隊，
參與為確診市民提供網上義診，又到啟德暫
託中心前線幫助確診長者。由2月至5月期
間，團隊為4.1萬名確診市民提供義診服務。
獲嘉許的香港童軍總會十八鄉第二十二旅

旅長高兆基表示，身為童軍領袖，他看到許
多基層市民非常需要幫助，「見到好多確診
者錢都花光，可能一粒藥都得不到。」因
此，他在空餘時間幫助他們，同時以身作
則，鼓勵童軍成員一起參與，共同協助社會
抗疫。「我沒想過自己會獲嘉許，只是想出
一分力去幫助基層市民。」他希望自己的行
為可喚醒更多人出來幫助社會同心抗疫。

陳積志：樂見港青攜手抗疫
活動主禮嘉賓之一、

特區政府署理民政事務

局局長陳積志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致力培
育香港青年成為愛國愛港、對社會有承擔的
新一代。在疫情嚴峻的關鍵時刻，他樂見香
港青年人團結一致，用正能量全力支援特區
政府防疫抗疫工作。
他又感謝祖國心繫香港，關注香港疫

情、全面支援香港抗疫；「青少年抗疫連
線」及香港各大青年團體則積極動員，配
合特區政府的抗疫工作，將社會對疫情的
憂慮轉化成正能量。
香港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張志華通過視

頻致辭時表示，第五波疫情以來，青年團體
勇於擔當，站在第一線，彰顯了青年力量，
同時體現了香港社會風雨同舟、同心抗疫的
強大力量。他代表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向獲獎
的團體和個人表示衷心的祝賀。
「青少年抗疫連線」召集人、香港青年聯會

主席梁毓偉表示，十分感謝中央在香港第五波
疫情最嚴峻的時候伸出援手，包括捐贈援港物
資，將暖意傳遞給香港市民。他又感謝各界在
疫情期間的支持，共有近千個團體、近萬名青
年義工參與抗疫，貢獻自己的力量。

慶回歸青年系列活動啟動
同場還舉行了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青年系

列活動啟動禮。民政事務局和中聯辦青年工
作部將共同主辦「香港開新篇，青年創未
來」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青少年系列活
動，香港各界120個青年團體參與，共組織
策劃了203項青少年慶回歸活動，涵蓋文藝
演出、兩地交流、實習培訓、創業就業、創
新科技、體育競技、論壇研討、歷史文化體
驗、步操表演及義工服務十大領域，希望吸
引青年踴躍參與，推動香港青年歡慶回歸的
濃厚氛圍。

蔡若蓮：學普通話利港生融入國家發展

7月2日 警隊紀錄片《守護我城·同心同行25載》

7月30日及31日 「樂韻警聲頌銀禧」慈善音樂會

8月1日至31日 警隊IG濾鏡相片拍攝比賽

8月6、7、13、14日 「守法 護城 百載情」舊油麻地警署開放日

9月24日 回歸25周年步操大匯演

9月（日子未定） 警隊博物館慶祝香港回歸與國家安全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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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港青：回歸後更多人北上覓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