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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連演三場 門票今起發售

「國際軍樂匯演」活動詳情
日期
時間
地點

6 月 22 日至 24 日（周五至周日）
晚上 8 時（匯演歷時約 100 分鐘）
香港體育館

內容

全港首次大型軍樂步操匯演，雲集十
二支來自本港、內地和海外軍樂團隊
伍，合共約一千人參與演出，包括：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中國人民解
放軍海軍軍樂團、中國人民解放軍駐
港部隊儀仗隊、皇家澳洲海軍軍樂團
、俄羅斯邊防衛士樂團、土耳其梅赫
特爾軍樂團、皇家蘇格蘭重裝甲衛隊
風笛隊、美國陸軍第八軍團軍樂團、
香港警察樂隊、江西師範大學女大學
生管樂團、澳洲奧謝．瑞恩愛爾蘭舞
蹈團，及香港合唱團協會，演奏流行
樂曲、古典音樂和民族音樂等

票務詳情

星期四

國際軍樂匯演賀港回歸 15 周年

【本報訊】香港回歸十五載，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將於六至七月間舉行三項大型項目
齊慶賀，其中重頭戲 「國際軍樂匯演」更是
本港首次舉辦。十二支各具特色的軍樂團及
表演團體，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合共
逾千人，將以 「歌唱祖國」為題，演奏不同
樂曲來祝願香港。匯演將於六月下旬起一連
三天演出，二萬八千張門票今天起公開發售
（見表）。
還有兩個多月，便是香港回歸祖國十五

周年的大日子。康文署將於六月二十二日至
二十四日，於香港體育館舉行 「國際軍樂匯
演」，邀請本地、國內及海外十二支軍樂團
、管樂團、舞蹈團等演出，包括中國人民解
放軍軍樂團、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軍樂團、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儀仗隊、香港警
察樂隊、皇家澳洲海軍軍樂團等。
「國際軍樂匯演」的製作費用約一千三
百萬元。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將以 「歌唱
祖國」為題，以嶄新的管樂配器法、民族音

300 元、200 元及 100 元（60 歲或以上
長者、殘疾人士及看護人、全日制學
生及綜援人士可享半價優惠），門票
今天起公開發售

查詢可致電 2268 7321 或瀏覽康文署網頁
http：//www.lcsd.gov.hk
註：康文署另於 6 日 23 及 24 日下午 4 至 5 時，分別
在沙田大會堂及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設有兩場戶
外示範，費用全免
資料來源：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全港首次大型軍樂匯演六月舉行，慶祝香港特
別行政區成立 15 周年，屆時將有來自世界各地約
千人的表演隊伍參加演出

樂元素、配合威武隊形和步伐，祝願祖國及
香港更加繁榮美好。擔任匯演藝術顧問兼總
導演的中國管樂學會主席于海昨表示，軍樂
團將一邊步操、一邊奏出多首流行樂曲、古
典、民族音樂等，相信能為觀眾帶來視聽享
受。
匯演執行導演竇建波也稱，屆時每場的
開幕式將演奏聞名的《老朋友進行曲》，壓
軸則會由解放軍駐港部隊儀仗隊、警察樂隊
和香港合唱團協會，合唱《東方之珠》，並
會舉行升旗儀式。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楊立門表示，活
動除展現國家和世界各地豐富多彩的軍樂特
色外，亦促進國際間的友誼。他說，十二支
表演隊伍各具特色，其中土耳其梅赫特爾軍
樂團源於十四世紀奧斯曼帝國年代，是世界
上最古老的軍樂團；俄羅斯邊防衛士軍樂團
則是一支多才多藝，集音樂及舞蹈於一身的
團隊。
除了 「國際軍樂匯演」外，康文署署長
馮程淑儀表示，康文署將於六月及七月，將
分別舉行 「乾隆皇帝的秘密花園」和 「一統
天下：秦始皇帝的永恆國度」展覽，三個項
目製作費用合共六千五百萬元。

離任在即 撰文話別

呂新華欣喜見證港成長

【本報訊】擔任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六年之久的呂新華將於日內
離任返京，據了解，新任特派員將於五月上任。呂新華昨日以《香
港，心中始終有你》為題撰文，與香港各界朋友話別。回顧四十年
的外交生涯，呂新華說，他有十六年時間為香港的回歸和繁榮穩定
貢獻力量，深感光榮和責任重大，亦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六載
時光飛逝，臨別依依，呂新華說，他不會忘記與香港各界朋友同舟
共濟、攜手合作、共同走過的日子，今後無論他身在何處， 「獅子
山」 精神將永遠激勵他，紫荊花亦會永遠盛開在他的心田。以下為
呂新華撰文全文：

行政長官曾蔭權昨日繼續訪問新西蘭
的行程。昨午，曾蔭權伉儷參觀璽龍茶園
，穿着傳統毛利服飾的小孩迎接（見圖）。據知，該茶園計
劃在香港設立貿易公司，開拓亞洲及內地市場。

參觀茶園

四月，我將結束在香港的工作返回北京。在這春暖花開的美好季節告別香港
，告別友人，心中難免感傷與不捨。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已在香港度過六個春秋
。在這二千多個日子裡，我饒有興趣地讀着香港這本書，與香港同胞一道見證香
港的成長和變化，收穫了至真至誠的關愛和友情，生活中充滿快樂與溫馨。
香港曾飽經滄桑，卻風采依然。歷史的風風雨雨使她變得勇敢堅強。中西合
璧、古今相融的特色令她永葆魅力。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讓她生機
勃勃。 「無畏更無懼」、 「攜手踏平崎嶇」的 「獅子山」精神讓她戰勝一個個困
難和挑戰。回歸祖國以來，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成功落實。
七百萬香港同胞秉持積極進取、追求卓越的 「飛龍」精神，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創造了香港作為 「亞洲國際都會」的新奇迹。溫家寶總理訪港時曾說， 「香港是
中國的香港，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香港是面向世界的香港」。憑着背靠祖國、
面向世界的獨特優勢，憑着特區政府和香港同胞的辛勤拚搏，香港這顆 「東方之
珠」不斷煥發出新的光芒與活力。她的未來也將更加璀璨奪目！

為港作貢獻深感光榮
在我四十年的外交生涯中，有十六年時間，為香港的回歸和繁榮穩定貢獻力
量，深感光榮和責任重大。我牢記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的重託，堅定不移地貫徹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從香港實
際出發，開拓進取，積極開展涉港外交工作。我們同特區政府 「相互尊重、相互
信任、相互支持、密切合作」，順利處理了大量涉港外交事務。我們全力支援香
港建設 「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亞洲時區首位國際金融中心」和 「區域法律服
務和糾紛解決中心」，協助香港抵禦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我們積極協助特區參
加和主辦國際會議等重大活動、處理有關國際公約在香港的適用、授權特區政府
與外國談判簽署雙邊協定、全力及時保護海外香港同胞的合法權益。我們還通過
外交大講堂、公眾開放日、外交知識競賽、大學生國際問題座談、大學生外交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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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外交
部駐港特派
員六年之久
的呂新華將
於日內離任
返京，他深
感依依不捨
資料圖片

令營和香江亞洲論壇等多種活動，讓外交走近更多香港同胞，讓大家一道共用作
為中國人的光榮與驕傲。能夠為擴大香港對外交往、提高香港的國際影響力和競
爭力、維護祖國和香港的利益盡綿薄之力，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
回望香江大地，這裡有我們共同追求的理想和團結奮鬥的足跡。我不會忘記
與香港各界朋友同舟共濟、攜手合作、共同走過的日子。我衷心感謝每一位關注
、關心、理解、鼓勵、幫助我和公署的香港同胞和特區政府同事，我會永遠記住
你們，祝福你們！
在香港的歲月承載着我人生的美好回憶，成為我生命中的寶貴財富。我已到
退役年齡，不再在外交第一線馳騁，但仍有新的領域等待我去開拓。今後，無論
我身在何處， 「獅子山」精神將永遠激勵我，絢爛芬芳的紫荊花將永遠盛開在我
的心田！
希望在北京見到你們。

陳智思避嫌不加入行會

【本報訊】港區人大代表兼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
席陳智思日前接受電台訪問時澄清，候任行政長官梁
振英沒有邀請他加入下屆行政會議及當召集人，縱
使有他暫時也不考慮，原因是他旗下集團極可能入
標競逐政府即將推出興建私家醫院的地皮，需要避
嫌。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的管治班子備受社會關注，
有報道指，曾與梁振英在行政會議及嶺大校董會共事
過的陳智思，很大機會獲邀加入班子，或擔任下屆行

政會議召集人。
對於有關報道，陳智思表示，政府即將推出興建
私家醫院的地皮，他旗下集團一直對黃竹坑的地皮有
興趣，但在行政長官選舉期間，看到候選人面對許多
黑材料或沒有證據的指控，擔心其投標計劃亦會被外
界諸多揣測，對梁振英及他本人都不公平，故為避嫌
，暫時不會考慮，若投標有結果後，梁振英作邀請，
屆時才考慮。
此外，對於有意見認為商界多支持唐英年而對梁

大和解飯局利港發展
辛文仁

政壇八卦鏡
CY 上京，有政壇人士八卦，中央會否
就下屆新班子建議人選，大家不用估了，就
算 CY 有名單在手，也無可能在短期內公布
，估計要到六月底才能揭曉。大家不要忘記
現屆政府仍然是曾班子，正所謂 「寧畀人知
，莫畀人見」，為免令現屆政府尷尬，相信
梁班子要再等多兩個月才會曝光。
除了司局長人選矚目，其實整個政治問
責團隊仍然有其他成員，包括副局長和政治
助理。市民或許對他們的表現好壞參半，但
記者近日從小道消息得知，有副局和政助已
經在出面搵定工，不會留任下屆政府。或許
會奇怪副局、政助人工都算不錯，為何會搵
定後路？有政界人士分析，除非很有熱誠，
否則誰想進入這個熱廚房？加上當過政府官
員不愁找不到工作，分分鐘人工更上一層
樓。

另外，CY 今日將從北京返港，晚上隨
即出席建制派搞的飯局，坊間視今次飯局為
「大和解」飯局，皆因建制派在選舉期間分
裂成 「挺唐」和 「挺梁」陣營，大家是時候
放下歧見，好好為未來香港發展謀求良策。
CY 在當選後的記者會上，也向各方釋出善
意，稱今後無分「唐營」、 「梁營」或 「何營
」，只有 「香港營」。預料這次 「大圍」飯
局不會爆出驚天動地的新聞，但意義就相當
重大，顯示 CY 踏入團結建制派的另一階段。
除了出席建制派飯局，CY 將出席民建
聯星期六舉行的路向營，今次路向營的主題
為 「新形勢、新發展」。民建聯作為全港第
一大政黨，過去也曾為政府輸送人才，包括
現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政治助
理張文韜和徐英偉。至於來屆的政府班
底，相信民建聯也樂意向政府推薦人
選，還看 CY 何時主動伸出善意之
手，招攬政黨人才籌組自己
的班底。

振英有所顧忌，陳智思表示，唐英年是商界出身，且
曾擔任財政司司長、政務司司長，商界人士對他有好
感是理所當然，但相信不論是商界人士還是其他界別
的人士，都想香港好，故不會搞對抗或針對。陳智思
認為，梁振英毋須刻意討好商界，只要各盡本分多溝
通，合作不成問題。
陳智思又指出，香港在過去一段時間，不斷要應
對金融風暴等經濟問題，缺乏培養政治人才的長遠規
劃，令政界青黃不接。他認為，政府諮詢架構是很好
的參政踏腳石，讓有志年輕人參與公共事務，希望下
屆政府在招攬人才時，不要只找肯接受政府意見的人
，而要看重其才能。

雙非私人草案
月內完成審核
【本報訊】經濟動力立法會議員林健鋒昨日表示，就解
決 「
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問題而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已交
由律政司法律草擬專員審核字眼。他引述律政司指，最遲一
個月內會完成審核。他之後會將草案交由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審批。林健鋒表示，提出有關草案，是希望透過修改《入境
條例》中有關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定義，還原《基本法》中，
「
雙非」子女並不享有居港權的立法原意。他認為，政府有
責任解決有關問題，但現時未有做得徹底，他作為立法會議
員需要提出草案，啟動修改本地法例的機制，但他強調，此
舉並不影響司法獨立。

民協部署戰立會爭四席

【本報訊】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新增五個區議會功
能界別議席，反對派各政黨一直對這五個 「超級議席」虎視
眈眈，各懷鬼胎。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表示，有意競逐超
級區議會，但多次與其他反對派政黨提出協調，對方都只顧
各自利益，對民協的建議反應都相當冷淡。民協亦計劃在九
龍西、九龍東、新界西三區派人出選。
民主黨傾向派出兩隊競逐超級區議會，而街工亦表明有
意分一杯羹，若再加上民協，反對派至少有四隊人角逐超級
區議會，但民協預計，反對派最多只能奪得三席。馮檢基表
示，自己已向中委會表明有意競逐，中委會亦決定民協會積
極派員參選，但與其他反對派的協調工作一直毫無進展。
馮檢基說，早在一月已於飯盒會中兩次提出要協調，且
早前亦與街工李卓人提及相關問題，但對方反應冷淡，只以
「
拖字訣」回應。馮檢基表示，若最終未能成功協調，手握
十五個區議會議席、穩奪入場券的民協亦不排除會自行決定
意向，希望反對派政黨能放下自身利益。
地區直選方面，民協計劃在九龍西、九龍東、新界西三
區出選，估計將由民協主席廖成利領軍新界西，副主席譚國
僑以及黃大仙區議員許錦成將分別在九龍西和九龍東出選。
譚國僑形容，今次選舉是穩守寸進，希望民協的立法會議席
，由目前的一席，增至兩至三席，更希望取得四席。

公民黨陷內外交困
曹宗興
在剛過去的復活節，公民黨舉行了為期兩天的 「路向
營」活動。按原計劃，此次路向營將檢討過去一年的黨務
工作，以及討論未來一年尤其是九月立法會選舉的部署問
題。但如此重要的黨內活動，不僅參加者寥寥，會場上更
不乏對當權者的強烈質疑。聯繫到公民黨近期表現，這個
藍血 「大狀黨」正面臨黨內嚴重分化、黨外遭邊緣化的內
外交困處境。

「梁陳組合」 能力被質疑
公民黨的權力向來掌握在少數的幾名核心成員中，
「一言堂」作風從零六年成立至今沒有改變過，許多基層
黨員 「有冤無路訴」，對政黨路線與前途感到心灰意冷，
令整個 「路向營」參加人數創了歷次新低。有與會者向傳
媒透露，兩天的活動有多場討論與講座，但出席者僅二十
多人。冷清的會場，讓黨內高層感到難堪，黨主席陳家洛

甚至要在一封致黨員的信中對太少人參加表示遺憾。
不僅參加者少，據稱會上更有多人對政黨近年表現以
及黨的發展路線作出強烈質疑。批評履新不足半年的梁家
傑、陳家洛 「梁陳組合」沒有足夠能力領導公民黨，錯失
良機，尤其是沒有足夠重視九月立法會的 「超級議席」，
將機會拱手讓予其他反對派，而高層更有 「黑箱作業」之
嫌。
雖然公民黨向來不願承認自己的問題，但一場 「路向
營」卻揭開該黨目前的真實處境。一方面由於當權者的無
能與盲目，令政黨路向偏失，一再挑起居港權案、大橋覆
核案，不僅令選舉失利，更令支持者流失，基層黨員發展
機會被褫奪處境艱難，對當權者的不滿更是日益激化。另
一方面，由於民主黨抓緊了特首選舉的機會，已重奪反對
派主導地位。
而職工盟組建的 「工黨」，以及其他反對派力量
的崛起，已令公民黨頭上的 「光環」消耗殆盡，甚
至有被邊緣化的危機。
一個不懂反省的政黨，最終會落得什麼
下場？今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將會給這
群藍血的 「大狀」們一個殘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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