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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辦600活動慶回歸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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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世安：履行憲制責任 維護國家安全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15日是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澳門特區行政長官
崔世安14日發表題為《履行憲制責任，維
護國家安全》的感言表示，國家安全不是
遙不可及的概念，而是與澳門居民的生活
息息相關。須共同維護國家安全，才有澳
門的安居樂業。

崔世安說，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
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
，應當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
行立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是 「一
國兩制」的一項特殊安排，充分體現了國

家對澳門的信任與尊重。因此，在2009年
，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
》，順利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將維
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落實到本地區立
法。

崔世安表示，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
領土完整，是澳門特區政府和廣大居民的

共同義務和義不容辭的責任。國家將每年
4月15日定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就是
要通過多種形式的宣傳教育，增強全民國
家安全意識，更好履行以人民安全為宗旨
的總體國家安全觀。

他指出，澳門特區政府將結合國家安
全意識，繼續強化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教

育，鞏固和發展愛國愛澳優良傳統，通過
不同渠道的宣傳教育，讓國家安全意識在
澳門廣泛提升，讓廣大居民學習國家安全
方面的法律知識和生活常識，懂得如何依
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和責任。將切
實履行維護國家主權的憲制責任，全面推
動澳門 「一國兩制」事業向前發展。

彰顯「一國兩制」成功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海報設計及短片

拍攝比賽頒獎典禮暨巡迴展覽啟動儀式昨日於荃
灣愉景新城商場舉行。主禮嘉賓包括：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慶典統籌辦公室主任梁松泰、新聞處
處長黃智祖和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吳加聲。張建
宗致辭時表示，回歸20周年慶典有三個主要目標
，包括彰顯20年來 「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凝
聚社會、推動社會團結；以及加強市民信心，掌
握目前機遇。他又表示，香港自回歸以來，成功
落實 「一國兩制」及一直獲得國家支持，保持香
港社會穩定和繁榮。

張建宗續稱，政府鼓勵社會各界自發籌辦慶
祝活動，至今已收到300多項要求被認可為慶祝
回歸二十周年活動的申請，反應極之熱烈，連同
政府舉辦及支持的300多個項目，預計全年共有
超過600項慶祝活動在香港舉行。另外，政府將
在海內外60個城市舉辦200多項慶祝活動，其中
，本港藝術團體會在世界各地演出120場，展現
香港文化藝術及創意的軟實力。

張建宗參觀完巡迴展覽區後會見傳媒，進一
步交代慶回歸活動安排。他表示，政府官員將於
下月中開始，在民政專員及社福專員負責安排下
落區探訪基層家庭，屆時每人將分別負責在一區
進行探訪，期望官員能夠與市民直接溝通，同時

顯示關懷。被問到會否擔心官員落區時遇上衝擊
，張建宗回應指，官員落區主要是進行家訪，並
非在街上 「做騷」，不擔心會 「被人圍」。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巡迴展覽由昨
日起至九月，在港九新界其中六個商場舉行。張
建宗表示，巡迴展覽回顧香港回歸20年來
取得的種種成就，並展望香港未來的發展
機遇。他說，政府未來會繼續發揮 「一國
之利、兩制之便」的雙重優勢，把握國家
的 「一帶一路」策略、 「十三五」規劃及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的機遇，鞏固香
港作為 「超級聯繫人」的重要角色，充分
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

【大公報訊】記者謝進亨報道：痛失雙親
成長路崎嶇，對智障人士而言或更艱辛。患有
輕度智障的廖君榮，因父母先後離世而缺乏照
料，幸入住扶康會為智障人士設立的 「扶康家
庭」。在 「人生的第二個家」中，獲 「家姆」
（家庭保姆）悉心照料，重拾家庭溫暖外，亦
有助融入社會。

26歲的君榮因父母離世後，沒有親戚願意
伸出援手下，曾先後入住嚴重智障院舍，並於
2010年起入住 「扶康家庭」於觀塘的住宅單位
「超瑩軒」，與另外九名年齡介乎20多至60多

歲的智障人士、 「家姆」等人共同生活。
現時在社企餐廳任職洗碗工的君榮，每日

下班後回家與 「家人」共進晚餐。每晚的三餸
一湯，逾十人的伙食均由湯麗芬（Theresa）
等四名 「家姆」輪流烹煮，殊不簡單。把
Theresa視為己母的君榮作為家裏一分子，亦
會幫手做家務，如拖地、洗碗等。

今年二月任職 「家姆」， 「入主」這個大
家庭的Theresa認為， 「家姆」需把每位家庭
成員視作自己的親人，要照顧一個大家庭，需
互相關心、體諒，才會令超瑩軒充滿着愛。

馬會今年度將撥款逾1.17億元，以支援65
間參與機構，當中包括香港青年藝術協會、香
港青年旅舍協會、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等四間
新合作機構，料約110萬人受惠。

扶康家庭助智障者融入社會

【大公報訊】記者許嘉信報道：
政府新聞處舉辦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二十周年海報設計及短片拍攝比賽，
鼓勵大眾發揮創意，表達對香港未來
的願景。有得獎者表示，本港社會近
年出現一些分歧，期望港人能夠秉持
求變和團結的心，凝聚力量，化解矛
盾，讓香港未來能夠發展得更好。

海報設計及短片拍攝比賽合共收
到約3000個參賽者的2800多份作品，
參與的中小學多達200間。海報設計
比賽以 「我到20歲時……」為題，鼓
勵小學生大膽想像自己20歲時的境況
。短片拍攝比賽則以 「攜手同行」為

題，分別設有中學組及公開組，鼓勵
參賽者以短片表達特區成立二十年香
港人攜手同行的信息。

海報設計比賽冠軍得主、聖公會
基恩小學六年級生陳守義表示，希望
透過作品帶出在香港海底興建城市的
想法，以改善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
同時讓人能夠與海洋動物一同生活。

短片拍攝比賽中學組由真光女書
院四名學生奪得冠軍，作品名為 「異
見．同心」。得獎者之一、中四生林
海濤表示，留意到本港社會進來出現
一些分歧，社會上出現不同意見，期
望透過作品帶出 「團結」的重要性，

「各持己見是不能達至共贏，若出現
摩擦，是需要有人主動化解」。另一
名得獎者、中五生葉天眷表示，不少
港人關注住屋問題，期望政府能夠做
好城市規劃和市區重建。

短片拍攝比賽公開組冠軍得主
之一的 「九十後」姚傑文則表示，
期望港人能夠擁有 「求變」的 「新
獅子山精神」，一同面對未來各種
挑戰。

他又認為，港人生活節奏急促，
文化藝術作品能夠讓人感到開心， 「
冇咁消極」，希望政府能夠加強對文
創產業的支援。

賀20歲海報及短片比賽頒獎
得獎者盼港人團結求變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政府將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包括舉行 「共慶
回歸顯關懷」 計劃，安排政府官員落區探訪長者及基層家庭。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表示，落區活動以家訪為主，目的是向市民展示關懷，不擔心官員屆時會遇上衝
擊。他又預計，本港今年將會舉辦超過600場慶回歸活動。另外，政府由昨日起至
今年九月舉辦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巡迴展覽」 ，介紹本港20年來的發

展及未來機遇。

香港回歸 周年
Anniversaryth

大公報記者 許嘉信

楊岳橋與梁頌恆周日台灣同台 黃毓民聲稱告別政壇
舊年喺立會選舉輸咗畀游蕙禎、

之後喺政壇近乎失蹤嘅黃毓民，尋日
喺facebook煞有介事發表文章，話自己
係時候 「政治說再見」喎！所謂說再
見， 「不再從政，退出政壇；包括不
會參加或組織政團，不參加選舉。」

不過網民對 「癲狗」呢封告別信
梗係唔收貨啦！網民Donna Lee話： 「
早走早着！」另一網民Siu Kau Fung就

話： 「黃癲狗早就應該人間消失啦。
」網民Peter Wong更直斥黃，強調 「
退出都要找數！！叫咗班青年去坐幾
年監，你教主自己縮沙走？」

其實， 「癲狗」喺政壇已經無晒
位置了，輸咗立法會選舉，唔通仲拋
頭露面咩！但佢話仲會主持論政節目
，唔會再參選，其實同目前有咩分別
呢？真係攞嚟講。

港台政治人物接觸愈來愈多，唔止激
進 「本土」及 「港獨」分子到台灣博宣傳
，連 「泛民」議員公民黨黨魁楊岳橋都準
備聽日到台灣出席傳媒論譠，同場嘅仲有
被褫奪議席的青年新政梁頌恆，及台灣太
陽花運動搞手林飛帆，似乎兩地政治人物
嘅關係愈來愈 「緊密」。

上星期，梁頌恆啱啱同游蕙禎到台灣
出席 「藏獨」機構主辦的活動，聽日又同
公民黨議員楊岳橋一齊去台北出席 「兩岸
三地新領袖論壇」。

論壇係台媒《新新聞》三十周年社慶
節目之一，話邀請四位30歲左右、深具 「
影響力」的青年 「菁英」討論兩岸三地共
同關切嘅問題，展望未來十年兩岸三地的
互動與發展。嘉賓除咗楊岳橋、梁頌恆及
林飛帆，仲有內地傳媒人賈葭。

不過，有台灣網民唔係好認同呢個 「

新領袖」組合，留言話： 「他們是什麼咖
（角色）啊，還新領袖？」

「本土派」或 「港獨」分子去台灣己
經行到熟，公民黨成員去台灣都唔係第一
次。太陽花運動期間，公民黨議員陳淑莊
曾經以所謂 「佔中特派員」嘅身份去咗台
灣視察，當時
仲訪問過林飛
帆。

港台政治
人物接觸愈趨
頻密，唔知會
唔會令香港政
治氣氛台灣化
，或者將台灣
議會的武鬥文
化帶咗嚟香港
呢？

更多內容歡迎掃描二
維碼，瀏覽大公網 「
港東港西」 專題

港 東 港 西

1082復活兔雕塑現馬場創紀錄
復活節假期昨展開，

賽馬會在沙田馬場舉行社
區盛事 「同心同步同樂日
」，本地雕塑家曾章成帶
領1085名中小學生，於沙
田馬場用45分鐘製出1082
個應節的復活兔雕塑，創
舉更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
。一連三日的同樂日節目
豐富，以五大主題貫穿十
大活動區，提供70多項寓
教育於娛樂的活動及遊戲
。活動首天吸引逾萬名市
民入場。

圖、文：記者葉漢亮

慶回歸20周年巡迴展覽
時間

今起至4月23日

5月19至25日

6月16至22日

7月15至24日

8月17至24日

9月8至18日

地點

荃灣愉景新城

將軍澳新都城中心三期商場

鑽石山荷里活廣場

太古城中心

尖沙咀海港城

銅鑼灣時代廣場

Starry復活節溫故知新
復活節假尋日開始，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尋日喺facebook發帖，就話喺香
港，有超過80萬基督教和天主教徒，
復活節期間會到禮堂進行禮拜，或參
加各式各樣嘅慶祝活動。亦有不少人
都會趁長假旅行。而喺幼稚園或小學
，通常老師都會教學生製作同復活節
相關嘅小手工，例如復活蛋、復活兔

等，讓小朋友感受一下節日氣氛。Starry
仲話，原來復活節也有春回大地嘅意
思，其中，復活蛋象徵初春一切恢復
生機，復活兔就象徵多產和生命力。

民建聯梁志祥亦都喺facebook準備
咗一個 「尋找復活蛋」嘅遊戲，其
實即係鬼腳圖，大家得閒喺屋
企hea嗰陣，不妨玩下啦！

▲楊岳橋（左）赴台參加論壇，被網民
揶揄

▲ 「家姆」 Theresa（左一）視君榮
（右一）等人為自己親人，悉心照料
。右二為扶康會創辦人方叔華神父

大公報記者謝進亨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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