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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藝萃賀盛世，華夏文明傳千秋。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同時為

了弘揚民族優秀文化，促進中國民間藝術的繁榮與發展，香港中華文化總

會、中國民間藝術資源中心與中國文化部民族民間藝術發展中心於�月7日

至�月��日假九龍尖沙咀新世界中心新世界廣場聯合舉辦「中國民間藝萃博

覽會」，特別從全國邀請�0多位著名民間藝術家、工藝家蒞港，現場製作、

展示和銷售有些平時在市面上不常見的稀罕的民間珍品，成為香港歷

來最具規模的民間藝萃博覽。這個一連四天舉行、別開生面、別具一

格的博覽會是香港慶祝回歸十周年活動中的一個亮點。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文化總會副會長劉宇新代表高敬德會長和香港

中華文化總會同仁，首先向中聯辦李剛副主任和專程來港參加活動的

藝術家們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劉宇新指出，民間藝術是中國人數千年的生活創造和智慧結晶，中

華民族的凝聚力和精神面貌往往就體現在民間藝術上。獨特、質樸、

奧妙的民間藝術，展示中國人創造歷史、締造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

的人格魅力，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歷久不衰，既超越時空，也超越地

域，已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受到保護。其實，民間文化的一個特

別功能就是培養民族感情，凝聚民族向心力。例如刺繡，一針一線，

都投入了刺繡者豐富的感情；又如剪紙，每一幅圖案，都傾注了創作

者無限的喜悅。這種親身的體驗，就能達到一種情感的培養和交流。

在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之際，我們精選了20多種民間藝術門類，希望

通過展現中國民間文化的神采和魅力，讓市民親自接觸、親 身感受，

從而喚起廣大港人的民族情，激發廣大港人對祖國的認同感。

李剛副主任對民樂有興趣

   開幕典禮前，李剛副主任和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張延軍部長在劉宇新

副會長的陪同下，興致勃勃地參觀了參展的藝術精品，來到民樂攤位

時，李剛副主任拿起一支像竹笛的少數民族樂器試吹。據攤位主人介

紹，那支樂器雖然外形似竹笛，但並不是竹笛，而是一種少數民族樂

器 - 巴烏。

  

民間藝萃慶回歸 喚起民族情
展出30多種民間藝術 香港歷來最具規模

   中國民間藝術精萃品種繁多，但

此次博覽會演出的竟有�8個省、市

的近�0個品種。這些工藝品有北京

的風箏、中國結、中國畫、豆塑、

卵石畫；吉林魚骨畫、蛋雕；河北

的面塑、布藝、皮影、陶藝；貴州

的蠟染；天津的木板平畫；河南的

葫蘆烙，麥稈畫；陝西的彩繪；四

川的民樂、棕編、糖人糖畫、竹

藝；海南和重慶的茶藝；新疆的木

雕；山東的油畫；廣東的泥塑；江

蘇的蘇綉、燈彩；香港的剪紙。還

有福建栩栩如生的木偶。另外，新

加坡獅城書法篆刻會也參與承辦，

展出該國邱程光先生的書法。每種

精工細作，異常精巧，十分美觀，

人見人愛，有些極有收藏的價值。

劉宇新副會長陪同李剛副主任、張
延軍部長參觀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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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還有一位大師，他先用繩子的兩頭均帶有鐵

鈎的一頭，先勾住兩個小鼻孔，將繩子拉過頭項倒向

背脊，再用另一頭的鈎，勾起裝有�2支大特裝的一

箱蒸餾水達�分多鐘。表演完畢，他若無其事走下臺

來，用分叉打成小圈的小繩，各套住一邊耳溝，另一

頭兩條小繩合為一條較粗的粗繩，並套在小車上，他

仰頭向天，背脊��∘左右傾向地面，兩腳跟頂住地

面，腳趾踩地向後，用力一頂，輕而易舉將車拉開。

這些表演既精彩也刺激！

刀上功夫

   四川的李紅沁，這個有咱們香港沈殿霞身

段的女士，自稱是四川的「肥肥」，表演的

是刀上功夫。她可用鋒利的菜刀，在手臂上

切瓜，可以光着腳板，每腳站在一把銳利的刀

刃上。當表演完畢，皮肉分毫不傷。她還能幾

次同時不單變換不同的

臉容時，也變換一身不

同顏色的衣裙。

奇人絕技 嘆為觀止
    「中國民間藝萃博覽會」展出的民間藝萃，可說件件精美，演出的節目也是個個精湛。

    「中國民間藝萃博覽會」開幕後的前三天，每天還舉行一場震撼人心又極具娛樂性，曾榮登健力士紀錄的

奇人絕技精彩表演。開幕那天我親眼目睹三項難以置信，但確確實實是在主禮嘉賓及眾多觀眾面前，成功表演

了令人嘆為觀止，令人驚奇不已，極為生動的高難度精藝。 由於節目豐富精彩，吸引了不少外國遊客，還以

為新世界中心正主辦廟會。                                                                （戴方）

 
拉麵王馬國強

   神奇的上海拉

麵王馬國強，歲

數看來已在五張

以上，雙腿兩臂

十分有力，他上

臺後，雙腿穩健

立定，雙臂將麵

團搓成粗麵條，

然後將麵條的兩頭拉直，用力向上拋，接著

將拉長的兩頭合攏，擰成麻花條狀，彎腰用

一隻手拉起垂下的一頭，挺身將粗麵條拉

直，再向上拋，如此來回運作，幾分鐘後，

發揮麵條的兩頭，中間一段，就成了如絲的

細麵條。這一出來，實在不可思議，小小的

麵團卻成了2�萬條粗細一樣的麵絲。馬先生

拿出普通縫衣用的針，兩位女士上臺，一個

見證一個拿起試了兩下，麵絲成功穿過針孔

而不斷，此時，全

場掌聲雷動。

   二指禪的

表演也令人

驚嘆，其表

演 也 深 深

吸 引 台 下

觀眾，屏息靜觀。甘肅的王巍寶用二個

手指頭，支撐整個身體，就能夠做出匍

伏，倒立動作，難怪他連續三屆榮獲全

國武術功夫大賽冠軍，健力士“中國十

佳絕技絕活”第一名。

二
指
禪

耳
溝
拉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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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駐港公署慶10周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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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華人書畫世紀大聯展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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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千學生 武文弄墨 慶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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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總網站新面孔

    為配合本會會務的急速發展及緊貼時代

脈搏，在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之際，本會為

網站換新裝。更新後的網站，內容更加充實

豐富，增添了一些新訊息包括總會文集、屬

會活動、節目預告等；版面設計在視覺上更

加美觀及富有動感；實用性方面，欄目清

晰，便於搜索。歡迎瀏覽 www.acchk.org，

並盼賜予寶貴意見。

回歸10周年十件大事選出 
                   香港回歸列榜首

共建和諧社會 迎接美好回歸

徵文比賽作品集 隆重面世



��

推動公民教育 促進人心回歸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高敬德會長 

風雨歸來歷十載

繁榮穩定顯氣派

「一國兩制」創先河

盛世明珠放異彩

    胡錦濤主席在香港特區政府的歡迎晚宴發表重要講話時特別提到要加強青少年的公民

教育，令我們感到振奮和鼓舞。近幾年來，本會不斷地推廣青少年的公民教育，如舉辦全

港中學生《基本法》徵文比賽和共建和諧社會徵文比賽，以及組織青年學生到內地進行國

情教育和文化交流，受到了特區政府的肯定和社會人士的讚賞。

本會舉辦的全港中學生《基本法》徵文大賽盛況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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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暨所屬社團與民政局共同主辦「香港青年文化藝術
節」。

本會舉辦「共建和諧社會 迎接美好明天」全港中文徵文比
賽，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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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文化總會赴第三屆文博會（深圳）代表團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名譽會長黃燦光先生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秘書長林自強先生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總幹事林燁小姐

香港美術研究會會長王子天先生 中華國際電影電視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劉志榮先生 香港文化藝術推廣協會會長劉若儀女士

香港文化藝術推廣協會秘書何英偉先生 香港文化藝術推廣協會學術主任劉家勝先生 香港作家協會理事、香港電台電視部綜合節目組監製麥繼安先生

香港魔術家協會會長譚永銓先生 香港文匯報公關部總經理普惠艷女士 香港影評人協會會長何緯豐先生

香港影評人協會副會長何威先生 香港舞蹈拓展協會主席蔡國波女士 香港中銀合唱團顧問莊漢華先生

香港國際書畫家協會會長尹安健先生 奇藝匯娛樂製作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鄒阿梅女士 香港青少年視覺藝術協會會長魏勤先生

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有限公司主席古揚邦先生 多元藝術研究會會長唐至量先生 香港書畫藝術協會會長蔣志光先生

彩園藝術中心主席楊昇建先生 中華文總京劇研習社社長王少秋女士 翹輝粵劇團團長馬德明先生

紫荊藝術團團長楊榮華先生 葵涌南文藝協進會會長張彼得先生 葵涌南文藝協進會副會長馬錦驪女士

東方文化交流社社長王曉樑先生 香港中國陶藝研究會會長莊偉祥先生 武術研究學會秘書長莊健強先生

香港學生聯會幹事楊嘉珮小姐 Ben & Chris Studio 雷兆強先生 國聲民族管弦樂團團長陸偉成先生

香港城市中樂團統籌主任佘南英女士 中國民俗文化節籌委會常委林譽蘭女士 世界華文文學學會香港分會會長戴方先生

香港美術家協會主席張孝勇先生 香港文學促進協會理事施清池先生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理事江燕基先生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演藝部主任何珮君小姐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馬嘉欣小姐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展覽交流部主任霍信恒先生

文總組團參加第三屆文博會開幕禮



22

呂新華特派員與參觀者合影。

吕新華特派員(左三)、明俊
富副特派員(左一)與林燁、
何珮君合影。

中國駐港特派員公署開放 文總代表參觀

   �月2�日上午�0時，銅鑼灣

中央圖書館演講廳十分熱鬧，

二百多人出席全港公開《動感

文學藝術》研討會。主講嘉賓包括蔡建祥總警司、李求恩

紀念中學賴炳華校長、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區月晶校長、

本會副會長、理事長張詩劍、監事長謝緯武等發表講話。

出席人士包括十間協作學校校長、師生、家長及本會不少

著名作家、文藝界朋友及社會各界人士，氣氛熱烈。

   八年前梁荔玲一個創意概念 - 將平面文學作品變成立體

演繹而保持作品原來風格，同時使讀者變為觀眾，欣賞到

作家的原創引伸出《動感文學藝術》。她與李公安合作經

歷了五個劇目的演出：《琵琶行》、《王昭君》、《踏過

櫻花第幾橋之斷鴻零雁》、

《岳飛英雄傳》及《天水圍

的春天》，其中《岳》、

《天》兩劇演員接近三百人屬大型群戲，演出時十分哄

動。

   直至今天，被教統局優質教育基金接受及文藝界朋友所

認同，殊非輕易。由始至今又得到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的關

心和支持，實屬難能可貴。

   今年�2月2�日，梁荔玲再次執導由教統局優質教育基

金資助由十間學校接近三百人演出：《中華英雄岳飛（金

裝兒童版）》。該劇邀請岳飛第廿八世孫岳朝軍、總警司

蔡建祥暨警隊〈岳家軍〉主禮，到時將會有一番熱鬧。

動感文學獲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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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璉普通話推廣和諧社會

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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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歌歡舞慶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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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二胡金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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