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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集團與中國書協主辦青少年書法大獎賽 姜在忠聶成文致辭 300嘉賓共襄盛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由中國文學藝術
界聯合會擔任指導單位，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姜在忠在典禮上致辭表示，今年是改
革開放 40 周年。在這承上啓下、繼

協會李兆基小學的歐陽百峻獲得，而硬筆組的特

往開來的重要時間節點上，舉辦第二屆香
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就是希望通過傳統
藝術文化形式、以青少年的筆觸，謳歌改
革開放 40 年來的豐功偉績，重溫港澳同
胞參與、奉獻祖國改革開放 40 年的偉大
歷程。

等獎由獻主會聖母院書院的葉利騏獲得。全國政

姜在忠：證青年愛好中華文化

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

他說，40 年來，港澳同胞懷着對國家
和故鄉的熱愛，到內地投資，屢開歷史先
河，推動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習近平主席
11 月 12 日在北京專門會見香港澳門各界
訪問團時，就情真意切地予以了肯定。這
是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對港澳同胞在國家改

及中國書法家協會聯合主辦的「第二屆香港青少
年書法大獎賽」昨日假香港會展中心舉行頒獎典
禮。各學子各展所長，毛筆組特等獎由香港青年

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楊何蓓茵，中聯
辦宣文部副部長李海堂等 300 多位嘉賓出席，為
毛筆組、硬筆組各獎項得主及最踴躍參與學校頒
發獎狀。

革開放進程中的地位、作用、貢獻作出如
此系統精闢的論述，並將這種作用提升到
改革開放成功經驗的高度，具有深遠而重
要的意義。
姜在忠介紹，本屆活動以「慶祝國家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為主題，旨在鼓勵香
港青少年寫好中國書法、傳承中國文化，
提升個人文化修養。
與第一屆相比，今年大賽新增了硬筆
書法組，旨在吸引更多同學參與，培養更
多青少年對書法藝術的興趣。活動得到了
全港學校、學生的積極響應，共收到近
160 所學校 3,000 幅參賽作品，作品數量
較去年增加了一倍。同學們報名之踴躍、
參賽作品水準之高，充分體現了他們對中
華文化藝術的愛好，令人欣慰。

聶成文：書法中悟做人道理
中國書協顧問、遼寧省書協名譽主席
聶成文於儀式上致辭指，漢字是中華文化
的載體，是傳承中華文化的基礎，中國書
法是漢字特有的傳統藝術，青少年學習書
法可以練得一手好字，可以習得博大精深
的中華文化，還可以從中悟出做人的道
理。此次書法活動覆蓋面廣、參與人數眾
多，學生報名非常踴躍，作品內容豐富多
元，體現了莘莘學子對中華文化藝術和家
國美好未來的追求，從作品中欣喜看到，
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文化觀念、時代精神
已經融入到香港學子的血脈。
他續說，今年是改革開放 40 周年，本
屆書法活動切合這個主題，書寫意義非

凡。香港同胞和祖國人民同心協力、一起
打拚，都是國家改革開放偉大奇跡的創造
者，改革開放帶來的歷史巨變使香港和內
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也讓香港同胞共
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他表示，自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和內地之
間的文化碰撞相得益彰，文藝交流日益繁
榮，文化事業獲得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同時，香港在中西方人文交流中傳播中華
優秀文化，發揮了重要的紐帶作用，這些都
離不開香港文藝家對中華文化精神家園的堅
守，對講好中國故事歷史使命的擔當。
聶成文讚揚，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將自身發展納入到國家與香港發展當中，
集團發揮優勢，團結廣大香港同胞，支持
「一國兩制」在港實踐、行穩致遠，近年

來還為舉辦青少年文化活動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活動。他代表中國文聯和中國書協
感謝大文集團及所有參與活動的機構人士
的努力付出。
頒獎禮現場展示了毛筆組、硬筆組之
特等獎、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及優異
獎共 138 幅優秀作品，讓現場嘉賓大飽眼
福。近百名中小學生更在儀式後進行筆
會，在書法大家的悉心指導下即席揮毫，
寫下「改革開放 40 周年，共享國家偉大
榮光」等字句，抒發對國家的濃厚情懷。
中國書協香港分會主席施子清，全國
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王國強，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姜亞兵，中銀國
際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長林廣兆、香港中
華總商會副會長袁武，中銀國際控股有

限公司首席執行官李彤，香港立法會議
員謝偉銓，香港工會聯合會會長吳秋
北，香港區塊鏈學會主席張俊勇，中國
書協副秘書長潘文海，中國文聯港澳台
辦副主任張錫海，中國書協副秘書長吳
占良，全國政協委員孫少文、李國興、
石漢基、龔永德、施維雄、黃華康，香
港浙聯會常務副會長詹洪良，香港工會
聯合會理事長黃國，立法會議員郭偉
強，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名譽會長楊
耀忠，新華社亞太總分社社長孫
勇，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總裁
朱華，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
羽，中國書協理事冉繁英、
白景峰、張傑等亦出席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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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歲童展才能
百峻再奪佳績

■何靄玲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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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硬筆比賽
體驗書法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
軒）本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
賽吸收去年經驗，不論作品數量
還是比賽規模都更見龐大，吸引
大批有志學生報名參賽。其中在首
屆賽事被譽為「最佳成績小學生」
的歐陽百峻今年才 10 歲，繼上年憑
《香港回歸》勇奪一等獎後，今年再
下一城，以《改革開放四十年》榮獲
毛筆組特等獎，實力非凡。
來自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的百
峻，在眾多讚譽聲中顯得害羞，但也難
掩喜悅之情，「學習書法至今大約 3 年，
連續參加比賽是因為覺得可以在當中學到
很多。」他憶述當初老師看到自己寫的硬
筆字時覺得十分工整，漸漸發掘出他寫毛
筆字的興趣和才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為進
一步吸引更多學生參與，培養更多青少
年對書法藝術的興趣，「第二屆香港青
少年大獎賽」特意新增硬筆書法組比賽，
拓寬門檻鼓勵更多學生體驗書法樂趣。有
得獎學生分享指，寫書法早已是生活的一部
分，寫作業做功課全都是練字機會，透過比
賽則能實踐所學。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中四生葉利騏，憑作品
《習近平語錄摘句》勇奪硬筆組特等獎。她指本
屆比賽主題為改革開放40周年，相信是希望學生
能在這方面表達見解，故特意選擇了這個主題，將
自己有共鳴的內容透過書法表達出來。

學習書法增歷史文化修養
小三開始曾跟隨書法老師學習，後來學業逐漸繁
重，更多是在家中臨摹學習。葉同學分享了自己的
心得，「很多老師傾向教導學生一筆一劃，慢慢
來，我卻覺得當中一大樂趣是要夠快。我平常最常
練習書法的機會就是趕作業，速度要快亦要保證字
寫得好看，結構不能亂七八糟。」她指學習書法
時，也應認識書法家的生平，以至當代的生活及政
治情況，增加對國家歷史文化修養，很有意思。
同樣參加硬筆組比賽的育賢學校小六生梁倩儀，
其作品《蘭亭序》獲一等獎。在學習書法短短兩年
間已獲肯定，倩儀格外高興。
她表示學書法的初衷源於訓練耐性，過程中漸漸
培養出樂趣，每日練兩個小時亦不覺倦。
另一名一等獎得主是耀中國際學校小五生梁耀
坤，兩年前家人覺得他脾氣暴躁，要他學寫書法陶
冶性情。他覺得能夠寫一手好字很是滿足，家人亦
大讚耀坤性格有很大改變，鼓勵他繼續學習。

深信「字如其人」練字提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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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的百峻媽媽指，兒子從小已很喜歡抄
寫，雖然身邊曾有家長朋友質疑「寫好字無
用」，但她深信「字如其人」，練習書法有助
提升個人素養和中文水平，加上書法是國家精
粹，故大力支持。
在毛筆組獲一等獎的福建中學學生張敬荷，
笑言當初是「字寫得爛」而被家人安排學書
法，如今獲獎總算是 3 年努力的肯定。另一位
獲一等獎的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中一生何靄
玲，年紀輕輕已有 6 年書法經驗，她指比賽是
個很理想的交流平台，「從中可向書法名師請
教學習，吸取經驗。」

下屆擬即場揮毫
盼決賽氣氛更熾
本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舉辦得有聲
有色，參賽者年紀雖小，卻造詣不凡，獲
獎作品可說都是精品中的精品，這離不開
同學們對書法練習的堅持。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
表示，評委老師們一致認為參賽作品水準
高，尤其是本屆毛筆組特等獎獲得者歐陽
百峻，年僅十歲就有如此書法水平，實在
令人驚嘆，還有硬筆組特等獎獲得者葉利
騏，也讓評委老師讚不絕口。

姜在忠：
推文化藝術 老師是關鍵
姜在忠感謝一眾評委老師的認真評
選，包括：廣東省書法家協會專職副主
席兼秘書長顏奕端、廣東省書法家協會
副主席陳欽碩、廣東省書法家協會主席
團成員王道國、廣東省書法家協會副秘
書長李菲鴻、中國書法家協會香港分會
副主席吳任。
他續表示，評委老師也都認為，在文化
藝術興趣和愛好的推廣上，學校老師是關

鍵因素。只有提升老師的書法教養、教學
水平，才能更好地培育學生。
他們建議下一屆書法大賽要舉行現場
決賽，這樣比賽會更公平、公正，現場
氣氛也會更熱烈、更能起到積極的推廣
作用。

■第二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頒獎典禮昨日假會展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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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中國文聯訪報史館揮毫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本屆比賽指導
機構－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組織了書法家
訪問團昨午到訪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受到
集團董事長姜在忠等熱情接待。
代表團一行參觀了集團內的大公文匯報史
館，了解到兩報在本地以至中國報業間的重要
地位及重大貢獻。
其後集團舉行筆會，一眾代表團成員即席

揮毫，互相交流書法心得。
來訪嘉賓包括中國書協副秘書長潘文海，
中國文聯港澳台辦副主任張錫海，河北省書
協副主席、中國書協副秘書長吳占良，中國
書協理事冉繁英、白景峰、張傑、王道國，
中國書協會員徐右冰、程度，中國文聯港澳
台辦處長朱孟宇，中國書協港澳辦幹部吳
悠。

吳占良：
寫好中國字 做好中國人
另一主辦機構代表、中國書協副秘書長
吳占良表示，不管是內地還是香港的同學
都在積極練習寫中國字，這是一種文化
的聯繫，更是中華民族血脈裡傳承的因
子，強調學習書法是十分重要的，鼓
勵大家寫好中國字、做好中國人。
他並指書法大賽活動舉辦得越來
越盛大、水平也越來越高，希望
活動能一直延續下去，讓同學們
寫好中國字、學好中華文化，
進而培養端莊典雅的氣質，為
人生帶來積極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摯

看過今天在場的作品，覺得今年的水準比過
往好，作為前輩，我感到非常高興。寫書法可
以陶冶性情，也可以增加學問，所以青少年多
寫書法還是好的。何謂好的作品？就是要把字
寫得有氣勢，有活力，寫的字要站得住。書法要寫
得好，不是十年八年的事。如果青少年想把字寫得
好，最重要的是培養自己的興趣，有興趣才能推動
自己不斷去學習和磨練技巧。再者是要虛心向書法家或者書法愛好者
請教，多看別人的作品，學習他們長處。

同學們的作品大體上都非
常好，但仍需要練習扎實的
基本功，做到每一個筆畫都
要弄通、弄懂、弄明白。古
人說，學會永字八法能通萬字，我
認為，學會永字八法必須讓八法外展，皆因八法
能生成 64 法，8 個筆畫能生成 64 個筆法，變化
很多。舉例說，「橫」這一筆如若放到任何一個字都
一樣，就寫不出好字了。

傳統中國書法是中國人獨有的藝術，也是能充分展示中國文化
的良好媒介，書法也是自我提升、修心養性的一種方式，學生能透
過寫作、書法提升自身修養，更深入了解中國文化，從而更好地弘
揚優良的文化傳統，因此十分鼓勵、支持類似的活動在香港舉行。

漢字的偉大在於每一個音，都可能代表不同的字，
不同的字，便有不同的解讀，因此書法的筆法也是如
此，各自的形態不一樣，這些細節可謂十分重要。

施子清

吳秋北

張俊勇

書法的練習十分重要，書法的好處在於能充分展現民族底氣，
可在練習的同時不斷培養心性，培養對國家、對民族的獨特情懷，
因此十分鼓勵年輕人練習書法。

活動吸引很多學校積極參與，包括傳統名校、非傳統名校等，
賽果更說明了不一定名校才有獲獎優勢，其實讀書成績優秀與否並不重
要，重要的是寫一手好字，並從中領略中國文化。
大家都十分用心籌辦是次活動，讓我感到十分開心。青年強則國家強，希望
社會各界多參與青少年工作，一同支持青少年發展。
這次的作品相當不錯，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上，香港一向做得
比較好。書法是中華文化核心的符號香港青少年通過書寫漢字、歷
代的經典名句，可以增強香港青少年對國家文化的認同。如果青少
年想學好書法，要加強和內地的交流。現在中國書法進入中興時
代，書法的高等教育發展得很快，所以可以加強兩地的交流。在香港，
也可以多辦書法比賽，而且學校也要開設書法課程，培養學生學習書法的興趣。

白景峰

■中國文聯書法家訪問團昨到訪香港大公文匯集團報史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冉繁英

我們國家五千年的文化精髓在書法，書法融入了很
多東西，包含了哲學、美學、音樂等很多豐富的知
識，因此我認為書法一定要從孩子做起，讓學生們互相交
流，讓正統文化傳承下去，構建文化自信，復興中華文
化。
參賽作品設計面十分廣泛，包含了各
種書法體，學生們都寫得很不錯，基本
上都是學習中國傳統的經典字體，例如
是碑帖的字體，這樣的學習方法也基本
正確。我也感覺到他們很努力地學習書法，
這很好，學生們筆法端莊、姿勢正確，能看出他們的用
心。活動不但對學生提供很好的練習平台，更為家長帶來
啟發，在電子設備盛行的年代，以手中毛筆練習寫字，有
助開發思維、修心養性，硬筆書法對工作、生活也將帶來
好處，希望未來能舉辦更多類似的活動，助力中華文化的
傳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摯、朱慧恩、張夢薇

張傑

■梁倩儀以作品
梁倩儀以作品《
《蘭亭序
蘭亭序》
》獲硬筆組
一等獎。
一等獎
。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梁耀坤以作品
梁耀坤以作品《
《中華新賦
中華新賦》
》獲硬筆
組一等獎。
組一等獎
。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700中學生「題字」全完校最踴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本屆大賽
得到學界的積極響應，收到近 160 所學校的
3,000 幅參賽作品，作品數量比去年增加一
倍。其中獲得「最踴躍參與學校獎」的中華
基督教會全完中學，就有 700 多名學生提交
作品。該校初中中文科主任陳偉樂昨代表學
校上台領獎，他表示本港以往較少大型書法
比賽，是次平台正可讓學生參與文化相關
的比賽活動，開拓眼界，又
可與同儕交流分享心得。

推廣工作仍待學校繼續努力。
另一位上台領獎的書法老師郭志權表
示，他在多所學校任教書法班，在一眾學
生中選出約百份作品參賽。他指學校普遍
課堂時間繁重，學生未必有太多時間，故
很多時只有靠興趣班推廣書法。他特別提
到本屆比賽兼具規模與代表性，對推動書
法有正面作用。

「書法可陶冶性情」
陳偉樂坦言，部分家長
在功利心態下，也許覺
得書法「無用」，但事
實並非如此，「文憑
試作文中，有標點字
體的計分項目；再
高層次一點去看，
字跡反映個人的
性格與素養，學
生學書法可以
陶冶性情」，
而這方面的

■陳偉樂
陳偉樂（
（右）指是次比賽可讓學生有機
會開拓眼界。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會開拓眼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