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流大學與人才資源
李副總理出席香港大學百年慶典致辭時說，在一個

世紀風雨歷程中，香港大學先後培養了13萬多名畢業

生，輸送了大量胸懷大志、品學兼優、獻身科學、服

務社會的優秀人才，他們為香港繁榮和祖國振興作出

了重要貢獻，也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發揮了積極作

用。港大在培養人才的同時，不斷開拓學術研究的新

領域，許多成果獲得國家和國際獎項，醫學等領域研

究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李副總理指出：「百年港大，辦學特色鮮明。」港

大恪守「明德格物」的校訓，發揮連接中西的優勢，

相容並蓄，博採眾長，凝煉了注重人的素質、提倡終

身學習以及踐行國際化教學等人才培養的理念和模

式，形成自己的辦學風格。的確，一流大學的使命與

定位能否真切地反映時代特徵和社會發展方向至關重

要。具有戰略眼光的合理定位和使命宣揚，不僅能使

學校為當時的社會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科學與文化支

撐，更重要的是其培養的人才必將成長為國家棟樑和

國際社會的精英。

大學校訓體現了其文化靈魂
一流大學與人才資源的關係，體現在傑出人才身上

往往蘊涵 一所大學的教育理念、辦學特色乃至文化

薰陶留下的深刻烙印。而這些要素又恰恰是附 在大

學的內涵發展之上，是一所大學審時度勢並持之以恆

的知識創新和學術積累的結果。大學的校訓，往往體

現了一所大學的教育思想核心與文化靈魂。例如—

北京大學：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清華大學：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復旦大學：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中山

大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南京大學：誠樸雄偉

勵學敦行；南開大學：允公允能　日新月異；等等。

港大「明德格物」的校訓，出於「四書」中的《大

學》。「明德」是人與生俱來的光明皎潔的德性，

「明明德」就是讓這種德性彰顯出來。「格物」的目

的在於「致知」，即擁有淵博的知識。從「格物」、

「致知」順推，即一步步做下去，才能達到「明明德

於天下」的目的。　

李副總理指出，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培養新型人

才對教育事業提出新要求。實際上，發達國家高度重

視人才的重要性，紛紛加大了政府的投入，確保大學

對高層次人才的吸引力。比如，美國制定了《美國競

爭力法案》，計劃在未來的10年當中，在科研和教育

上的撥款總數超過1360億美元，以提高美國吸引並留

住全球最優秀人才的能力；日本則通過「21世紀COE

計劃」、「全球COE計劃」以及「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

研究中心計劃」（「WPI計劃」）等計劃層層推進，不斷

加大培養富於創造性的年輕學者和高層次研究人員的

力度；德國也於2005年正式批准了「頂尖科研資助項

目」以及《研究和創新協定》，將在2006年至2011年

間投入19億歐元，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科研

機構， 力培養青年科學家。從中可以看到，發達國

家對於人才的渴求和對於人才的引進和培養的力度一

直是非常大的。

一流大學為國家和世界而立
李副總理用流利的英文說：「港大為香港而立，

教書育人，促進了香港繁榮。港大為中國而立，是

中國主要高等院校之一，在中國發展和國際化進程

中扮演重要角色。港大也為世界而立，促進人類知

識進步。」事實上，世界一流大

學不僅為當地而立，為所在地國家而

立，同時也為世界而立。二戰後由軍事科技轉為民

用引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促使美國的斯坦福

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定位為世界高科技創新和

培養高科技人才的中心。哈佛大學（Ha r v a r d

University）為美國和世界培養出無數優秀的畢業生，

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則致力於培養美國和世界

各領域的領袖。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和劍

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是英國兩所最優秀的

大學，英國和世界上許多著名的科學家、作家、政

治家都來自於這兩所大學。劍橋大學是誕生最多諾

貝爾獎得主的高等學府，有80多名諾貝爾獎得主曾

經在此執教或學習。

香港和內地高層次教育交流的意義
李副總理指出，新形勢下，香港的繁榮與祖國的建

設，需要千千萬萬掌握現代知識技能、熟知國情區

情、通曉國際規則的人才，需要加強內地和香港教育

交流。從明年開始，中央政府將設立專項資金，每年

支援1,000名港大學生和老師去內地學習、考察、開展

科研。國家也將支持香港其他高校與內地高校合作，

促進內地和香港教育科技事業共同發展。香港和內地

高層次的教育交流，有助於香港高層次人才了解國

情，也有利於內地高層次人才了解香港人才培養的理

念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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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近期的一個策略，就是進行
司法覆核、破壞香港的基建工程、增
加香港福利負擔、拖住香港經濟發展
的步伐、並且努力「去中國化」，積
極引進外國族裔人士參選區議員。正
因為如此，公民黨在阻停港珠澳大
橋、外傭居港權的司法覆核上，都引

起了香港的民怨，全城鬧爆公民黨。所以，公民黨
雖然出動了不少議員助理挑戰民建聯，恐怕都是處
於下風，所有街坊都知道公民黨的司法覆核，專門

為害香港人。
有見及此，公民黨順水推舟，故意樹立為外國族

裔爭取利益的形象。繼去年派出荷蘭籍的司馬文
（Paul Zimmerman）出戰薄扶林區補選，結果打敗新
民黨的劉應東。公民黨可能覺得外傭居港權案為少
數族裔爭取永久居留權，顯示其心生外向的本質，
不用進行宣傳，香港人都知道公民黨是「八國聯軍」
的後台，利用「少數族裔」出戰區選有市場。食過
番尋味，最近公民黨派出印度加拿大混血港人盛浩
文（Harminder Harry Singh）出戰尖沙咀東。這一個

人做入口洋酒生意，決定進攻民建聯的關秀玲。尖
沙咀東的中產階級選民不少，公民黨認為，中產階
級會比較傾向反對派，所以派出新人空降，期望創
造奇蹟。

但是實際上，尖沙咀的街坊，聘用了不少外傭，
如果這些外傭取得了香港永久居留權，這些戶主立
即就要按照最低工資法例，支付外傭的人工，街坊
說，公民黨認為《人權法》和《種族歧視條例》有
凌駕性，如果最低工資只是保障本地工人，對於外
傭沒有保障，一樣是違犯《種族歧視條例》，可以進
行司法覆核。換句話說，在訟棍教唆下，居住滿七
年的外傭爭取居留權，未住滿七年的可以爭取最低
工資，反正公民黨打官司利用法律援助，到時候，

司法覆核沒完沒了，尖沙咀的街坊將來受到的利益
損失將會更大。有人計算過，公民黨如果訴訟成
功，每一個外傭僱主，起碼要付出九千六百元的最
低工資和福利，且不要說他們的直系家屬申請來港
與港人爭奪公共房屋、教育、醫療等福利了。

最低工資的威脅，已經迫在眼前，該黨前黨魁余
若薇、現任黨魁梁家傑爭論只會有少數的外傭留在
香港，固然不會有人相信，但是外傭最低工資問題
直接損害中產階級的利益，就人人都會相信，如果
訴訟得直，這些外傭就會擔任寫字樓文員和秘書，
擔任美容化妝師，保姆車的司機，衝擊香港的勞工
市場。所以，在尖沙咀東樹立自己的「八國聯軍」
形象，是否高招？甚麼人都可以作出判斷。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港大百年慶典致辭涵義深遠，體現了深刻的人才強國、教育興國

的戰略思想。李副總理指出，港大在培養人才的同時，不斷開拓學術研究的新領域，許多

成果獲得國家和國際獎項，醫學等領域研究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這充分闡明了一流大學與

人才資源的密切關係。這亦顯示內地要加快建設一批世界一流大學，以培養高層次和高技

能人才為重點，加快培養一大批創新型科技人才和急需緊缺人才，以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建

設步伐。

李副總理港大百年慶典致辭涵義深遠

■責任編輯：袁偉榮　

楊志強哲學博士
香港大學基金會名譽董事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特區政府正就議席遞補建議諮詢公眾。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昨晚出席由九龍社團聯會舉
辦的「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交流會，討論相關諮詢
文件。

尋求民意

香港社會繼續熱議新任特首參選者的「疑似
人選」。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一項調查發

現，是次集中調查的兩名「疑似參選人」，支持率暫時「旗鼓相
當」。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轄下的香港民意調查中心，於本
月委託民研計劃進行《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民意調查》，只調查
了兩名被視為「熱門人選」者，包括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及行
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CY）的支持度。

調查於本月16至18日進行，共訪問1,000名香港巿民，結果發
現，有43%受訪者支持唐英年出任特首，反對的有41%，不確定
的有16%，而受訪市民對其適合擔任特首程度方面的綜合平均
得分為50.8分；梁振英的支持率有42%，反對的有38%，不確定
的有20%，其適合擔任特首程度方面的綜合平均得分則為52
分。民研計劃指，巿民對唐英年和梁振英的支持比率及合適程
度評分在統計上沒有顯著差異，可謂旗鼓相當。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在回應是次調查時說，唐英年目前會盡力
做好政務司司長的工作。梁振英則回應指，自己會在崗位上繼
續盡自己最大努力，為香港市民及社會做事、謀最大福祉，又
指香港有很多有心人，無時無刻都想替香港做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唐唐CY民望叮噹馬頭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公民黨組織「八國聯軍」戰區選 蕭　何

圖贏區選避狙擊
單雞搵兄弟做肉盾

區議會選舉將於下月中接受提名，

盛傳會出戰明年立法會「超級區議員」

的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單雞），為避過「人民力量」等憤

青布下的「狙擊陣」，確保可以取得「超級議席入場券」，近

期每次提及選舉安排都大耍花招，最近又聲言會落大坑區。

不過，所謂「狡兔三窟」，有地區人士就踢爆，單仲偕聯同

民主黨港島區支部主席李建賢及同黨的社區主任方奕霖，同

時在大坑、銅鑼灣及愛群3區做選舉工程，以便遇上憤青狙

擊時，以兄弟作「炮灰」，即時轉移陣地，實屬以大欺小，

「明恰兄弟」也。

坊間一直流傳單雞已拍板空降大坑選區，試圖
挑戰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的愛將黃楚峰，故「人
民力量」主席劉嘉鴻近日已進駐大坑區，並擺

「易拉架」做宣傳，試圖以政改一役為借口，狙
擊「白鴿黨大佬」，圖取得議席。

港島三選區 同步做宣傳
不過，有熟悉當區選情的人士透露，單雞向傳

媒「放風」，高調聲言要落戶大坑，不排除只是
「布假局」。「理論上」，單雞應該會挑戰黃楚
峰，因對方屬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的陣營，「民
主黨與新民黨對決」，畢竟較易搶佔傳媒鎂光
燈，並可順勢為來年立法會選戰造勢，提早練兵
熱身。不過，面對「人民力量」憤青的挑戰，自
視甚高的單雞當然不想和對方「打爛仔交」，要

「贏得漂亮」，就只有「轉移視線」。
事實上，單雞近期與李建賢及方奕霖以「團隊」

形式，就在銅鑼灣、大坑及愛群選區做選舉工
程，就是為自己留定兩條退路。

地區人士解釋，單雞是次夥拍的李建賢，曾於

03年在愛秩序灣區當選，但任內表現備受質疑，
06年更被傳媒揭發在加入了區議會核下委員會
後，出席率竟為0%，07年更被踢爆聯同當時的
黨友謝永齡、李慶偉，自98年開始合租當時的民
主黨港島東支部主席陳永洪的物業作辦事處，涉
嫌以公帑「益自己人」，可謂「聲名狼藉」，並於
07年區選中慘敗於民建聯的顏尊廉手上。

拍檔臭史多 擺明當炮灰
香港文匯報記者亦翻查了當年灣仔區議會議員

申報紀錄，發現該3人在兩年內支取的相關公帑
逾35萬元，但有指3人租用的「辦事處」僅佔一
張寫字 的空間，且該單位的租值亦偏高，反映
李建賢誠信有可質疑之處，而單雞另一「拍檔」
方奕霖，則是毫無政績可言的新丁。

該地區人士續說，單雞的盤算是，倘其「拍檔」
有很強的地區實力，例如該黨已成為立法會議員
的甘乃威，單雞要對方「退位讓『賢』」，難度就
會極高，甚至重蹈覆轍，再次「食白果」，為了
個人仕途「買重保險」，他這次就挑選了黨內兩

名議價能力甚低的「拍檔」，以便在必要時「由
兄弟代啃豬頭骨」，自己就可以視乎區選的環境
與風向「隨時走位」，在區選提名期開始時才選
擇在最有勝算的銅鑼灣區或愛群選區出戰。

大佬鬥弱女 贏輸都樣衰
不過，單雞的如意算盤是否敲得響，還是未知

之數：目前，銅鑼灣區區議員是當年擊退前民主
黨議員謝永齡的獨立人士伍婉婷，而愛群區區議
員為扎根地區多年的民建聯全職區議員鄭琴淵，
單雞擔心以「黨大佬」身份與其他兩區的女士對
撼，一旦過於進取，就會被批評為有欠風度，但
過於留力又心有不甘，選舉工作難免綁手綁腳。

所謂「禍福自招」，民主黨派出落區者，雖掛
「服務社區」之名，但就像單雞是次的「拍檔」

一樣，大部分都捲入或大或小的醜聞，被市民唾
棄，可說是咎由自取，但好歹這些人都是由民主
黨「捧上位」的，卻「有事就兄弟，冇事就契
弟」，實在令人心寒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狡兔三窟

旗鼓相當

在政改一役後，社民連及
「人民力量」等矢言要狙擊民主

黨，民主黨亦煞有介事地聲言，準備參加區選的
黨員要「做足戒備」、勤力落區。不過，年底區
選的提名期在即，民主黨在地區卻毫無動靜，尤
其該黨在九龍東的工作更陷於停頓。有地區人士
揶揄，該區民主黨成員胡志偉，大抵是「坐定粒
六」，以為「贏梗」而目空一切，故視街坊蔑

如，如果年底區選竟然勝出，實在「冇天理」。

第二梯隊一心食老本
根據過往經驗，在選舉期臨近，反對派的「疑

似區選參選者」，都會「打鑼打鼓」，「地區小事
都會化大」，為自己儲蓄政治本錢，但今屆情況
就相當反常，以九龍東為例，地區相當平靜，一
直在該區打混的民主黨更毫無動靜，有如平日議

會「 暑」、議員紛紛放暑假離港外遊一般，教
人不知反對派「咩葫蘆賣咩藥」。

有地區人士就向香港文匯報記者爆料指，九龍
東立法會議員李華明聲言準備退休，心態亦變得
非常「hea」（消極），又怎會重視「地區小事」？
而李華明的「接班人」胡志偉，相信在李華明走
後，自己單憑該黨的地區鐵票已經「贏梗」，故
覺得無必要，亦懶得落區為街坊服務，「或者他
們正妄想到區選時，社會又會爆出其他政治爭
拗，炒熱政治議題，令該黨可以不勞而獲，冷手
執個熱煎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九東白鴿選前依舊hea
懶做宣傳

昨日是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的「牛一」，
新民黨和匯賢智庫職員及葉太女兒Cynthia，與葉太一起在
辦公室吃午飯慶祝生日。副主席史泰祖送上葉太最喜歡的
朱古力，而身在加拿大的副主席田北辰亦不忘隔空致電向
她祝賀，更送上鮮花致意。一班黨友如此溫馨細心，葉太
當然笑得開懷，還笑說：「Michael(田北辰)比我年輕兩
天，8月26日就是他生日，屆時我也會向他道賀。」

■新民黨供圖

葉太牛一

■甘為單仲
偕（中）做
區選「炮灰」
的 李 建 賢
（右），兩人
多年來合作
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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