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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

■張曉明頒發感謝狀予專列團執行團長李鋈麟。 彭子文 攝

■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右）與林武親切交流。 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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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湖南專列團於北角街坊會禮堂舉行起步禮，梁振英主持授旗儀式，向團長蔡毅和執行團長
李鋈麟頒授總團團旗，張曉明向活動贊助人頒發感謝
狀。鳴笛之後，600多名團員隨即出發往深圳北站，再
乘搭列車赴湖南考察訪問。

徐守盛親自接待 介紹湖南新發展
當晚，湖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徐守盛親切

會見了專列團首長和嘉賓，介紹了湖南最新發展。大會
圍繞「港湘攜手行 共圓中國夢」主題舉辦系列精彩活
動。湖南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李微微，省港澳辦主任
肖百靈，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韓永文，副省長李友
志，省委副秘書長曹炯芳，政府副秘書長黃衛東，省委
統戰部副部長陳瀟，以及韶山管理局、湘潭市和韶山市
領導參加各項活動。

蔡毅：訪毛澤東故鄉 成果遠超預期
湖南專列團團長蔡毅總結此行時形容，活動取得的成

果遠遠超過預期的目標，今次活動目的是慶祝65周年
國慶，組團到湖南考察訪問具有重要意義。韶山是中國

開國元首毛澤東的故鄉，1925年6月，毛澤東在韶山創
建了中國農村最早的黨支部之一，親手點燃了革命的火
種，因此韶山也是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發源地。
蔡毅續說，湖南近年經濟社會取得很大的發展變

化，當地政通人和、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經濟與環
保並重。團員們通過親身考察，實地了解湖南省經濟
社會發展情況，從而進一步認識國情，增進對國家的
認同感和歸屬感。有不少團員指，此行才知道湖南的
港商有8,000多家，佔外來投資者60%，為今後雙方交
流合作奠定基礎。

倡議支持人大決定 全員鼓掌通過
今次活動籌辦期間，適逢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
生辦法的決定》。大會在舉辦韶山論壇上，由蔡毅代表
宣讀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倡議書，並聽取社會各
界意見。倡議書最後獲所有團員熱烈鼓掌一致通過。
蔡毅說，「香港能夠實現普選具有現實意義和深遠影

響，香港人當家做主，500萬港人可以一人一票選特
首，這是本港政制發展很大的進步，希望社會各界珍惜

機會」。
他又說，是次活動主題是「港湘攜手行 共圓中國

夢」，除了促進香港和湖南的交流聯繫，增進對國家的
認識，同時也是共圓「中國夢」。「香港是祖國的一部
分，也是『中國夢』的一部分，香港與國家緊密聯繫在
一起，在香港遭遇困難的時候，中央給予香港很大的支
持。在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香港
也要盡一分力量。」

李鋈麟：湘高度重視 團員深受鼓舞
執行團長李鋈麟亦形容，活動取得了圓滿成功，專列

團受到湖南省領導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視，令團員深受鼓
舞。「此行大家認識了毛澤東在韶山創建了農村最早的
黨支部之一，韶山支部經歷血與火的洗禮，鑄就了『為
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韶山精神，這種韶
山精神很有勵志性，使團員深受鼓舞，終生受用。」
此行，團員們還參觀了毛澤東故居、毛澤東紀念館，

參觀知名企業中聯重科、湖南衛視，遊覽橘子洲頭、嶽
麓書院、愛晚亭等著名景點，親身感受湖南的人傑地靈
和美麗風光。

港島各界赴湘憶先賢 共圓
蔡毅任團長 李鋈麟任執行團長 林武任榮譽顧問 梁振英張曉明主持起步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清麗)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主

辦的「『港湘攜手行 共圓中國夢』香港島各界慶祝

國慶65周年湖南專列參觀訪問團」，於9月5日至7

日往湖南長沙和韶山進行大型考察訪問活動。今次是

港島區首次組織600名社會各界人士參加，由全國人

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任團長。這次

活動獲特區政府、中聯辦、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

重視和鼎力支持，行政長官梁振英、中聯辦主任張曉

明任訪問團榮譽贊助人，並主持專列團起步禮。中聯

辦副主任林武任榮譽顧問隨團赴湘。3天行程中，團

員們在毛澤東銅像廣場獻花，參與舉辦「韶山論壇」

和觀看《日出韶山》等系列活動，回顧新中國成立與

發展的歷史，期盼攜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活動取得空前成功。

「打了個盹，就到了長沙
了」，湖南專列團此次乘坐高鐵
從深圳往長沙，路程大約 3小
時，林武對此笑稱道。對很多團

員來說，也是首次乘坐專列往長沙，路上大家笑
着聊天，也是感覺眨眼工夫就到了，不少人形
容，「坐高鐵比坐飛機還要舒服，下次我到內地
旅遊也坐列車。」
當大家高高興興坐上列車時，林武、吳仰偉、
蔡毅、李鋈麟隨即探望、慰問團員，沿途受到團
員歡呼鼓掌。「很高興你們來參加。」林武親切
地向每位團員致謝，團員們都報以熱烈掌聲，大
家表現雀躍，爭相邀他合照。
返程中，蔡毅、李鋈麟再次探望團員，感謝大
家對活動鼎力支持，令團員深受感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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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專列團首長和嘉賓登上專列前合照。 彭子文 攝

■林武(右)、吳仰偉(左)在列車上探望團員，受到
熱烈歡迎。 彭子文 攝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主辦的「『港湘攜手行共圓中國夢』香港島各界慶祝國慶65周年湖南專
列參觀訪問團」，於9月5日至7日往湖南長沙和韶山進行大型考察訪問活動。 彭子文 攝

■■梁振英頒授總團團旗予蔡毅梁振英頒授總團團旗予蔡毅（（右右））
及李鋈麟及李鋈麟（（左左）。）。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各界讚湖南風光好發展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清麗) 為慶祝65周年國
慶，香港島各界聯合會首次組織高層次、高規格的龐
大訪問團考察訪問湖南。訪問團主要成員涵蓋港島各
界精英翹楚，當中包括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
員、立法會議員、區議會主席、區議員、社團領袖，
以及來自工商、專業、青年、婦女、義工等團體和地
區人士代表。不少人初次踏足湖南，對湖南經濟的快
速發展和當地美麗風光留下深刻印象，也對省政府的
熱情接待和大會的周到安排，給予很高的評價。

馮丹藜：湖南經濟發展翻天覆地
全國政協委員馮丹藜當過4屆湖南省政協委員，現

為省僑聯副主席。她形容自己就像半個主人，非常高
興看到港島各界600多人來此考察。「20年來，湖南
省領導致力推進改革開放，培養和吸納優秀投資者，
帶動經濟取得翻天覆地的發展，可以說，現在的湖南
已經完全是變了一個樣子。」

黃建彬：韶山論壇見解精闢獨到
東區區議會主席黃建彬指，今次活動安排周到緊密，

團員們親眼看到了國家的巨大發展，更受到湖南省領導
的高度重視和接待，大家都深受鼓舞。在韶山論壇上，
無論是湖南嘉賓對韶山精神的演繹，或是香港演講者的
發言，都非常精闢獨到，令自己印象深刻。

孫啟昌：提升聯會認受性影響力
灣仔區議會主席孫啟昌表示，此行達到了4個目
標，第一是團員們共慶65周年國慶，更加深認識新
中國建國前的這段歷史，對新中國成立有了感性上的
體悟；第二是增進港島各界人士的團結力量，港島各
界首次舉辦如此大規模活動，有逾百個團體、600多
人參加，是史無前例的，團員通過3日相處，既加深
了認識也進一步促進友誼；第三是全力支持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他希望特區政府盡快推出新的諮詢方
案，也希望社會各界求同求異，放下敵視心態，尋求
共識，推動本港政制發展；第四是進一步提升香港島
各界聯會的認受性和影響力，未來繼續推動會務發展
蒸蒸日上。

王文漢：安排周到感受領導重視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王文漢指，這次活動團員

們均盡興而歸，「我看到大家都是笑容滿面，可見他
們對此行都覺得很開心。」他讚揚大會安排周到，行
程緊湊，特別是能夠獲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的親切會
見，覺得很榮幸，感受到省領導對這次活動的重視。
他笑言自己「為食」，湖南有很多地道美食，日後會
再來慢慢品嚐。

郭俊：大家發放強烈正能量
香港青年會副執行主席郭俊作為青年代表參加今

次活動，形容很有意義。他說，在韶山論壇上，所有

團員全力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自己感受到一
股強烈的正能量，他會將這股正能量帶給朋友。作為
80後，他反對以激烈行為爭取普選：「香港青年現
時確是面對不少困擾，例如向上流動、置業、結婚
等，因此容易接受負能量資訊，被反對派煽動。但是
想深一層，『佔中』、罷課最終是破壞香港法治，令
香港經濟癱瘓休克，換來的後果只會更差。」

張雅麗：對國家發展有更深體會
香港島婦女聯會主席張雅麗指，湖南地靈人傑，

韶山是中國一代偉人毛澤東的故鄉，可說是中華民族
解放事業的發源地。此行令她對國家最新發展有了更
深體會，希望香港島各界聯會以後多組織類似活動。

邱松慶：建設變化大綠化工作好
香港中西區各界協會常務副會長邱松慶指，自己

幾年前來過湖南，這次再來發現城市建設變化很大，
特別是綠化工作做得挺好。

■左起：朱浴龍、陳偉峰、吳仰偉、林武、黃順
源、黃建彬、鍾樹根合照。 彭子文 攝

■左起：王文漢、孫啟昌、吳仰偉、林武、莊創業、
劉佩珊、黃建彬、鍾樹根、陳偉峰合照。 彭子文 攝

■■省委、省政府設晚宴歡迎湖南專列團，省領導和專列團首長和嘉賓
齊聲高唱《歌唱祖國》。 彭子文 攝

■■前排前排左起：李鋈麟，省委統戰部副部長陳瀟，林武，湖南省港澳辦
主任肖百靈，蔡毅出席「韶山論壇」。 彭子文 攝

■■團員參觀名勝橘子洲頭團員參觀名勝橘子洲頭，，
在毛澤東塑像前合照在毛澤東塑像前合照。。

■林武題詞■梁振英題詞 ■徐守盛題詞■張曉明題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清麗)「這次活
動可以說是港島各界搭台、大家集體唱
戲，每一個人都是主角。總的來說，這幾
天大家做的是中國夢，唱的是團結歌，談
的是山海經，譜的是和諧頌，走的是陽光
路。」湖南專列團顧問、中聯辦港島工作
部部長吳仰偉接受訪問時，非常形象地總
結此行成果。

推動各界凝聚共識大融合
吳仰偉指出，湖南專列團是繼潮屬社

團總會潮汕行、粵港青年文化交流廣州行
之後，港島區今年舉辦的第三個大型參訪
活動，每團人數都達到600人。大型考察
交流活動是一種很好的形式，有力地推動
同鄉族群、青年學生及社會各界相互交

流、凝聚共識、促進合作，極大地促進各
團體、各界別、各層面在愛國愛港旗幟下
實現大融合、大團結、大發展。

宣揚韶山開拓奉獻精神
此次湖南專列團主要有3個特點。第一

是主題好。在偉大祖國65周年國慶來臨
之際，港島各界組團到開國領袖毛澤東的
故鄉，一同感受偉人故里的深厚文化，領
略祖國內地改革發展偉大成就，共同追尋
「中國夢」，時機特別好。「這次活動既
使大家把『中國夢』和『香港夢』緊密結
合起來，也使大家認識到必須把個人命運
與民族命運、祖國命運緊密聯繫起來，特
別是了解和領悟了韶山精神，其開拓奉獻
的精髓對香港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是立意好。湖南專列團可以用兩
個詞來概括，即「攜手」和「共同」，旨
在團結和凝聚港島社會各界人士，推動港
湘加強合作與交流。這是港島區第一次組
織的大規模各界人士參訪團，共有200多
個團體、600多人參與，具有廣泛性代
表。大家相互交流中，彷彿心靈相通，都
是如何加強雙方交流合作，如何發揮作用
共築「中國夢」。這次活動產生了很好地
同心和集聚效應，營造了積極向上、團結
奮進的良好氛圍。而這種精神和氛圍將繼
續在港島區發酵，對今後各個團體的相互
合作，以及創建和諧港島，具有重要及深
遠的意義。
第三是內容好。這次活動主題是「港

湘攜手行共圓中國夢」，強調了雙向性

和互動性。這次活動內容豐富充實、組合
多元，時間安排緊湊，銜接非常順暢，團
員們興致濃厚，參與性很高，效果滿意。
通過這次活動，大家與湖南結下了深厚友
誼，思想更得到碰撞和交集，不少人覺得
韶山精神及文化創新等值得香港學習借
鑒。

感謝湘政府高規格安排
吳仰偉還特別感謝湖南省政府的高規

格安排，省委書記徐守盛的親切會見，
省委統戰部部長李微微的全程陪同，還
有各部門領導先後參加專列團各場活
動。「這次活動能夠順利進行並取得圓
滿成功，離不開湖南省的高度重視和精
心組織。」

吳仰偉：各界搭台大家唱戲

■■吳仰偉吳仰偉((左左))與蔡毅合照與蔡毅合照。。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中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