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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夢」含「香港夢」機遇無限
會見港青創新創業交流團 籲全面認識國家聚力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大
學早前發生的「黃衛兵」佔領校委會及
禁錮校委事件備受各界譴責。曾任科大
工商管理學院院長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陳家強昨日表示，近年政治問題引
入校園，他擔心港大委任副校長風波和
學生衝擊校委會會議等事件，會影響香
港的大學素質、研究水平和吸引人才的
能力，他不希望見到校園政治化。
陳家強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回應早
前在港大爆發的「黃衛兵之亂」。他
坦言，自己擔任政府公職8年，之前在
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任院長時，校
園討論政治議題不像現時般「壁壘分
明」，認為近年校園過於偏向討論社
會議題，大學校園問題亦較以往複雜
及政治化。

不希望見到校園政治化
陳家強續指，不會評論連串港大校委
會事件的對錯，但強調香港的大學成績
在國際上升得快，世界上公認本港的大
學制度良好，但近期事件對香港非常不
利，擔心會影響香港的大學質素、研究
水平和吸引人才的能力，強調不希望見
到校園政治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鄭治
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
席李源潮昨日會見香港青年創新創業
交流團，強調香港與祖國從來都是命
運共同體，敦勉香港青少年以更寬廣
視野思考香港發展，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為香港和國家的發展作出新
貢獻。香港社會各界認為，國家向來
非常關心香港青年發展，李源潮副主
席的講話，反映國家對香港青年寄予
厚望，期望年輕人珍惜「一國兩
制」，擺脫政治爭拗，放眼國際，發
展好自身的學業及事業，為香港大局
而努力。

盧文端：領導人非常關心港青發展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

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昨日接受本報查
詢時表示，國家領導人向來非常關心
香港青年發展，期望青年能夠珍惜
「一國兩制」，發展好自身的學業及
事業，「香港是國際的商業城市，不
是政治城市。全世界都艷羨香港擁有
得天獨厚的優勢，背靠祖國、面向世
界，青年應該利用好『一帶一路』發
展戰略及國家騰飛發展的無限機
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說，李

源潮副主席的講話非常切合香港及
國家的現實情況，並對香港青年有
更深的寄語，希望青年明白香港與
國家的關係、對「一國兩制」有更
深的了解，推動兩地進一步融合，
「國家發展不斷強大，創新科技發
展亦是一日千里，國家『一帶一
路』戰略更為香港帶來很大機遇，
因此勉勵青年以更深更遠目光看待
及把握國家發展。」

王國興：冀青年為港大局而努力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認為，李

源潮副主席的講話，對青年或年輕企
業家寄語甚深，反映國家對香港青年
寄予厚望，希望青年放眼國際，為香
港大局而努力，「我認為香港青年要
明白香港的繁榮發展及成就，皆離不

開國家發展的大背景。」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認為，李源潮副主

席的講法，是敦勉年輕人擴闊眼光和胸懷，不
應只局限於香港的彈丸之地，而是要多了解
「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是相輔相成。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表示，李源潮副主席

的講話，再次提醒港人要更好把握國家經濟騰
飛的機遇，「世界各地都想方設法與國家合
作。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更應利用好先天
性的獨特優勢，背靠祖國共謀發展。香港未來
必須與國家合作，互惠共贏。香港青年朋友應
加強對國家的認識，包括文化、社會制度、法
制及民情等，為日後發展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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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裔港人夏天生（Astham Hafrz）認為，雖然
自己是少數族裔人士，但香港作為內地的一部分，住在
香港的人要更加認識內地，從而融入華人群體甚至整個
社會。他又指，是次交流團能夠協助他更加了解中國，

可惜會見時聽不懂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的普通話講話，之
後要朋友替他翻譯。

年輕人應獨立思考 勿輕易受人影響
來港4年的中六畢業生黃燕鈺表示，領導人訓勉他們

要一起努力，而自己覺得年輕人作為社會的未來，認識
祖國大地對自己的發展有好處。對於如何認識國家，她
說年輕人應要自己親身體驗再獨立思考，不要輕易受他
人影響，尤其一些有固有立場的互聯網和傳媒評論。
新來港的中二學生黃智遠指，自己連香港特首梁振英

也沒有親眼見過，就能夠參與會見，覺得很震撼、榮
幸，又認為李源潮副主席講話時態度親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北京報道

學生：認識祖國利發展

■陳家強表示，不希望見到校園政治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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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潮昨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新家園協會組織的
「四海一家．香港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團」約

1,800名成員，包括新家園協會會長許榮茂、副會長兼
監事主席李思廉和副會長楊受成。

港與祖國是命運共同體
李源潮強調，香港與祖國從來都是命運共同體，全
國人民正在為實現「中國夢」努力奮鬥，「中國夢」
也包含了「香港夢」，這為香港發展提供了動力和機
遇，「我們對國家、對香港都充滿信心。」
他認為，香港青少年到內地參訪交流，對全面認識
國家、認識歷史、認識事實會有幫助，希望他們認識
歷史大勢，珍惜難得機遇，以更寬廣視野思考和謀劃
香港發展；艱苦創業，用智慧和汗水開拓人生之路；
與香港市民和衷共濟，凝心聚力，把注意力集中到幹
事創業上來，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解決民生與發
展問題，為香港和國家的發展作出新貢獻。

「愛國必然愛港，愛港也應愛國」
有與會者透露，李源潮提到交流團的名稱是「四海
一家」，令他想到中國有四海：南海、東海、渤海和
黃海，而不管是香港人、內地人，都是中國人，都是
一家人。他又強調「愛國必然愛港，愛港也應該愛
國」。
該與會者提到，李源潮指出香港青年到內地交流，
有機會看得到香港報紙上或電視上看不到的事物，他
們或許從香港傳媒上看到不滿意國家的地方，而這些
地方國家也會不滿意，希望他們即時提出意見，好讓
國家改善。

港青面對「四業」問題 要奮鬥打拚
該與會者又說，李源潮點出香港青年面對「四
業」問題：學業 、就業、置業和創業，但要解決這
些問題，還是要靠自己去奮鬥，自己去艱辛的打
拚。
身兼交流團團長的許榮茂在會見前表示，當前國家
正處於前所未見的黃金時期，隨着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亞投行）、「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穩步推
進，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不斷延續。
他又指，香港回歸祖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CEPA）實施十多年來成果豐碩，香港與內地結合
越來越緊密，香港青年的個人命運與國家發展的聯繫
也更加緊密，年輕人創新創業的新機遇不斷湧現。他
說，是次交流團以創新創業為主題，正是順應國家倡
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大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北京報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昨

日在北京會見由香港新家園協會組織的香港

青年交流團。李源潮強調，香港與祖國從來

都是命運共同體，「中國夢」也包含了「香

港夢」，這為香港發展提供了動力和機遇，

「愛國必然愛港，愛港也應該愛國」。他認

為，香港青年到內地交流，對全面認識國家

有幫助，並希望他們和衷共濟、凝心聚力，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香港和國家的發

展作出新貢獻。

■■夏天生夏天生 ■■黃燕鈺黃燕鈺 ■■黃智遠黃智遠

■李源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了由香港新家園協會組織的香港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團。 中新社

◀李源潮認為，香港青年到內地交流，對全面
認識國家有幫助，並希望他們和衷共濟、凝心
聚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中新社

▲許榮茂等陪同李源潮會見交流團。
新家園協會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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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學子」蒐簽名 反政黨政治滲校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學生會上月底
發動的「黃衛兵之亂」風波未息，當日疑被學生襲擊和非
法禁錮的校委李國章，更點名批評公民黨黨魁梁家傑、黨
主席余若薇及該黨郭家麒干預港大院校自主。約10名民間
團體「拯救學子」成員昨日舉行第二場街頭簽名行動，呼
籲香港市民反對部分政黨及教協在校園滲透政治思想，還
學生正常學習環境。團體至今透過網上及街站收集逾2千
個簽名，稍後會轉交教育局、立法會及教協，以正視聽。

籲各界阻反對派教協向學生洗腦
「拯救學子」自上周起連續4個周六發起街頭簽名行

動，號召社會各界阻止反對派政黨和教協向學生洗腦，
停止把校園政治化。在昨日舉行的第二場簽名行動期
間，不少市民上前力撐，當中不乏學生與教師；據悉，
身為大律師的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馬恩國也

支持行動。

政客煽動無被罰 學生或毀前途
當日疑被「黃衛兵」襲擊和禁錮的李國章點名批評梁
家傑、余若薇及郭家麒出力干預港大院校自主。團體代
言人孔小姐昨日直斥，公民黨三位代表事後竟發聲明
「理直氣壯地抵賴」，行為非常卑鄙、自私，重申他們
當日「明明自己在場搖旗吶喊」，「學生被他們煽動
後，被罰那個卻不是這班政客，而學生卻因而可能前途
盡毀。」
孔小姐又批評教協副主席葉建源不負責任，「他呼籲

別人穿黑衣參與當日另一個活動，眼看學生衝入去搗亂
後，就叫人自己負責」，又質疑教協時常舉行非辦學團
體應做的事，表明希望教協「快啲執笠！」
支持簽名行動的市民陳先生，批評反對派及教協經常

與中央政府為敵，為了自身政治利益，竟利用不知就裡
的學生作出違法行動，擾亂校園以至社會。
育有一名小朋友的歐太亦狠批反對派及教協把政治思

想蔓延到大學、中學，甚至是小學，慨嘆部分學生甘於
被反對派利用是「好愚蠢」，「佢哋應該同政治團體劃
清界線，若對校委的決定有意見，便應以理服人」，並
慨嘆有關學生「學咁多嘢，本應明是非，以德服人」。

■馬恩國到場簽名。

曾鈺成談衝擊校園：確涉違法交執法部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港大學生會早前暴力衝
擊校委會會議，事件引起全港關注。校長馬斐森前日向港
大師生及校友發公開信，表明校方會搜集證據，並會向警
方舉報當日的刑事罪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表示，自
己不清楚信件的具體內容，但作為教育者須判斷事件是否
值得交予執法部門，或校內通過教育方法解決，若事件確
實牽涉違法行為，當然應交予執法部門處理。
馬斐森前日發表公開信譴責示威者暴力行為，首度明

確表明校方不會容讓類似事件再度發生，未來會仔細搜
集證據。若有證據，校方會向警方舉報所有刑事罪行。
曾鈺成昨日接受電台訪問後指出，作為教育者須判斷

事件是否值得交予執法部門，抑或在校內通過教育方法
解決，「我不清楚信件的具體內容，但若事件確實牽涉
違法行為，當然應交予執法部門處理，但教育者須判斷

事件是否去到值得交予執法部門。」

任立會主席後 不參加政治聯署
作為港大校友，被指沒有參與103名港大校友聯署譴責
聲明，曾鈺成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從來無人聯絡
他參與聯署。他又表示，自從自己擔任立法會主席後，
向來不會參加任何的政治聯署，「我亦曾經拒絕參與有
關民建聯及建制派的立場聯署，因此引來黨內人士有意
見，但沒有辦法。」
節目期間，被問到若民意期望他擔任行政長官，他會

否考慮參選？曾鈺成直言，自己有自知之明，年齡也是
問題，但認同特區政府的「領隊」是重要的，並需要有
民望的支持，相信香港仍然有這種人選，「我的知識面
好窄。誰人領導特區政府，對經濟同金融都要有認識，

但我在這方面的認識是零。
就算未有普選，我相信2017
年選舉都有好的人選參
選。」

擬卸任後籌組智庫做政策研究
曾鈺成正計劃明年卸任主

席後籌組智庫。他重申，成
立智庫目的不是為任何人爭取民意，而是做好政策研
究，「若政治要健康發展，特首候選人政綱就要有嚴格
政策研究為根據，提出的政綱必須切實可行，不能迎合
市民所好說空話。我期望智庫會與2017年特首選舉掛
鈎。我最怕『造王者』的標籤，智庫會有鮮明理念，做
到獨立而不中立。」

■曾鈺成出席電台節目。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