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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黃成智、狄志遠等溫和派宣佈
退黨之後，民主黨沙田區7名激進
少壯派又宣佈退出民主黨，這對民
主黨的區議會選情，將會造成極大
打擊。
民主黨成立之後，有幾個運作
特點：第一，實行大佬文化，高
層專斷獨裁；第二，政治路線左

搖右擺，機會主義，只看短期利益，不計算長遠；
第三，派系林立，每個大佬都拉幫結派，黨同伐

異，內部矛盾層出不窮，不善於「跟大佬」，站錯
隊，分分鐘會被踢出局；第四，也是最關鍵的一
點，李柱銘一直想搞垮民主黨，大力扶植公民黨，
所以，不斷有少壯派潛入了民主黨，打進去又拉出
來，製造民主黨和公民黨合併的口實，所以每隔兩
三年就傳出「合併」的消息，動搖民主黨軍心，合
併不成，李柱銘就會搞分化，讓民主黨一再出現拉
隊離黨的畸形局面。
麥潤培在個人facebook張貼致民主黨中委及主席劉

慧卿的退黨信，表示與另外6人一起退出民主黨。退黨

信多謝民主黨一批元老級高層的支持，唯獨不多謝劉
慧卿、尹兆堅、羅健熙三位正副主席。因為這三個大
佬偏袒「前綫」，處事不公，否決民主黨新界東支部
所安排的區議會名單，把麥潤培「砍」了下來。不讓
參選的理由是，麥潤培「不守紀律，得罪人多」。沙
田區的前綫派別是劉慧卿的嫡系，麥潤培出局意料中
事刷下來。
李柱銘一直都希望公民黨和民主黨合併，成為反對

派的第一大黨，提高影響力，以利於他這個「政壇教
父」更好地幕後指揮一切。怎料最近剛剛提出「兩黨
合併」，就遭到民主黨的反對。無獨有偶，麥潤培等7
人選擇這個時候退黨，不過是李柱銘「合併不了就搞
分化」的策略而已。2010年，新界東的范國威等28
人，就是因為不滿意民主黨拒絕參加「五區公投」，

因而退黨，自組「新民主同盟」，就是一個例子。范
國威雖然組織了新政黨，卻和公民黨的毛孟靜結盟，
一起在台灣刊登了「支持台獨」的廣告，大搞「去中
國化」。毛孟靜、范國威立即得到一條「大水喉」支
持，從此以後，二人處處為「台獨」、「港獨」效
勞。
麥潤培等7人區選前匆匆退出民主黨，肯定有打擊
民主黨的用意。麥潤培組織的「青靜動力」會不會變
成第二個公民黨的衛星組織，也一樣大搞「本土化」
和「去中國化」？值得注意。區議會、立法會選舉即
將展開，民主黨各支部、不同派系各懷鬼胎，分裂的
現象將會繼續擴大。相信李柱銘今後還會有更多花
樣，不斷削弱和分化民主黨。

李柱銘背後發功 民主黨又分裂 徐 庶

■責任編輯：袁偉榮 2015年9月22日（星期二）

站在全民族發展高度看待祖國統一問題
首先，必須始終站在全民族發展的高度看待祖國統

一問題，堅持在民族復興的大局中謀劃思路、推進工
作。實際上，沒有祖國的完全統一，就沒有完全意義
上的民族振興。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和維護祖國的安
全，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基礎，也是全體中國
人民不可動搖的堅強意志。

當今的中國，正以蓬勃發展的生機與活力，邁向民
族的偉大復興。我們要有責任感，更要有緊迫感。海
內外中華兒女團結奮鬥，一定能夠早日完成祖國統一
的宏偉大業，把我們共同的家園建設成為富強、民
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譜寫
更加光輝燦爛的篇章。不管在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道
路上還有多少艱難險阻，所有海內外中華兒女攜手共
進，祖國的完全統一和民族的全面振興就一定能夠實

現。

始終堅持和平統一的正確方向
第二，必須始終堅持和平統一的正確方向，堅定不

移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通向
和平統一的正確道路，雖然現階段兩岸關係的發展面
臨一些現實困難，但是大陸方面不會因為遇到一些困
難就改變政策。大陸有信心，也有耐心堅持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堅持造福兩岸同胞的政策舉
措。

實踐證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兩岸同胞要共同維護台海形勢穩定，使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成為沛然莫之能禦的潮流。兩岸具有共同的血
脈、文化和願景，這是兩岸同胞相互理解、攜手同
心、一起前行的重要力量。習總書記指出「兩岸交流
最重要的是心靈溝通」，只有心靈相通，兩岸一通百

通。在習總書記的倡導下，「兩岸一家親」的理念日
益深入人心。

習總書記尤其關心兩岸基層民眾和青少年的交流，
強調要讓廣大台灣同胞特別是基層民眾都能更多享受
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帶來的好處。因此，需要加強
「三中一青」（即中小企業、中下階層、中南部民眾
及青年群體）聯繫，把「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政策
真正落到實處，爭取台灣青年認同，減少兩岸年輕世
代的思維差異。兩岸青少年身上寄託着兩岸關係的未
來，要多想些辦法，多創造些條件，讓兩岸青少年多
來往、多交流，感悟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潮流，感
悟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趨勢，以後能夠擔當起開拓
兩岸關係前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

必須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第三，必須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台

獨」分裂圖謀。堅決維護一個中國原則，堅決維護國
家領土主權完整，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局穩
定，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使命。2008年以來，兩岸
關係發生了歷史性的深刻變化，走上了和平發展道
路，「台獨」分裂勢力的圖謀和行徑受到有力遏制，
兩岸同胞都從中得利，這一成果來之不易，需要兩岸
同胞共同精心維護。兩岸雙方應恪守反對「台獨」、
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立場，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
架的共同認知。特別是在新的形勢和挑戰面前，更要
堅定不移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台獨」分
裂勢力損害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挑起兩岸民眾和社
會對立、割斷兩岸同胞精神紐帶的各種行徑。

廣泛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尤其是台灣同胞
第四，必須始終廣泛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尤其是台

灣同胞，匯聚起推動祖國統一的強大力量。我國有幾

千萬海外愛國同胞，遍佈世界
五大洲。廣大海外同胞歷來具
有強烈的熱愛祖國的傳統和報
效祖國的願望，他們希望祖國
早日統一，期盼中華民族振
興，是推動祖國統一的強大力量。海外僑胞也是連結
中國夢和世界夢的橋樑和紐帶，在中國和平發展、進
一步走向海外和「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過程中，海
外僑胞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海外中華兒女多了解國情
台情，就會更多關注國家主權與民族核心利益。

要推動祖國統一實現中國夢，尤其需要團結台灣同
胞。2014年2月，習總書記在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
連戰時提出，中國夢與台灣的前途是息息相關的，中
國夢是兩岸共同的夢，需要大家一起來圓夢。兩岸同
胞要相互扶持，不分黨派，不分階層，不分宗教，不
分地域，都參與到民族復興的進程中來，共圓中國
夢。

反「獨」促統運動的時代主題
第五，必須始終堅定信心、保持耐心，一步一個腳

印向着祖國統一目標邁進。團結統一的中華民族是海
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
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夢」。以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中國夢為最大公約數，團結台灣同胞、港澳
同胞、海外僑胞，堅定信心、保持耐心，一步一個腳
印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俞正聲根據習總書記提出的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鞏固
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理念新主張，強調「五
個必須」，總結了推動祖國統一實踐的寶貴經驗，突
出了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是反「獨」促統運動的時代主題。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第九屆理事大會昨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

席俞正聲當選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俞正聲根據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理念新主張，強調「五個必須」：一是必須始終站在全民族

發展的高度看待祖國統一問題，堅持在民族復興的大局中謀劃思路、推進工作；二是必須始終

堅持和平統一的正確方向，堅定不移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三是必須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圖謀；四是必須始終廣泛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尤其是台灣同胞，

匯聚起推動祖國統一的強大力量；五是必須始終堅定信心、保持耐心，一步一個腳印向着祖國

統一目標邁進。「五個必須」總結了推動祖國統一實踐的寶貴經驗，有利促進兩岸心靈相通，

有助海內外同胞多了解國情台情、關注國家民族主權核心利益，促進「三中一青」加強聯繫，

共同推進反「獨」促統。「五個必須」突出了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是反「獨」促統運動的時代主題。全體理事聽了俞主席的講話，深受鼓舞。

■盧文端

俞正聲強調「五個必須」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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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互助委員會義工到沙田區議會副主
席，扎根沙田數十年的彭長緯在訪問中感
觸良多。他在訪問中形容，這條服務社區
之路崎嶇難行，試過派傳單被人吐口水，
也要放棄一手創立的印刷生意全心從政。
不過，心裡懷着服務的熱誠，真誠地與街

坊交流接觸，加上太太的支持和體諒，這些困
難都被一一克服。眼看沙田設施和社區配套愈
趨完善，彭長緯回想過去也倍感欣慰。

當義工遇伯樂簡松年
彭長緯在訪問中細訴當年，「（上世紀）80
年代，我剛搬入沙田穗和苑，某次互助委員會
舉辦400多人參與的大型旅遊活動，當時我便
自動請纓替互委會做義工。」此時，該區區議
員簡松年正準備參加立法局選舉，見彭長緯搞
大型旅遊頭頭是道，便主動問他：「有無興趣
參選區議員？」
在街坊鼓勵下，彭長緯終踏上從政之路。他
形容，這條路崎嶇難行，首次參選情景歷歷在
目，「當時彩色海報尚未流行，成區都貼滿自
己的黑白海報，有些不習慣。作為政治新丁，
向街坊打招呼都唔知點樣反應，當時自己還年
輕，對着一些單身女士打招呼，還擔心對方誤
會呢！」身為建制派一員，他還試過「向街坊
派單張時，被對方吐口水，還把單張扔到地
上」。

不過，小小的挫折並未打擊彭長緯的信心，經過多年
歷練，彭長緯已深深明白到服務社區的真諦，和街坊接
觸就是了解市民所想的真誠方法，「現在見到區內外任
何人都會主動打招呼。」

瞓身從政獲太太力撐
彭長緯1995年當選沙田區議會議員和區域市政局議

員，成為「雙料議員」，履行承諾全職從政，結束印刷
生意，全情投入社區服務。回想起來，他最慶幸的是獲
得家人的體諒及支持，尤其是太太對他的決定沒有任何
怨言，就算「鹹魚白菜也好好味」，實在是人生的幸
運。現在，太太受自己多年的「薰陶」，已成為彭長緯
的忠實義工，兩人風雨同路一齊「行孖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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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臭渠變「清溪川」
彭長緯心繫火炭

沙田火炭

有一條佔地

廣、直通城

門河的特大明渠，多年來伴隨火

炭居民「潮起潮落」，但偶爾傳

出的渠臭成為火炭居民心中的

「一道坎」。民建聯副主席、沙

田區議會副主席彭長緯近日接受

本報訪問時表示，火炭明渠活化

計劃，一直是他10多年區議員

工作最「上心」的項目。他過去

為改造明渠費盡心思，務求未來

數年在火炭打造出港版「清溪

川」：既能疏導雨水，又能吸引

遊人漫步，成為全港集消費玩樂

和文化藝術於一身的新地標、

「新蒲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彭長緯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沙田火炭明渠具有重要的
排洪功能，亦有環保建設的重要意義，「明渠的水不斷

流動，有淨化和降溫作用，是一個天然的『空調系統』。」
不過，明渠橫在社區內，令社區「一分為二」，不便日常來
往兩岸的沙田居民，明渠水質受污染時更會產生陣陣惡臭，
困擾附近居民。
他認為，只要加以善用，明渠都可以變身為一個別具生命力

的地標。「就算是把一塊原石，打造成一塊翡翠，也並非不可
能，韓國的清溪川就是一個成功例子，只須花點心思，不可能
也成為可能。」
同時，隨着社區不斷發展，火炭一帶人口近年不斷增加。彭

長緯指出，區內有多幅土地將陸續發展成住宅用地，包括坳背
灣街、桂地街及文恒街的公營房屋發展等。面對區內人口大
增，區內休憩用地嚴重不足，社區設施欠缺，恐難應付區內長
遠需求，加上沙田近年發展迅速，大街小店先後變成接待旅客
的連鎖商店，不少特色小店漸漸消失。他的構思或可來一個
「crossover（交集）」，將火炭明渠活化為一個「新蒲點」。
彭長緯解釋，火炭明渠覆蓋範圍長，發揮空間大。他初步構

思，可以將明渠西邊改成小橋流水，兩旁有溪石及亭台樓閣，
讓市民能休閒散步。在火炭港鐵站附近一段明渠，則可加設上
蓋，成為多用途休憩用地，變相連接明渠兩岸。他認為，若這
裡只是放設一些長椅、健身鐵架，未免浪費。社區應善加利
用，包括美化它為一個戶外藝術廊，邀請一些年輕藝術家到場
擺檔、表演等，打造為沙田藝墟，務求從集文化藝術角度，賦
予這個新地標生命力。

倡建扶手電梯接港鐵站
不過，由於地勢關係，沙田區內多個屋苑都位處半山，居民

出入主要依靠巴士、小巴或徒步上落山。為達致「條條大路通
地標」，彭長緯進一步建議，火炭穗和苑可興建一條扶手電
梯，直達火炭港鐵站，以紓緩區內交通壓力。「扶手電梯需配
合四周的自然環境，減少砍伐樹木，同時讓居民免受風吹雨
打，提供一條較舒適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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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特區政府重點關注香港青年發展。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下午到訪沙田
區，了解該區的發展概況，並專程與青少
年茶敘，分享他們參與沙田區短期職業體
驗計劃的工作體驗。林鄭月娥在會上強
調，特區政府十分重視青少年的發展，未
來會繼續透過各區民政處統籌推動青少年
工作，並勉勵青少年要勇敢追尋夢想。
林鄭月娥昨日在沙田區議會主席何厚祥、

沙田民政事務專員何麗嫦、土木工程拓展署
新界東拓展處副處長黃偉文陪同下，到城門
河河濱及大圍明渠一帶，視察沙田區社區重
點項目計劃的選址，包括「活化城門河河濱

沙田市中心段」及「覆蓋沙田大圍明渠」項
目。林鄭月娥期望，沙田區的兩個社區重點
項目，將為沙田區注入新面貌，增添社區活
力。
林鄭月娥又與沙田區議員會面，聽取他

們對地區關注事項的意見，包括發展及房
屋、交通及運輸等議題，並到沙田大會堂
展覽廳與青年茶敘，分享他們參與短期職
業體驗計劃的工作體驗。她欣悉青少年有
機會嘗試工商、社會服務、公共行政等不
同行業工作，「特區政府十分重視青年發
展，未來會繼續透過各區民政處統籌推動
青少年工作。」■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林鄭勉港青追夢 為更好掌握地區的最新發展，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專程到訪離
島區。在訪問中，譚志源率先與離島區
區議員會面，就區內事務交換意見。隨
後，他在離島民政事務專員李炳威和離
島區議會主席周玉堂陪同下，前往東涌
發展碼頭視察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上蓋
的發展，了解香港口岸上蓋的工程進度
和設施。在行程最後一站，譚志源到訪
了區內一所中學，與該校師生交流，了
解學校對少數族裔學生的支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譚志源訪東涌

■彭長緯建議把火炭的明渠打造成區內「新地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