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

虹）樹木總能為石屎森林添

上一點綠色生機。「2016香

港植樹日」昨日於元朗大棠

舉行，特首梁振英及多名局

長出席任主禮嘉賓，解放軍

駐港部隊700名官兵也到場

參與支持及協助，更有多個

政府部門及企業派員合共

1,800人參與植樹活動，料共

可栽種8,000棵樹苗。有參

與家長希望藉活動讓子女了

解大自然的重要，加強環保

意識，未來亦會恒常參加類

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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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年輕人在求學時期及
畢業後找工作的轉變，容易感到迷茫。青年民建聯昨
日舉行「生涯規劃」座談會，邀請政商各界中人和大
家分享個人的發展經歷，鼓勵他們要多以樂觀心態面
對問題，同時要多擴闊自己的生活圈子，及學會待人
接物。
青年民建聯昨日邀請了立法會議員蔣麗芸、南區足

球會主席陳文俊、Ocean Three創辦人何智聰及Zchron
室內設計公司市務總監Louis Chan等分享個人生涯規
劃的經驗，又邀請香港教育學院教授姚偉梅及職業訓
練局外務處處長鍾智晶分享推行「生涯規劃」的經驗
等（見表）。
青民主席顏汶羽在活動上致辭時表示，他自2009年

剛當上民建聯副發言人，一直要求特區政府將「生涯
規劃」納入中學課程。直到前年，政府終於接納建
議，但他認為教育局和勞工及福利局應更好協作，令
每個學生都能真正受惠。

「達人」教路
■南區足球會主席陳文俊：
青年人應該按照自己的興趣發展自己的事
業，在過程中要做好自己本分，結果則隨
緣，不能強求。

■Ocean Three創辦人何智聰：
年輕人要學會享受過程，和日常多帶點笑
容，以樂觀心態面對問題。

■Zchron室內設計公司市務總監Louis Chan：
希望年輕人能多擴闊自己的生活圈子，多認
識不同行業的朋友，以及學會待人接物，好
好發展人際關係。 製表：記者 鄭治祖

青民座談 賢達分享生涯規劃

公民黨狂插健吾
黃活志：你（健吾）自己以為自己是誰？

Kingsley M. Poon：個世界圍住他（健吾）而轉架（㗎），
都唔係第一日啦！

Chiu Kai Wong：方仗（丈）因為人家無出邀請，就利用自
己地盤出post去掉轉頭話人小氣？咁好笑！

Cheung Tk：批評本來就應該抽離感情而（依）公正黎
（嚟）講，原來唔係？

Sharon Tsang：撐6號（梁天琦）點對其他人同黨帶感情？

Man Leung：哈哈哈……原來平時已經留左（咗）手架
（㗎）啦……今次公民黨唔滅亡都唔得啦……

Ivan Hui：話佢on ×驚佢嬲。

Philip Tsang：以為自己掌握丁點話語權就操生殺大權之
輩，毫不值得尊重。

Ivan Hui：呢樣都不突（特）止，講呢啲只顯示出佢係一
條cheap精。

Bruce Ng Btw：有興趣想知佢對邊啲人/政黨係用帶感
情嘅眼光去評論（其實佢咁講，同公然收片有咩分
別？）

Man Leung：公開求巴結求奉承既（嘅）輿論意見領袖，
係（喺）香港都絕無僅有……有一種傳媒就係靠敲詐企業
生存，唔比著（）數就唱×衰你！ 製表：記者 鄭治祖

一次新界東補選，令
傳統反對派與激進「本
土派」為爭選票而互相
攻訐。公民黨前晚慶祝
十周年黨慶，曾在立法

會新界東補選時支持「本土民主前線」候
選人梁天琦、身為公民黨「對家」的大學
講師健吾，近日在其facebook發文稱，自
己未獲邀參加公民黨黨慶，「很簡單，從
此以後，我可以用最沒有感情的眼光，去
批評這政黨的所有事情。」
該帖在網上引發連場罵戰，有公民黨中

人批評健吾「以為自己掌握丁點話語權就
操生殺大權之輩，毫不值得尊重」、「靠
敲詐來生存」。健吾支持者就批評公民黨
氣燄囂張，「正合乎他們的黨格！」

楊梁之爭有隙 新仇舊恨鍵盤算
撐梁天琦的健吾在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期

間，在其網台節目上詢問立法會新界東補
選7名候選人對「同志婚姻」的意見。
其中，楊岳橋回應時支支吾吾而被批評

是在7名候選人中，答得最「模棱兩可」
的一個，隨即引發「撐楊」及「撐梁」雙
方的罵戰。
近日，健吾在其fb發帖，「當你被七個

不同的朋友問及，某黨黨慶，有沒有人倒
啤酒給我喝的時候……我是沒有被邀請

的。」他又稱自己日後會「用最沒有感情
的眼光，去批評這政黨的所有事情」。
新仇舊恨，一次爆發。疑為公民黨中人
的「Philip Tsang」就發帖稱，「I am
SORRY, lor.（我對唔住（囉））But that
will change your attitude toward us？（但
你因此就改變對我們（公民黨）的態度？
Can't believe a public opinion leader would
say this……（不相信一個『意見領袖』會
說這樣的話）」
健吾隨即在fb稱，有人「擺字入我口。

我平白的陳述事件，他們就是這樣解
釋。……請泛民議員的助理搞清楚，我是
事實陳述，對貴黨的評論也不會因為你們
跟我的關係改變。……我是小器就全世界
知，但擺字入我口我就一定唔會沉默。」

批「尊貴議員」無恥「輕視人民」
其後，健吾又發出多帖，稱「香港政客
的無恥程度，真令我大開眼界」，「我真
的覺得太不可思議。為何政客可以在網路
如此的氣燄，為何那些議助可以在面書如
此的沒禮貌。有些人很奇怪。明知要選
票，卻到處去跟人罵戰……因為他們真的
以為自己是尊貴的議員。而忘了他們的權
力來自人民。很多議員，輕視人民，輕視
微小，輕視年輕。然後，沒有然後了。」

■記者 鄭治祖

訟黨黨慶未獲邀 健吾酸爆掀罵戰

羣力資源中心昨日於元朗大棠舉行「香港植樹日」
典禮，多位重量級官員出席並擔任主禮嘉賓，包

括特首梁振英、中聯辦副主任林武、外交部駐港副特
派員宋如安、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及政治委
員岳世鑫，全國政協常委戴德豐，和發展局局長陳茂
波、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身為香
港植樹日活動執行委員會主席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
惠珠等。

嘉賓種楓香 特首望「後人乘蔭」
眾多主禮嘉賓即場種下10棵楓香。梁振英表示，自

己過往曾於其他地點植樹，每次見到樹木茁壯成長均感
到分外滿足，又回想過去本港不少山頭都是光禿禿，惟
現時綠色處處，均因「前人種樹，後人乘蔭」。
是次植樹活動獲駐港部隊派出700名解放軍參與支
持及協助。姓朱的23歲女兵告訴記者，她從內地來到
香港一年多時間，參加過一系列公益活動，比如義務
獻血、暑期青少年軍事夏令營、駐港部隊對市民開放
等。
同時，逾十個政府部門，包括房委會、消防處，以
及團體、企業派員共1,800人參與植樹活動，預計共

可栽種8,000棵樹苗。品種包括楓香、大頭茶、嶺南
山竹子、山蒲桃、牛耳楓等。

10女兵相助 為港綠化盡力
大會其後安排駐港部隊10名女兵與市民一同植樹。

駐港兩年的女兵胡小姐首次參加植樹，因可與香港市
民共同為香港綠化出一分力而感到開心。未有規定種
植數量的她希望盡所能，種得愈多愈好。
不少家長攜同子女參與植樹。特意帶同兩名子女前

來支持植樹活動的羅先生表示，這次是兩歲兒子
Chase首次參加植樹，而4歲女兒已是第二次參加，希
望藉活動讓他們了解大自然的重要，加強環保意識。
他指出，現時不少市民習慣城市生活，不但不喜歡

流汗的感覺，又忽視樹木的重要性，強調對生態環境
而言，樹木地位重要，故未來將恒常參加類似活動，
盼由小培養子女正確的環保概念。
羣力資源中心本着「美化香港、樹木樹人」宗旨，
自1998年初起舉辦植樹日活動，今年已踏入19載。
中心委員會得到漁農自然護理署協助，挑選合適場地
進行植樹活動，將綠色香港的環保訊息帶給市民。去
年植樹場地為西貢東郊野公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十三五」規劃
的港澳專章已明確表示要發揮香港獨特優勢，又提出
支持港澳提升經濟競爭力，包括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
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強化全球離岸
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功能。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譚惠珠認為，香港未來擁龐大機
遇，倘能抓緊機遇，將會忙到不得了，呼籲年輕人不
必擔憂有否足夠向上流機會，而是要韜光養晦，學好
語文及專業技能。

「十三五」「一帶一路」展港優勢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昨日舉辦兩會匯報會，邀請了譚

惠珠及全國政協委員曹王敏賢擔任主講嘉賓。譚惠珠
在會上表示，國家「十三五」規劃與「一帶一路」戰
略關係密切，香港可在當中發揮積極重要作用。
她表示，香港擁有與國際接軌的法律制度、市場規

則；有豐富的國際金融、貿易、物流中心競爭經驗；
並有優秀管理中心及人才。另外，香港語文是兩文三
語，與內地及外國溝通也沒問題。
對於「十三五」規劃沒有提及香港旅遊業，譚惠珠

認為這並不代表國家不支持香港發展旅遊業，因國家
旅遊局局長李金早已表明支持香港推廣郵輪旅遊，及
會極力支持香港「一旅多點」。

善用「三大中心」港不愁機遇
她認為，香港未來仍擁龐大機遇，「三大中心地位

倘能好好利用，（香港）將會忙到不得了，現在只是
我們香港仍未醒覺這些機會已經來到門口。」
譚惠珠相信，有所長、有所準備的人將有大量空間

發展，呼籲年輕人要韜光養晦，學好語文及專業技
能，「青年不要擔心有沒有上流機會，而是要擔心有
沒有裝備好自己。」
曹王敏賢則指，國家應要積極投放更多資源於研發

方面，才可達至萬眾創新，「創新發展就如金字塔
般，創新基礎一定要夠平、穩，上層才可研發到更多
新產品。」

珠姐講機遇
籲學好語文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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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間組織「愛港之聲」昨
日在旺角舉行公開論壇，討論旺角暴亂事件。出席論壇的律
師錢志庸稱，香港過去一系列暴力事件或有外國勢力策劃，
在網上發起當晚召集的「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只是
被「幕後操控」的「代罪羔羊」。
「愛港之聲」召集人高達斌昨日在論壇上表示，由「佔
中」79日阻塞旺角彌敦道、事後有所謂「鳩嗚團」在西洋
菜街驅趕內地遊客、直至年初的旺角暴亂，令來港內地旅客
銳減，周邊商戶生計堪虞，已對香港經濟造成影響。
錢志庸在論壇上指，大多涉及旺角暴亂的被捕者，獲法庭
准許以500元至20,000元不等的金額被保釋候審，處理是合
法且恰當。他指出，當晚90多名被捕者中，有不少是hold-
ing charge（暫定控罪），有關金額屬於合理範圍。
談到在網上發起召集在年初一當晚到旺角聚集的黃台仰，
被判以10萬元現金擔保及10萬元人事擔保保釋外出，錢志
庸認為，倘單單對黃台仰本人，保釋條件已算苛刻。
他解釋，10萬元對於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是一筆大數
目。
他認為，「罪大惡極」的不是黃台仰，而是背後幫他策

劃、編排的人。他認為，一名二十歲出頭的青年沒有能力策
劃如此大型的集體暴亂，故呼籲公眾用更深入、理性的眼光
看待黃台仰這個被煽動而推向台前的「代罪羔羊」。

錢志庸：親睹6「外人」監督「黃絲」
錢志庸還在論壇上憶述一次與「黃絲」青年對話時，被外
籍人士監視的經歷。錢志庸表示，他有一次在旺角看到一個
手執「黃絲」旗的青年，忍不住上前質問他是否崇慕外國管
治。在對話期間，他留意到兩名外籍人士一直在注視他與
「黃絲」青年的一舉一動，恐防錢志庸對「黃絲」青年使用
暴力。
事後，錢志庸諮詢相關人士後被告知，香港有6個這樣的

外籍人士，負責輪班監督「黃絲」青年進行「工作」，令他
相信有外國勢力插入香港、搞亂香港。
「保衛香港運動」成員郭綺華在論壇上則批評有部分政黨
將所有社會矛盾歸咎於本屆政府，「教協冇學位，鬧梁振
英；醫院冇床位，又鬧梁振英」，又強調廣深港高鐵是為香
港人而建的民生工程，因為一個地區的發達興旺需要有交
通。

「旺暴」有黑手 黃台仰「外國傀儡」

官民齊動手 元朗種樹忙
植樹日特首主禮 700駐軍助陣 家長盼子女學環保

■青年民建聯昨日舉行「生涯規劃」座談會，邀請政商
各界中人和大家分享個人的發展經歷。

■譚惠珠認為香港未來擁龐大機遇，倘能抓緊機遇，將
會忙到不得了，呼籲年輕人韜光養晦，學好語文及專業
技能。 鄭治祖 攝

■■大會安排大會安排1010名女兵名女兵
與市民一同植樹與市民一同植樹。。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羅先生希羅先生希
望藉活動讓望藉活動讓
兒子兒子（（見圖見圖））
了解大自然了解大自然
的重要的重要。。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 特 首 梁
振英（前左
二）宣佈植
樹 活 動 開
始。

■錢志庸表示，自己親見「黃絲」受6
名外籍人士輪流監督。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