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上班族都會趁周日行山輕鬆一下，青年民建聯一行10多人昨日就到獅子山郊野公
園行山，並請來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做「星」級導遊。青民主席顏汶羽笑言，自己幾乎「行
到暈低」，「真係唔行唔知身體差」，而黃錦星就教他們「山野無痕」，包括自攜食水、
食物及帶走垃圾，更介紹沿途植物。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則在facebook做直播，在山上
俯視九龍及維港，「撥開雲霧見青天，真係獅子山精神。」 圖：fb圖片 文：陳庭佳

張德江委員長香江之行馬不停蹄，連續在不同場合發表談話，在香港社會激蕩起一浪接一
浪的熱議。在香港社會各界歡迎晚宴上，委員長的講話熱情洋溢、推心置腹、情理交融，有
幾句大白話，更展現了「唯仁者為能以大事小」的廣闊胸襟，本人有幸與會聆聽，感到很值
得認真品味：一句「鄉土情懷人皆有之」，表現出對港人本土情懷的呵護之情，令港人覺得
可親可敬；一句「折騰對香港沒好處」，讓港人聽之雲開月明；一句「沒有過不去的火焰
山」，提醒港人重新撿回「初心」，回答好「熱愛祖國、崇尚法治、專心發展經濟民生」這
三道題目；一句「近水樓台先得月」，讓港人看到希望。港人應該把這幾句話當鏡自照，走
出政治爭拗的迷城，登上「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的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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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視察
香港之行，大吹「和風」，得到政界
包括反對派的肯定。張德江更以國家
領導人的身份與4名反對派議員會
面，事後4名反對派議員都認同會面
有成果，並希望有關溝通可繼續下
去。至於其他反對派政黨，雖然在政
治上依然擺姿態，拒絕出席歡迎晚

宴，但也沒有過火行動。唯獨是新近成立的「香港眾
志」，卻三番四次在行程中搗亂衝擊，以為可以吸引
傳媒注意，結果卻自暴其醜，反而遭到一班激進「本
土派」的嘲笑，兩面不是人。「香港眾志」再次「中

箭」，沒有了光環的黃之鋒，確實是一事無成。
「香港眾志」在張德江三日視察之行，沒有放過任
何可以做騷的機會，在活動外圍大呼小叫，挑釁警
員。最離譜的是在張德江到訪將軍澳之時，「香港眾
志」主席羅冠聰、副主席黎汶洛及秘書長黃之鋒等5
人，竟然在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出口企圖衝出高速公路
攔截車隊，「香港眾志」更加全程在自己的facebook
直播，並呼籲支持者到現場拍照云云，結果眾人迅速
被交通警員制服拘捕。
顯然，「香港眾志」根本將這次攔截車隊當作一場

抗爭騷，他們還以為自己有學生光環，就算攔截車隊
也不用承擔刑責。但他們忘記了，他們已經沒有了學

生的身份，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政棍，政棍為自己的
違法行為負責天經地義，警方也表明會依法檢控，
「香港眾志」這一次是偷雞不成蝕把米。
其實，反對派對於這次張德江視察香港之旅，各有

不同反應，也各有不同盤算。傳統反對派政黨由於得
到與張德江會面的機會，有望重新開啟與中央的溝通
大門，所以沒有採取過激行動，在策略上是正確的做
法，有助開拓反對派支持者的「藍海」，反制了激進
「本土派」的擠壓。至於激進「本土派」例如「熱血
公民」、「普羅政治學苑」、「香港復興會」的「熱
普城」聯盟，以至青年新政等組織，對於張德江此行
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也沒有發動衝擊行動。原因很
簡單，他們知道政治衝擊已成為「例行公事」，他們
照做一遍成效有限，反而要承擔刑責，不如什麼也不
做，集中攻擊同道人更好。

至於「香港眾志」則明顯進退失據，要對話又沒有他
們的份，而他們過去發動「佔領」的「往績」，也說明
其難以走溝通之路。但要他們搞一場大規模衝擊，甚
至如大年初一的「旺角暴亂」般，他們又不敢。為了
爭取傳媒的注意，所以他們才要上演連場鬧劇，由衝
會場到攔車隊，其實都是為了做騷。但這幾場騷卻是
爛騷，誰都知道這只是假戲，不但傳媒無興趣，更引起
其他激進「本土派」的支持者冷嘲熱諷，指黃之鋒為了
爭立法會議員10萬元的薪津做「撞車黨」。
確實，黃之鋒已經很久沒有出過鏡了，自從「香港

眾志」成立被輿論狠批之後，黃之鋒等人也再乏人問
津，所以才要變身「撞車黨」出來曝曝光。否則，9月
立法會選舉，羅冠聰、黎汶洛等人選也不用選了。誰
知最終弄巧成拙，自暴其醜。「現實版的傷仲永」，
總是不斷在香港政壇上演，這是香港政壇的悲哀。

「香港眾志」自暴其醜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張德江幾句大白話情理交融打動港人

一句「鄉土情懷人皆有之」令港人動容
一是「鄉土情懷人皆有之」。
本來，本土意識的滋長，是為了喚醒藏於大家心中的
集體意識，讓每一個香港人以自己的城市為傲，推動整
個社會更加團結、更加向上。然而，本土問題卻被極端
勢力騎劫，與分離、暴力綑綁，變成普通港人避之則吉
的東西。張德江一句「月是故鄉明，鄉土情懷，人皆有
之」的大白話，一下子拉近了與港人的感情聯繫；一句
「我是東北人，我愛我的家鄉；我是中國人，我愛我的
祖國」，更是令許多港人聽之動容。對港人珍視自己生
活方式和價值理念的本土情懷，張德江表現出呵護之
情，令港人感到可親可敬；張德江一針見血指出，有極

少數人打着「港獨」旗號，不是本土問題，而是以本土
之名，行分裂之實，違背 「一國兩制」的初心，也讓
港人感到心服口服。
眾所周知，中央對內地的地方主義非常敏感，對台灣

的本土意識向「台獨意識」轉變的趨向保持警惕，但對
香港本土情懷給予充分的理解、尊重和愛護，顯示中央
對港人的包容和信任。

一句「折騰對香港沒好處」讓港人雲開月明
二是「折騰對香港沒好處」。
回歸19年來，立法會議政殿堂，不討論發展大計，

整天胡亂拉布；從報章、雜誌、電影、讀物到普羅大眾
的生活，充斥了怒罵指責和戾氣語言；胡鬧之路越走越

險，竟然連「港獨」這種怪物都被催生出來。這次張德
江委員長專門安排小範圍會見4名反對派議員，而反對
派依然在嘵嘵不休提出一些無理的要求，如所謂「撤換
特首、落實真普選、停止干預香港事務」等等，哪裡有
香港待人尊重之道？更何曾看到高喊民主者理性對話的
風範呢？「折騰對香港沒好處」，就是針對這些人講
的，聽得進去，香港雲開月明；繼續置之不理，恐怕只
會應了那句老話，「不聽良言，吃虧眼前」。
三是「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
火焰山是《西遊記》中唐僧師徒取經路上九九八十一

難之一。想起來也頗讓人傷感。香港當年享有「亞洲四
小龍」之首的美名，這座全球各地前來取經學習的「東
方明珠」，怎麼會落到重走取經之路呢？張德江講話中
有一條點明得實在太好，那就是「勿忘初心」。香港走
到今天，有些人把「初心」迷失了：香港人在殖民統治
時代都沒有減退的愛國心，被今天的「本土問題」給沖
淡了；香港人敬畏的法治，被搗亂分子和法庭輕判給沖
淡了；香港人「埋頭搞經濟、不管人家閒事」的發展思
維，被社會撕裂和街頭政治給沖淡了。今天的香港要跨
過攔在我們面前的這些火焰山，歸根到底，還是要重新
撿回「初心」，自己回答好「熱愛祖國、崇尚法治、專
心發展經濟民生」這三道題目。

一句「近水樓台先得月」讓港人看到希望

四是「近水樓台先得月」。
長期以來，香港經濟社會發展苦於

找不到新的增長點，一直徘徊不前。
「一帶一路」可以說是香港目前可以
看到靠譜的重大發展機會。在全球紛
紛搶乘這列中國為主導的發展列車
時，我們香港有些人對於國家的這份
好意，卻好像一直都熱情不高。雖然
特區政府官員、商界領袖近年來在大
小場合宣傳該戰略對香港有重大商機，但是反對派一
直大唱反調，甚至指香港特區政府積極參與該戰略，
是為「討好中央」。張德江委員長的演講大量篇幅提
到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勢，強調國家在設計
「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時，均把支持香港參與作為
最重要的政策取向。在目前香港政治爭鬥的複雜狀況
中，國家依然力撐香港，對各種誤解和噪音仍然包容
和理解，依然苦口婆心進行勸解，希望香港擺脫內
耗，能夠積極參與國家發展戰略，謀發展、保穩定、
促和諧，和國家一起進步。
總的來說，張德江委員長這幾句大白話，不僅展現出

國家領導人的宏大思維，也展現了「唯仁者為能以大事
小」的廣闊胸襟。我們香港人應該把這幾句話當鏡自
照，走出政治爭拗的迷城，登上「一帶一路」國家發展
戰略的列車，找到發展的思路，找到未來的出路！

梁 亮 勝

梁亮勝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5月
17至19日訪港三天進行視察，並出席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發表講話。這是
繼2012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赴港參
加紀念回歸15周年活動後，首次有政治
局常委級別的領導人訪港，足見中央高
度重視香港的發展。在香港正值社會矛
盾日益嚴重、經濟發展逐漸放緩的多事
之秋，領導人訪港視察也就顯得極具意
義，特別值得關注。
委員長抵港後在機場停機坪發表講

話，表示這次來港是要「看」、
「聽」和「講」。他在「一帶一路高
峰論壇」作主旨演講，反映中央對有

關政策的重視，也表達了撐香港經濟
的用意。國家在2013年提出了「絲綢
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的重大倡議，目的是加強國家及
「一帶一路」沿線超過60個國家與地
區在政策、設施、經濟、社會、文化
等方面的共融和發展，同時促進更大
範圍、更高水準和更深層次的區域合
作，透過加快開放推動內地深層次的
改革。「一帶一路」的倡議，對國
家、亞洲和整個環球格局的未來發展
至關重要。
「一帶一路」政策是香港極其重要

的戰略機遇。香港近年面對經濟結構
單一，支柱產業優勢下滑，和經濟發
展動力減慢等問題，有必要抓緊時
機，集中精力謀求發展，提升自身的
競爭力，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的建

設，以鞏固及提高金融、航運、商貿
中心等的地位，推動投融資、商貿、
物流及專業服務等方面向高端高增值
方向發展。香港作為高度外向型的經
濟體系，憑着優越的地理位置、各行
業優秀的人才、完善的法制，及公平
開放的國際平台和廣泛的國際商貿網
絡，必能為國家「一帶一路」政策作
出重要貢獻。
委員長此行的另一亮點，是在正式晚

宴前的酒會，與行政會議成員和立法會
議員進行輕鬆和直接的交流。出席的十
名立法會議員中包括四名「泛民」議員，
這顯示中央十分樂意與香港社會各界進
行善意的溝通。其實，只要雙方都抱有
足夠的誠意，理性和平地協商，香港是
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今次的會面為日
後進一步的互動起到一個良好的示範作
用，奠定基礎，也希望中央政府將來安
排更多機會，與香港社會各陣營，包括
年輕人進行溝通交流。

張德江訪港意義重大

梁詠詩前晚在其fb發表題為《識左（咗）鄭錦滿第
6日，我unfriend（解除好友）左（咗）佢》，

文中批評「熱普城（「熱血公民」、「普羅政治學苑」、
「城邦派）」所提出的所謂「五區公投，全民制憲」
是「曲高和寡」，百姓難以理解，並指出在這樣的況
下，鄭錦滿等人擺街站又沒有他們「想像中咁勤力」，
包括鄭錦滿前日街站一直未有現身，該街站還提早收
檔，令人覺得「可惜失望」。她又稱，自己打這樣的
「倒米文」，是想鄭錦滿明白親自落場打點的重要，
又說自己不想「含淚投票」，故自己不會投票予「呢
個狀態既（嘅）鄭錦滿」，並問有沒有其他選擇。

「人力」速抽水 文章遭洗版
有關文章一出，向來與「熱血公民」不和、同樣劍
指立法會選舉的「人民力量」主席袁彌明，立即就在
梁詠詩fb留言表示︰「有非常好的選擇。」不過梁詠
詩還是被「熱血公民」支持者瘋狂洗版，不少人批評
她只用6日去判斷一個人的做法兒戲，更有人嘲笑她
以擺街站時間去衡量一個候選人的想法可笑幼稚。
鄭錦滿其後在梁詠詩fb留言道歉，先感謝梁詠詩及

街坊一直留意他們的工作表現，並給予意見，其後解
釋自己當日早上去南區華富邨做早站、下午到銅鑼灣

再做街站，然後就要處理另外的工作，包括安排訪問
及下周街站表，「抱歉未能親自出席今日（前日）筲
箕灣的街站，因為實在分身不暇。對於街站早收的問
題，絕對是責無旁貸，我會親自了解一下。」

梁稱通宵收奇怪私訊無聲電話
不過，「熱血公民」支持者對梁詠詩的攻擊卻一直

沒有停止。梁詠詩其後又發表《第一次被炮轟到失眠
的早上》，繼續批評鄭錦滿即使本人未能現身街站，
也應該播「聲帶」給途人聽聽，並指「一般選民是不
會體諒當事人的忙碌」。她又稱，自己是因為在意才
會「認真看看他的街站」。文章最後，她又說自己「對
『熱血』真心驚恐了。尤其通宵收到很多奇奇怪怪PM
（私訊），無人出聲既（嘅）電話。如果這是我應得
的後果和教訓，我心甘情願接受一次。」
「熱血公民」「首領」黃洋達妻子陳秀慧則在其fb

揶揄梁詠詩表示︰「一陣人地摺page（fb專頁）唔做
老師出黎（嚟）喊通通（統統）都係你地（哋）班人
責任呀……慘就係道理架（㗎）喇。」港大學生會前
會長馮敬恩也在其fb寫文章批評梁詠詩。民主黨區議
員區諾軒則幫梁詠詩批評「熱普城」，看來一場選舉
會令反對派無盡分裂下去。

網批鄭錦滿無落區
梁詠詩辣㷫㷫「熱狗粉」
&1&1���� 9月立法會換

屆選舉越來越

近，反對派的明

爭暗鬥也越來越多。去年參選筲箕

灣區議會挑戰民建聯失敗的中學教

師梁詠詩，前晚深夜在其facebook

上批評有意參選立法會的「熱血公

民」鄭錦滿，指他沒有現身街站、

沒有落區推廣理念，稱自己未必會

投票予鄭。有關言論一方面獲「人

民力量」主席袁彌明和民主黨區議

員區諾軒力撐，另一方面亦招來一

眾「熱狗」洗版攻擊，「熱血公

民」「首領」黃洋達妻子陳秀慧和

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也於網上

向梁詠詩開火。 ■記者 甘瑜

「星」 導 行 山

撐梁詠詩留言
■「人民力量」主席袁彌明︰認真對待選舉，真心想服
務市民的人，絕對不會這樣經營街站。就係咁。

■區諾軒︰梁詠詩與惡人周旋而被網軍圍攻，無論如何
應該說幾句話的……熱狗團隊也有來利東擺街站，好幾
次遇上我們呼籲街坊出席業主大會，我沒有見過鄭氏，
只有見過兩三手足來派傳單。如果批評對方落區不落力
也要圍攻，勇武派的氣度往哪裡去？

■Damon Wong Chun-pong︰梁老師既（嘅）message
（訊息）其實好簡單，如果你街站俾（畀）唔到街坊感
覺到誠意，你講到幾高幾大，開幾多街站都係無用。

撐鄭錦滿留言
■Sze Tat Chau（仇思達）︰我唔知嗰個乜老師，走
去捉人提早收檔，係咪傻架（㗎）？……阿老師咁想
搵個「勤力」嘅，不如投你樓下看更好過，一日做足
十二個鐘，夠勤力未。

■SauWai Chan（「熱血公民」「首領」黃洋達妻子陳
秀慧）︰人地（哋）話失眠又收奇怪pm（私訊）又收
無聲電話，真心驚咗熱血咁話呀［暗示話熱血做架（㗎），
你識咩丫（吖）］。一陣人地（哋）摺page（fb專頁）唔
做老師出黎（嚟）喊通通（統統）都係你地（哋）班人
責任呀……慘就係道理架（㗎）喇，教細路咁教食得屎。

■Billy Fung（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選議
員，是選一個動員力高、執行力高的人和其後面的團
隊。下下親力親為，不談人手調度、分工、組織，不
如選新界隻牛啦。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記者 甘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