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維護國土完整 攸關港人利益
特首：法例清楚說明 港人須知法守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
與國家發展關係密切，但近年部分反
對派政客及團體，瞄準年輕人青春逆
反的特質執意挑動矛盾，意圖撕裂港
人家國情懷及責任感，甚至拉上鼓吹
「港獨」等違法或暴力主張，情況堪
憂。昨日出席第六屆「香港大學生軍
事生活體驗營」結業禮的行政長官梁
振英，便特別指出國家跟國民是命運
共同體，每一個香港人都有義務維護
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他又強調，基
本法和相關法例已清楚說明香港和國
家的關係，香港是法治社會，市民必
須知法和守法，相關單位亦必須依法
和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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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結業禮昨日於粉嶺新圍軍營
舉行，為活動主禮的梁振英祝賀八十多名大專生成

功完成13天的嚴格訓練，並學習到軍人不怕艱苦、不怕犧牲
的保疆衛國的精神，寄語學員們保持堅毅精神，挑戰自我，
堅定不移向着更高的人生目標進發。

強調國與民同命運
梁振英於致辭時並與一眾學員分享了國家對人民的重要
性，強調國家跟國民是命運共同體，「古今中外，國家都是
人類的最大集體，國家愈強大，國民的安全跟利益愈能夠得
到保障……因此人和國家的關係，並不只是抽象的政治關
係，更有實在的利害關係」，而維護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也
是每一個國民必要的義務。他又以二戰時期香港經歷三年零
八個月「日佔」的悲劇作例，指出「晚清的歷史教訓很深
刻，大而不強的中國只有捱打，而捱打的中國就會出現上世
紀30年代三年零八個月的悲慘的香港」。
梁振英續指，內地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香港的相關經驗
也同樣深刻，說明國家穩定和進步，是香港發展的最大基
礎，為香港年輕一代事業發展的最大舞台，也是香港人國際
地位上升的最大動力，「因此每一個香港居民，為了國家的
利益，也為了自身的利益，都有必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
完整，都有必要維護國家的安全。」
他又表明，香港和國家在這些問題上的關係，都已經有法
律包括基本法和本地的立法所規定，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
市民必須知法和守法，相關單位亦必須依法和執法。

八十多名香港大專學生經歷13
天的軍事生活體驗，既鍛煉了堅
強刻苦的意志，也學習到有關國
防與國家主權的知識，及軍人保

家衛國的精神。有學員提到，通過是次活動，
毫無疑問提升了自身的國民身份認同；亦有學
員被問及對「港獨」的看法時，指體驗營加深
了自己對相關法律基礎的認識，學會從正確的
法律角度反對「港獨」。
在是次體驗營中隸屬2排4班的浸會大學學生

黃曉語，被選為學生代表上台致辭。她提到每位學員決定
前來的理由也許不一，「或是想強身健體，或是要挑戰自
我，又或者是希望多學些軍事知識」，但不論因由為何，
營中所有學員都一心要把事情做好，向着目標前進。
她非常感謝籌委會安排是次活動，讓大家能夠「體驗

不一樣的青春，度過不一樣的暑假」。
她又表示，本身體弱而好強，希望能藉參與軍旅生活

挑戰自我，加上過去從電視中看見的解放軍感覺不易親
近，希望親身多來了解一下。入營後跟解放軍相處下
來，認識更多，「尤其從中認識到紅軍參戰的歷史片
段，毫無疑問是提升了自身的國民身份認同。」

提升紀律 鍛煉自己
城市大學電子工程系學生仇朗山表示，希望透過今次

體驗營提升紀律，鍛煉自己。他指出，參加體驗營可往
平日不能到達的地點如昂船洲軍營，並參加實彈射擊
等，這些都是平日鮮有的見聞機會。
他又認為，體驗營能加深自己對相關法律的認識，
（對於「港獨」、「佔中」等）「不會像以前般亂想，
而會有一些正確的方法，從法律的角度去思考。」

歷13日「無機生活」
於香港大學就讀心理學及犯罪學銜接學位的陳紫綫，

有意畢業後投身紀律部隊，她指參加體驗營正好可以預
先適應紀律部隊生活。問到參加體驗營最大得着，她指
自己過去都算是手機「重度用家」，平日機不離手，經
歷13日「無機生活」後，原來也能習慣，此外體驗營中
有機會參加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的講座，受益匪淺。
就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陳慧先，則笑言自己過去生活

習慣很差，每晚凌晨一二點鐘才睡，「來到這裡準時晚上
10點關燈睡覺，凌晨6點起床」，加上每日都有步操等不
同嚴格訓練，生活健康不少，尤其營中的激光模擬編制對
抗非常有趣，會是人生一段難忘的體驗和經歷。

■記者 姬文風

學
員
：
學
會
從
法
律
角
度
反「
獨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大學生軍事生
活體驗營籌委會至今已經第六屆舉辦「香港大學生軍
事生活體驗營」，本屆活動由8月2日開始為期13
日，共有來自全港十多間大專院校80多名學生參加。
學員在訓練期間會參與步操、激光模擬編制對抗及行
軍等軍車訓練，亦會學習國防知識，有機會參觀軍
艦，並於營中體驗解放軍駐港部隊的生活。
昨日體驗營結業禮邀得多位重量級主禮嘉賓，除行
政長官梁振英及解放軍駐港部隊政治委員岳世鑫中將
外，尚有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仇鴻，
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宋如安，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公
務員事務局局長張雲正，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中聯辦

青年工作部部長陳林，香港青少年軍總會總司令梁唐
青儀，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會長戴德豐，及籌委會主
席、信和集團執行董事黃永光等。而在典禮上隨着鼓
聲徐徐響起，全體學員分批列隊步操進入典禮現場，
各人步伐整齊，精神抖擻，無懼烈日即席演練軍體
拳，亦即席合唱《團結就是力量》及《走向復興》兩
首歌曲，展現出團結精神。
支持體驗營活動的解放軍駐港部隊政治委員岳世

鑫中將昨亦於結業禮作總結，指學員們成功完成各
項基本軍事課目、德育和軍隊優良傳統教育、接觸
多種武器裝備、及參加豐富文化體育活動，又讚賞
學員於升旗儀式及匯報表演表現出色，成果豐碩。

透過是次軍事生活體驗，香港大專生學員能深刻感
悟「沒有國哪有家」、「少年強則國強，少年富則
國富，少年屹立世界則國屹立於世界」的基本哲
理，期望香港年輕人能自覺把個人夢融入「中國
夢」、香港夢之中，「為香港的繁榮發展貢獻自己
的聰明才智，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成就輝
煌人生。」

黃永光籲發揚體驗營精神
戴德豐亦讚揚學員們於典禮步操時威風凜凜，

祝願他們日後能將所學用諸社會，報效祖國。黃
永光則提到，香港現正處於發展重要時期，社會
和諧穩定非常重要，寄語學員們發揚體驗營的精
神，為香港的安定和諧煥發正能量，為國家繁榮
作貢獻。

岳世鑫：學員出色 戴德豐：步操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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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到新圍軍營出席大學生軍事
生活體驗營結業典禮時表示：「國家與國民是命運
共同體。國家的穩定和進步，是香港繁榮發展的最
大前提，是香港年青一代未來事業發展的最大前
提，也是香港人在國際社會地位不斷提升的最大前
提。因此每一個香港居民，為了國家的利益，也為
了自身的利益，都有必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
整，都有必要維護國家的安全」。特首這番論述，
從港人、尤其是青少年的未來發展角度，指出了國
家安全與香港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道理，廣大港
人都有必要就此深入思考，真正明白國家安全、穩
定、強盛與香港發展、廣大市民安居樂業之間的必
然關係，從而自覺提升國家、民族觀念，全面抵制
「港獨」思潮，讓香港社會在「一國兩制」的框架
之下，繼續繁榮穩定和不斷發展。

國家的穩定和進步，是香港繁榮穩定的最大前
提，這是被歷史一再證明的真理。回顧19世紀中
葉，腐朽沒落的清王朝，在「船堅炮利」的英國
侵略者面前，一敗塗地，被迫割讓香港，令香港
被英國殖民統治長達150多年。在那不堪回首的歲
月裡，英國殖民統治者在香港居於高人一等的統
治地位，港督獨攬大權，政府中上層的職務也被
英國派來的人掌握，市民根本沒有什麼民主權
利，只能在殖民統治者的淫威之下生活。只有到
了國家逐漸強盛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決意要
收回香港，在香港已經踏上回歸路的時候，英國
殖民統治者才「突然」關心起港人的民主權利。
是中國政府，以堅定的意志和「一國兩制」的創
造性安排，與英國在香港問題上達成協議，在

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讓香港一洗
百年恥辱，重新回到祖國懷抱。港人從此可以堂
堂正正做一個中國人。

環顧全球，和平與發展無疑還是世界主流。但
是，由於世界發展的不均衡、利益的衝突和資源
的爭奪，加上某些大國推行的霸權主義，導致國
際間存在着許許多多的矛盾與紛爭，包括恐怖主
義和戰爭的威脅。在這種情形下，只有國家強盛
和政治穩定，才能夠為香港提供強大的後盾，才
能為香港的社會進步、經濟繁榮、民生改善，提
供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如果像某些國家和地區
那樣，為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而搞得政局動盪，
經濟必然會崩潰，民生必然會困苦。一些爆發內
戰的地區，民眾不但要忍受很大痛苦，更有可能
要流離失所，甚至失去生命，青年人當然也沒有
什麼發展前途可言。

相反，回歸以來的香港，在「一國兩制」之
下，不但港人可以自行管理好香港社會，而且，
在國家的強有力支持下，港人可以立足香港，服
務國家，聯通全球，發展空間更廣更大，青年人
有了更廣闊的用武之地。這些都有賴於香港的背
後，有一個不斷強盛的國家，有賴於中華民族的
偉大復興。「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家興
旺，全民得益。香港是國家一部分，興衰成敗，
都與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因此，
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也就是維護香港的利
益，遏止「港獨」，是為了港人的福祉和青年未
來的發展，更是為了廣大港人的切實利益，大家
都應該為此而共同努力。

維護國家安全 符合港人根本利益
由貿發局主辦的第27屆美食博覽，今日是

最後一日展期。本屆博覽吸引了大約1,400家
來自26個國家和地區的參展商，不少參展商
都表示「做到無停手」，旺丁也旺財，這是
值得慶賀的。不過，從另一方面看，這個一
年一度的美食嘉年華，固然引來市民和遊客
的熱情參與，但與書展、動漫電玩節及工展
會一樣，作為傳統年度盛事，也逐漸顯得缺
乏亮點，美食博覽需與時俱進，結合本港城
市特點，呈現更加豐富多彩的美食文化，吸
引更多的內地和海外遊客，從而進一步提升
本港會展業的層次，全面塑造香港盛事之都
的形象。

「美食博覽」、「香港書展」、「香港動
漫電玩節」及「工展會」可謂香港展覽業的
四大名片，每年均吸引很多市民和遊客樂在
其中。以目前在會展舉行的「美食博覽」為
例，從「1蚊雞美食」到千元蝸牛魚子醬，從
街頭小食到亞歐頂級料理，豐富的展品和活
動吸引了眾多市民遊客前來採購。為方便內
地遊客，今年還特別開通了支付寶支付平
台，這些新措施都產生了較好的效應。

不過，若是「美食博覽」的常客，不難發
現每年的展覽內容和活動安排均大同小異，
由一開始的搶「一蚊鮑魚」，到「國際金茶
王大賽」，到最後一日減價傾銷，參與者大
多抱着買筍貨的心態。事實上，以上四大展
覽，一言以蔽之都是一個大型主題市集，主
要滿足大家一個「血拚」的需要。當然，這

些展覽無疑都取得了非常成功的往績，但年
復一年，也逐漸顯得因循守舊、缺乏亮點。
特別是受匯率因素等影響，長遠而言，本港
難再單靠「購物天堂」的招牌去吸引遊客。
事實上，近年內地旅客視野已經更加廣闊，
更多選擇去東南亞甚至歐美等地旅行，加上
各地紛紛推出購物退稅措施，內地自貿區也
如雨後春筍般冒起，相形之下香港「購物天
堂」的吸引力已經日漸褪色，我們需要反思
傳統會展業的升級創新之法。一方面要結合
地方特色，增加文化內涵；另一方面要結合
現代科技，開拓創新思路。

據有關資料顯示，香港有超過50個大小不
同的會展場地，提供總展覽面積超過15萬平
方米。大型會展匯聚人氣，不僅能夠刺激零
售業，對於帶動包括酒店業、交通運輸業、
金融業在內的周邊產業，都有着顯著的作
用。舉辦大型盛事，更是香港屢試不爽的吸
引遊客的高招。隨着移動互聯網的大潮勢不
可當，香港會展業一方面可依託「大數據」
和「雲計算」技術，策劃更加符合市場需求
的展會，並提供滿足參展商和觀眾個性化需
求的會展服務；另一方面，需要全面提升互
聯網營銷的廣度和深度，提升會展營銷的營
運效率。只要我們在發揮傳統優勢的基礎
上，順應時代潮流，勇敢創新求變，開拓思
路、靈活應變，香港的會展業一定可以再上
一個新台階。

（相關新聞刊A10版）

提升會展業層次 打造「盛事之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