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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精英訪港喚起全港市民愛國熱情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上海市政協常委

奧運精英訪港，喚起全港市民愛國熱情。事實證明，絕大多數港人愛國家、愛香港、擁護
「一國兩制」。 奧運精英訪港更啟示我們，從奧運精英的身上汲取團結協作、堅強堅韌、
求實創新的精神力量，以更堅定的信心應對香港目前的困難。
里約奧運會剛剛閉幕，國家隊的金牌運動員和數位奧
運明星將於明天抵達香港。奧運精英與市民見面的三場
活動門票兩個多小時全部售罄。在售票處門前，曾一度
出現「人龍」，不少市民前一天晚上便來排隊，而門票
在網上由二十元炒至一千多元……炎炎烈日，擋不住市
民熱情；家國情懷，在這一刻表現得淋漓盡致。事實又
一次擊垮了謠言。本屆奧運會一開始，就有人說港人和
內地的矛盾增加了、關係疏離了，港人對國家的感情和
榮譽感淡薄了，拿不拿金牌無所謂，等等。隨着里約賽
場一次次奏響中國國歌，一次次升起中國國旗，廣大市
民為之感染、激動、自豪，全部謠言不攻自破。
儘管有極少數人千方百計唱衰中國、不遺餘力離間香
港與內地的關係、明目張膽鼓噪「港獨」，但難掩全港
市民的愛國熱情，難以改變絕大多數港人愛國家、愛香
港、擁護「一國兩制」的事實。愛國，不是一個空泛而
抽象的概念，奧運精英用行動為「愛國」一詞做出了最
好註解；市民在表達愛國熱情的同時，也應汲取祖國奧
運健兒的精神力量，以更堅定的信心應對香港目前的困
難。

團結協作 應對挑戰
每一屆奧運會都是一場視覺盛宴，人們從激烈的比賽
中看到了運動員的精彩技藝，更感受到了運動員身上的
精神力量。特別是在團體競技項目上，一個手勢，一個
眼神，一個動作，都表現出隊員之間心有靈犀。個人的
高超技藝固然重要，但隊友的配合更不可缺少，每一次

得分都是團結協作的結果。特別是許多觀眾從中國女排
的一場場比賽中，更能感受到團結協作的魅力，一傳二
傳的鋪墊，促成了扣殺動作的完美；兩個隊員的跳躍，
構成了攔網動作的虛實結合、時差上的前後銜接、空間
上的左右搭配，築起了牢不可破的「空中防線」；而運
動員場內的衝鋒陷陣，教練員場外的運籌帷幄，更是形
成了高度默契。可以說，歷經 30 多年風風雨雨、經歷
三代人的更替變化，「團結協作」是中國女排不變的
「本色」。
術業有專攻，但萬事有聯繫，看似不搭界的事物，其
內在原理往往有相似之處。站在這個角度看香港，香港
更需要汲取團結協作的精神力量。香港今天遇到了政
治、經濟、民生等諸多難題，特別是「一國兩制」在香
港的實踐正在經受嚴峻考驗。「港獨」勢力反國家、反
法治、反社會，嚴重違憲違法，卻欲道貌岸然地進入立
法會，借合法平台做違法之事，把他們拒之門外，他們
就使出種種極端手段，鼓噪「暴力革命」、「抗爭無底
線」，甚至還進入中學校園「播獨」，何其猖獗！許多
市民對「港獨」勢力的迅速蔓延感到震驚和憤怒，又充
滿憂慮和擔心。其實，「港獨」並不可怕，關鍵是市民
要齊心，只要 700 萬港人能夠團結起來，攜手「拒
獨」，像女排姑娘一樣也築起銅牆鐵壁，「港獨」勢力
就沒有生存的空間，香港就翻不了天！

堅強堅韌 一路向前
從訓練場到奧運會的領獎台，這段路到底有多長？有

的運動員走了三年五年、有的運動員走了十年八年，而
中國女排沉寂了十二年，才重登冠軍寶座。每一枚獎牌
的背後，都有一串串動人的情節，都有一個個難忘的故
事，都有一滴滴艱辛的汗水。本屆奧運會上，尤以中國
女排一路走來的經歷讓人最驚心動魄。中國女排在分組
賽中接連失利，先後輸給了荷蘭、塞爾維亞和美國，但
到淘汰賽階段，中國隊先勝東道主巴西、再贏強勁對手
荷蘭。決賽之役，首局以 15：25 失利，在命懸一線的
不利境地中，女排姑娘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不錯過每
一個進攻的機會，不留下一個防守的漏洞，表現出了堅
強堅韌的素養，最終贏得了勝利。賽後，主教練郎平
說：「中國的女排精神與輸贏無關，不是說贏了就有女
排精神，輸了就沒有。要看到這些隊員努力的過程。」
此言更讓人感受到女排精神的境界非凡。明天起一連三
天，市民和奧運精英近距離接觸，聽一聽他們的故事，
感受一下電視屏幕上看不到的一面，更能感悟出做人做
事的道理。
香港當下遇到困難雖然多而雜，但並非無解。比如面
對經濟滑落的問題，港府設立創科局，力推本港創新能
力的提升；贏得國務院批准「滬港通」、「深港通」，
打造人民幣離岸中心，做大香港的金融業；推進「粵港
澳」協同發展戰略，做大香港的發展空間。再比如面對
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港府實施扶貧安老計劃，力推公
屋建設，拓展建設用地。這些都是破解難題的好辦法。
一個社會問題的形成、發展、到爆發，要經歷較長的過
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樣，化解社會問題
也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不可能立竿見影。但本港有些
人總是把經濟、民生問題貼上「政治標籤」，當成對付
特首、港府和中央政府的「籌碼」，完全不講道理、不
顧事實，有意製造對立，這是別有用心。女排精神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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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自稱曾留學澳洲昆士蘭科技
大學的「熱血公民」（「熱
狗」）港島區候選人鄭錦滿，其
英語水平認真駭人。他早前在電
台選舉論壇上誤以為報稱「獨立
民主派」、以英語發言的候選人
司馬文支持「修改香港基本
組織。日前，他在選舉論壇上又
再聽不懂司馬文的英語發言，更
在互問環節中完全答非所問，大
出洋相。

司馬文日前在電視台選舉論壇上的互問環節中聲
稱，土地問題也是港人非常關注的事情，詢問鄭

錦滿對此有何意見，又叫他講述有什麼增加土地供應
的解決問題方法。
鄭錦滿初時未有回應，全場靜止了 3 秒。其隊友鍾
琬媛之後嘗試回應稱，他們主張「全民制憲」，就是
監察政府的「其中一個方法」，「關於土地供應嗰個
問題呢，我諗最大嘅問題係房屋嘅供應最大嘅concern
（關注）喺民間之中，建立『本土政府』都係其中一
個（解決方法），因為家政府喺好多地都 hold（保
留）起咗。」

原搵隊友「硬食」一插嘴即錯
司馬文不滿對方答非所問，再重新講述問題一次追

問他們會建議用什麼土地，及是否支持小型屋宇政
策。鍾琬媛此時面有難色，細聲問了鄭錦滿一句：
「你係唔係要答呀？」鄭錦滿卻竟不負責任地示意她
繼續作答。
鍾琬媛唯有繼續硬着頭皮聲稱：「我諗唔可以一概
而論，因為家政府有好多棕地，同埋閒置嘅土地係
未用、未釋放出嚟，甚至有一啲係喺地產商嘅手
上……」
不過，鄭錦滿卻又突然要逞英雄，竟不着邊際地聲
稱這是人口政策問題，「其實問題根本回歸返人口政
策嗰度，因為如果我哋唔能夠評估到真正有幾多人口
嚟香港嗰度，我哋係制定唔到……」司馬文最終只能
搖頭，僅回應一句稱，「它真的不是這樣的。」
「人民力量」劉嘉鴻在互問環節時，曾向司馬文聲
稱：「這（香港目前的立法會）不是民主議會。」鄭
錦滿卻又聽錯英文，更質疑劉嘉鴻「竟」稱香港是
「呢個咁嘅民主政府……」

「人力」
：人肉背稿機點做議員
「人力」借機把該片段製成短片，更加上字幕，揶
揄自稱「澳洲留學」的鄭錦滿唔識英文。
「人力」執委歐陽英傑在 fb 就借「朋友」之口稱：
「這個人的英語能力出奇地差，會不會其實聽得明，
只是專登把別人的說話扭曲，搏（博）觀眾在倉促間
不知就裡照單全收？……一個來歷不明、見識淺薄、
心術不正、人肉背稿機（卻口窒窒）……是否夠
（資）格成為立法會議員？」

香港島候選名單：
張國鈞、郭偉強、葉劉淑儀、黃梓謙、
劉嘉鴻、何秀蘭、詹培忠、羅冠聰、
沈志超、王維基、徐子見、司馬文、
許智峯、陳淑莊、鄭錦滿

東盟文化部長會 江華力薦港
「帶路」
民政事務局局長
劉江華昨日在文萊
斯里巴加灣市出席
第七屆東南亞國家
聯盟（東盟）中日
韓（十加三）文化部長會議及第三屆中
國—東盟文化部長會議。劉江華代表香港
特別行政區，並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參
與會議。中國代表團由文化部副部長丁偉
率領。劉江華在會議上發言時稱，香港既
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大都會，兼傳承中國文
化，具備優厚條件在落實「一帶一路」策
略方面，作出重大貢獻。
劉江華強調香港可以擔當中國與世界
各地文化交流的「超級聯繫人」。現
時，香港已經與東盟的越南、新加坡和
菲律賓簽訂了文化合作備忘錄。他表示
會爭取與更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
訂文化合作備忘錄。
自2003年起，香港舉辦亞洲文化合作
論壇，以提供平台促進區內的文化交流。
此外，香港每年一度舉行的戶外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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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左一）和國家文化
部副部長丁偉（左七）與各東
南亞國家聯盟（東盟）文化部
長在會議上合照。
華「亞裔藝采」，得到東盟成員國駐港
領事館的參與支持，有亞洲不同國家及
地區的團體在活動上演出富地方風情的
歌舞匯演。

西九文化區助聯繫世界

■劉江華到訪斯里巴加灣
市的一所畫廊，了解文萊
畫廊的營運情況及當地藝
術作品的風格。
在會議中，劉江華亦談到西九文化區
的首項設施 M+展亭將於下月開放，他
指出，西九文化區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
文化區之一，有助加強中國在「一帶一
路」框架下與世界各地的聯繫。

周三展開在文萊的行程以來，劉江華
出席了東盟—中日韓（十加三）文化部
長會議的歡迎活動及東盟文化之夜匯
演，亦參觀了文萊的美術館及藝術機構
了解當地文化發展。他將於今日回港。

奧運會上強手如林。1984 年第一次參
加奧運會至今，中國運動員穩居第一軍 屠 海 鳴
團的陣營，除了團結和堅韌以外，還有
一種求實創新的精神。我們還以中國女排為例，郎平接
手女排後，提出了「大國家隊」的概念，每次集訓總是
有 20 多人，每個位置總是保持三到四個人在競爭。隊
伍擴大後，針對不同的比賽安排不同的陣容，承擔不同
的任務，不過分強調成績。此外，新女排還擴大了教練
隊伍，引入了國際化的專業團隊。再看被譽為「國球」
的乒乓球等項目中，中國隊保持數十年輝煌，讓各國運
動員望塵莫及，同樣源於求實創新，不斷推出新打法，
令對手只能複製，無法超越。
香港經濟如何走出低谷？中國奧運軍團求實創新的精
神給港人以啟示。香港的「實」在何處？在於發達的現
代服務業，在於金融、貿易、法律、會計等領域的優秀
人才，在於與西方發達國家接近的法律體系，在於諳熟
國際貿易規則，這是香港的實力所在。
香港的「新」在哪裡？「一帶一路」建設是香港的
新機遇，也是大機遇，如果香港能依靠自身實力，在
求實的前提下創新，扮演好「超級聯絡人」的角色，
定能在「一帶一路」的大蛋糕中分得自己的一份。方
向找對了，則香港能夠闖出一條新路，未來 20 年經濟
增長無憂！祖國奧運精英的來訪，帶給香港市民的是
愛國熱情，是家國情懷，也帶來了前行的信心和思
考。

■楊全盛批
評，有教協
會員「過
檔」到資訊
科技界力挺
現任議員莫
乃光是「賊
喊捉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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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今
屆立法會選舉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選民人數
由去年的 6,716 人急增至 12,115 人，增幅約
一倍。《星島日報》昨日報道，近 90%新增
選民屬電機暨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香港
分會會員，而有跡象顯示教協與個別資訊科
技組織達成秘密協議，將約 1,500 名教協會
員透過IEEE「過檔」成為資訊科技界選民。
立法會資訊及科技界候選人、智慧城市聯盟
召集人楊全盛昨日在其 facebook 專頁轉載有
關新聞（見圖），並表示對此感到驚訝，
「有人口口聲聲要維護公平公義，但好明顯
是『賊喊捉賊』，令人憤怒。」
《星島》昨日報道指，今屆立法會選舉資
訊科技界選民經由 IEEE 登記的選民人數由
上屆 652 人增加至今屆 5,377 人，增幅 7.25
倍，其中約 1,500 名新增選民在大專院校從
事資訊科技工作。與此同時，立法會教育界
選民人數較上屆減少超過 4,700 人，懷疑教
協協助反對派陣營候選人莫乃光「種票」。
楊全盛貼文寫道：「我對這單新聞感到驚
訝，因近日有人在不同場合不斷意有所指，
說有人透過種票影響選舉，口口聲聲維護公
平公義，但好明顯這是『賊喊捉賊』的行
為，令人憤怒！」
莫乃光昨日發表聲明，稱呼籲合資格人士
登記成為選民並非「種票」，又批評有關報
道混淆視聽，他對大篇幅報道未經核實的內
容表示遺憾，而有關報道對符合選民資格、
通過合資格團體程序成為選民的 IT 人非常不
公平。
教協也發表聲明，稱該會從無討論將會員或選民
「過檔」到資訊科技界，否認有參與任何「種票」行
為，並對有關指控感到「非常遺憾」。
教協副主席張銳輝昨晨在電台節目中稱，教協從無
開會討論將會員「過檔」到資訊科技界，連非正式討
論都沒有，他們亦不清楚有沒有教協會員加入成為資
訊科技界選民，又相信教育界選民銳減，是因為不少
教育界選民轉為「超區」選民云云。

IEEE

楊全盛斥「賊喊捉賊」

■「人力」製成短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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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識英文。 網上載圖

法」，厚臉皮地叫司馬文加入其

求實創新 闖出新路

教協會員「過檔」

「熱狗滿」論壇出醜
一聽洋文出洋相

我們，只要我們堅強堅韌，支持特區政
府一個難題一個難題地破解，香港就能
找到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