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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

匯 報 訊

（記者 文

森）工聯

會屬下香

港旅遊聯

業工會聯

會，昨日聯同旅遊業相關工會召開

記招，支持特區政府在西九文化區

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業界代表指

出，近年內地訪港旅客人次減少，

而故宮博物館是世界級景點，有助

吸引全球高端旅客來港，從而惠及

旅遊相關行業並帶動就業，可以為

現時衰弱的旅遊業打下強心針，從

經濟、民生及文化角度是百利而無

一害，批評有政客別有用心為反而

反，是「有食唔食，罪大惡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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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被譽
為「香港設計之
父」的設計大師、
西九管理局董事局
成員靳埭強（見
圖）昨日接受電台
訪問時，力挺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以
保密方式促成香港故宮博物館，是主動有為，不
惜自行承擔責任和個人政治生涯的高風險，又支
持和讚賞林鄭月娥直接委任著名建築師嚴迅奇，
因為他是唯一最合適的人選，強調優秀的設計師
不會接受所謂「招標」、價低者得的聘任方式。
靳埭強在訪問中表示，特區政府要興建故宮

博物館，前期工作有必要保密，因為很多城市
都希望設立故宮博物院分館，若消息公開，香
港便可能得不到成立分館的權利。西九故宮文
化博物院分館項目進行得較急是應該的，按正
常程序只會「夜長夢多」。
他坦言，要在保密情況下促成故宮博物館，
在香港現狀下是很難做的決定，但林鄭月娥還
是一力承擔責任作了這個決定，很難能可貴。
因為對方將來一旦參選，這件事無疑會對她的
政治生涯造成很高的風險。她的做法也許不是
最好的，但若不採取這樣的做法，香港很可能
就不會擁有故宮博物館。靳埭強說他個人很佩
服和諒解林鄭月娥在此事上的處理，指她每件
事都盡力去做，相信只要付出努力，將來必然
會有成果。

委任嚴迅奇做法明智
被問及當局直接委任本地建築師嚴迅奇，靳

埭強指做法明智，值得欣賞及開了先例。他指
設計師協會早已游說政府改變購買創意的機
制，因為好的設計師不會接受價低者得的機
制。而嚴迅奇是本地唯一對故宮文化有深入了
解，唯一主持設計兩個內地省級博物館並獲得
大獎的本地建築師，也是早前3個西九發展方
案中唯一本地建築師，是充分了解西九的一流
專家，是最合適的人選。
靳埭強相信，阻撓建立香港故宮館的行為明

顯違背主流民意，但也認為在和北京故宮決定
合作後便應該早點諮詢，因為進行項目前需要
關心持份者，包括營運者及參觀人士的意見。
他認為現階段各界應聚焦討論如何令香港故宮
博物館更好運作，令年輕人能吸收、傳承中國
文化，不應浪費了這件建香港故宮館的盛事。

靳埭強挺林鄭
「主動有為負責」

工聯會5個屬會，包括香港旅遊聯業工
會聯會、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香

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飲食業職工總會、
酒店及餐飲從業員協會，涵蓋本港旅遊、
酒店、百貨及飲食業等範疇。
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理事長梁芳遠昨
日在記者會上指出，現時本港的迪士尼公
園、海洋公園等景點，只能吸引單一市場
旅客，更有旅行社反映，本港缺乏文化景
點吸引郵輪客。
她續說，香港從未有大型中國文化展
覽，而故宮文化博物館可與西九文化區的
其他場館互相配合，形成世界級的文化藝

術展覽院，吸引全球高端旅客群來港。

台故宮為例「為何失良機？」
她以香港當年舉辦清明上河圖展覽為

例，在短短21日展期內，竟吸引93萬人次
參觀。而台灣故宮博物院，每年也可吸引
到500多萬人次入場，證明文化景點的價
值。「為何香港要錯失這個機會？錯失了
就真係好傻！」她希望特區政府可以盡早
落實有關計劃，助旅遊業「鹹魚翻生」。
酒店及餐飲從業員協會權益主任奚鴻泉

表示，近年來港遊客數目下跌影響酒店入
住率，業界減少聘請新員工，新建酒店計
劃亦受影響，希望博物館的落成有助吸引
外國過夜客，帶動業界生意，為新人提供

入行機會。
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常務理事、零售

及批發從業員協會理事長蔡宗建指，博物
館可望吸引更多高端遊客，並帶動和故宮
有關或中國傳統工藝及相關產品的銷售，
為業界增加新增長點。
飲食業職工總會秘書長黃必文則表示，

近年出現一些對旅客不友善事件，去年更
發展成旺角暴亂，連帶飲食業也受影響，
而建館計劃可以帶來新商機，透過故宮熱
及中國元素向旅客推廣中式飲食。

批政客為反而反危言聳聽
對於有人聲稱特區政府事前未有作公眾

諮詢，梁芳遠認為，社會上的反對聲音主

要來自政客，批評他們說法不負責任和危
言聳聽，無謂地為反而反和搞破壞，「有
人說博物館的維修費會由市民承擔，這根
本就無根據！你可以收入場費的嘛！」梁
芳遠希望市民可以冷靜思考建館對香港的
好處。
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總幹事林志挺則

指，文化區是單純的文化項目，不應夾雜
政治，但近日有人別有用心，將「故宮」
描述成「魔宮」，想要「推冧佢」，質疑
有關人等只為積累政治資本。特區政府已
經就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程序解釋，是
否合乎程序公義是見仁見智，但認為結果
是公義，形容反對意見是「有食唔食，罪
大惡極」。

■■工聯會屬下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聯同旅遊業相關工會工聯會屬下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聯同旅遊業相關工會：：香港旅遊香港旅遊
業僱員總會業僱員總會、、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飲食業職工總會飲食業職工總會、、酒店及餐飲酒店及餐飲
從業員協會從業員協會，，支持興建西九故宮支持興建西九故宮，，振興旅遊保就業振興旅遊保就業。。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推廣故
宮文化，特區政府耗資158萬元在港鐵中
環站通道兩邊繪製巨型「故宮壁」。豈料
反對派借機大搞政治化示威，令「故宮
壁」屢遭塗污。「故宮壁」設計者趙廣超
在接受網媒訪問時表示，在整件事上找不
到一個根本的對立，亦不相
信一個城市會拒絕一座博
物館。他又感嘆，大家走

到一起是「前所未有的美麗」，現在卻變
成了角力和火併，「一切知識，都變成了
武器。」
趙廣超在接受《端傳媒》專訪時表示，
他的工作室是去年7月接到政府邀請參與
「故宮全接觸」項目，想展示故宮在建築

上的 Power（力量）和 Charm
（魅力），但政府從

未提及香港要建
一座故宮文化博

物館。完成
「故宮壁」
後，趙廣超
赴 台 灣 公
幹，1 月 8
日返港才知
道，1 月 6
日 面 世 的
「故宮壁」

成為西九香港故宮館風波的爭議焦點。
他坦言，自己和同事的作品被攻擊，

大家士氣很低落，他由台灣回港後第一
件事，是安撫同事的心情。大家都對事
件感到委屈。原來，趙廣超參與的項目
最少還有三個，包括隧道口廣告板和宣
傳短片的設計與製作，及在康文署與無
綫電視合拍的節目《觸得到的故宮》中
擔任顧問。
面對外界種種質疑，趙廣超處之泰然，
認為自己的責任只是做好文化推廣：「我
只記住一點，幾十年來，哪怕是只有十多
秒的宣傳片，我也會去思考，我可以做
的，我盡量去做。」

現狀是沒好好教育孩子結果
他對西九故宮引發的爭議「不予置

評」：「主要原因是我沒有去前線……其
實也不敢去，看到也傷心。」對香港現

狀，他認為是他們這一代沒好好教育孩子
的結果：「是我那一代給予社會文化的養
分不足，教育本身應該要有更寬闊的視
野。互相推諉最容易，慢慢變成了埋身的
角力和火併，一切知識，都變成了武器，
我們折損的，要由我們自己的城市去承
受。」
對事件的發展，趙廣超保持樂觀，認
為香港最大強項是開明和視野，不論喜
歡或不喜歡，都能夠為對方留一點空
間：「在喜歡與不喜歡之間，我們就可
以展示出香港的性格，讓世界去了解我
們和我們的文化。」他表示，在整件事
上找不到一個根本的對立，大家走在一
起是前所未有的美麗，「我還心想要出
多一點力、做多一點。」
他指出，一個地方靈感最精髓的東

西，都放在博物館裡，「我想不到一個
城市會拒絕一座博物館。」

「故宮壁」設計者嘆知識淪武器

■■趙廣超感嘆香港的趙廣超感嘆香港的
現狀是他們這一代沒現狀是他們這一代沒
好好教育孩子的結好好教育孩子的結
果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城大專業進
修學院學生、曾在宣誓風波中發起聯署及申請
司法覆核的莫嘉傑，前日在網上發起聯署，收
集支持在西九龍文化區興建故宮館的簽名。他
在facebook專頁表示，截至昨日下午1時，即
聯署開始後的24小時，他們已收集到14,000
人的聯署。

萬四人聯署撐建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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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管會昨日發佈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報告書，提及去年9月立法會選舉投票前，
多名候選人公開表示「棄選」，建議當局立
例規管類似言論；報告亦指留意到傳媒報道
有人意圖藉投票意向調查所得資料進行配
票，選管會已將有關個案轉介相關執法機構
跟進。選舉公平是最重要的民主原則，反對
派無所不用其極，操弄「棄保」、配票伎
倆，破壞選舉公平公正、侮辱選民、不尊重
民主，當局必須盡快研究立例規管，維護本
港公平公正的選舉制度。

去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以反對派為主的
多名候選人在投票日前夕突然棄選。根據現
行法例，候選人在提名期結束後沒有退選或
棄選的機制。昨日選委會的報告指出，若候
選人公開聲稱「棄選」，但未能向公眾清楚交
代原因，將引起不必要的猜度。事實上，操
弄「棄保」是反對派慣用的伎倆，在選舉最
後階段迫使某些候選人退出，製造「棄保」
效應、告急效應，引導選民支持特定候選
人。此做法傳播錯誤訊息，操弄選民投票意
向，對其他候選人不公平，社會輿論直斥其
非。

昨日選管會報告的另一焦點，是指出有不
同機構在投票日或之前，進行各類收集選民
投票意向的調查並公佈有關結果，有傳媒報
道指有人意圖藉調查所得資料進行配票。戴
耀廷在去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明目張膽推出

「雷動計劃」，就是配票的典型案例。戴耀
廷透過「雷動計劃」收集選民投票意向，在
9月4日投票日將「棄保」建議不斷發給所
謂「策略選民」，公然教導選民如何「策略
性」投票。戴耀廷毫不諱言，「雷動計劃」
就是要令反對派取得立法會過半數議席，干
擾選舉的目的昭彰。在「雷動計劃」的操弄
下，去年的立法會選舉結果出現大量不正常
的現象，多名選前民調低迷的激進「本土
派」候選人高票當選，成為「票王」、「票
后」，足以反映「雷動計劃」操弄選舉的效
果。

去年立法會選舉前後，本報及多家傳媒
已揭穿「雷動計劃」根本是一場大規模的
配票行為，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背後更涉及「黑金政治」的
操作。選管會報告明確已將有關涉嫌配票
個案轉介執法機構跟進，公眾更應該正視
問題，敦促政府收緊法例，在日後選舉中
杜絕配票現象。

很多西方國家早已禁止在選舉當日公佈民
意調查或選舉預測，設立選舉冷靜期，以防
有人操縱選舉。本港反對派玩棄選、配票，
破壞選舉公平，與世界民主發展的潮流背道
而馳，侮辱選民、褻瀆民主，令本港公平廉
潔的選舉制度蒙污。選管會的報告值得當局
重視，盡快研究健全選舉條例，令民意得到
正確反映，保障選舉公平公正。

棄選配票違公平辱選民 應立例規管
西九文化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昨日開始諮

詢，身兼西九管理局董事局主席的政務司長林鄭月娥
和其他項目核心成員舉行記者會，詳解西九故宮的初
步構思，並回應各方意見。西九故宮博物館對香港文
化、旅遊業乃至整體發展都是大好事，是提升香港國
際形象的世紀工程之一，不應該將此有利香港發展的
文化項目政治化，甚至與特首選舉掛鈎，藉以攻擊林
鄭月娥，干擾項目的正常諮詢。為反而反，政爭不
息，香港一事無成，市民對事事政治化、發展蹉跎歲
月已經厭倦甚至痛恨，相信社會會集中注意力，排除
干擾，提出建設性意見建議，共同把西九故宮博物館
好事辦好。

西九故宮博物館對提升香港文化品味、增加香港旅
遊業吸引力、增強香港中西文化薈萃的魅力，具有重
要意義，得到文化界、專業界有識之士的認同，大多
數市民亦樂觀其成。但是，反對派對香港與內地的合
作一貫抱抗拒心態，即使是國家支持香港興建西九故
宮博物館這樣的「大禮」，亦要絞盡腦汁、千方百計
推倒而後快；加上項目由可能參選特首的林鄭月娥主
理，反對派更將西九故宮當作狙擊林太的武器。有人
打着「程序公義」的旗號，多路夾擊，大肆攻擊、抹
黑，甚至無憑無據就向廉署舉報「私相授受」。

西九故宮被指跳過所有程序、直接委任建築師，是
反對派窮追猛打的焦點。昨日林鄭月娥和負責西九故
宮前期設計的建築師分別回應記者的提問，開誠布公
顯示對西九故宮前期工作的保密只是為了做成項目，
並無私心私利，有關繞過程序、私相授受的指控完全
站不住腳。正如林鄭月娥所強調，如在處理過程中有

不善之處，願意接受大眾批評，但不應把事件政治
化，矮化故宮藏品的價值，剝奪市民觀賞的機會。

但是，為反而反，把經濟民生問題政治化，正是反
對派一貫的作惡手法。目前正值特首選舉的敏感時
期，特首梁振英不競逐連任，林鄭月娥曾表示「不得
不重新考慮參選行政長官」。反對派正好把特首選舉
與西九故宮硬扯上關係，為了攻擊林鄭月娥，不惜把
西九故宮項目貶得一無是處，形容政府的處理一塌糊
塗，企圖令公眾對林鄭月娥和西九故宮都反感，即使
政府就西九故宮展開諮詢，也失去消除分歧、凝聚共
識的功能。

牽涉重大公眾利益的建設需要諮詢合情合理，但是
政治化諮詢，令發展停滯不前，香港已經吃過不少苦
頭。西九文化區就是受政治化拖累的典型例子。西九
文化區計劃由建議以至招標一直遭到不少非議，2001
年4月，政府就舉辦了西九龍填海區概念規劃比賽；
2004年12月，政府就西九文娛區展開公眾諮詢；可惜
到2006年，終因「官商勾結」、「文化大白象」等非
議，整個項目被推倒重來、束之高閣。差不多20年時
間過去，西九文化區至今仍是草地一塊，發展仍停留
在設計概念階段。

西九故宮的興建，無疑是西九文化區建設重啟的重
要契機，西九故宮的諮詢絕不能重蹈西九文化區議而
不決的覆轍，更不能再因政治化的操弄而胎死腹中。
香港有多少個20年可以一拖再拖呢？為了西九文化區
的發展，為了香港的未來，西九故宮的諮詢，一定要
摒棄政治化，公眾要積極提出具建設性的建議，集思
廣益，玉成好事。

文化項目不應政治化 西九故宮諮詢須對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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