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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喜見港青舞出自信
連續四年觀賞街舞劇 支持 YO 助邊青建自信走正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許

昔署長臨場入會
今導師站台相挺

多青年有志未能伸，其實只因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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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了方向或欠缺了一個機會，只
要他們認清自己、找到出路，自能
活出精彩人生。候任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以特別嘉賓身份，出席 YO
協青社大型街舞劇暨籌款活動，支
持 YO 給予青年人一個平台，可讓他
們發揮其所長，建立自尊自信。據
悉，林鄭已是連續第四年出席 YO 大
型街舞劇暨籌款活動。

YO協青社昨日於沙田大會堂演奏廳第
四 度 舉 行 《 周 大 福 珠 寶 呈 獻 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由約 40 名曾經迷失
或一度成為「邊青」的青少年，透過街舞劇
展現他們的才華，同時帶出「行行出狀元」
的訊息。是次活動邀得林鄭出席，令活動生
色不少。

協青社緊貼潮流手法創新
YO 致力協助高危青年成為正向青年，並
緊隨着青年人的文化及需要，開辦不同的社
會企業，提供機會讓迷失的青年人發展所
長。擔任昨日活動主禮嘉賓的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於致辭時表示，協青社一直緊隨青少年
需要及潮流的轉變，運用創新的手法， 幫助
高危青年發掘潛能，為人生目標奮鬥，「我
非常支持協青社。YO Dancical 是他們一年
一度由青年人創作及表演的大型街舞劇 ，見
到青年人能夠在舞台上發光發熱，真的十分
高興！」
昨日歷時近兩小時的街舞劇《東。南。
西。北。中！》 內容講述一班被認為在街頭
無所事事的小伙子、 一群在學校只對運動、
藝術有興趣的學生，缺乏人生方向，終日四
處碰撞，直到有一天，他們透過街舞，重新
找到人生方向，激發起他們心中的鬥志。多
名青少年展現其勁舞，多次獲現場參觀者拍

■林鄭月娥上台與街舞劇《東。南。西。北。中！》主辦方和演員合照。
掌歡呼以示支持。

由構思到道具 青年一手包辦
林鄭月娥看得十分投入，不時隨人群揮手
及拍掌。完場後，她更上台與一眾演員合照
及勉勵他們。
YO自2014年起舉行「YO Dancical」周年
大型街舞劇，一方面提供機會予青年人展示
才華，讓街舞跳進專業舞台。一如以往，整
個街舞劇由構思、編曲、排舞、演出，以至
道具、 舞台及燈光設計，均是由 YO 的青年
人一手包辦， 讓他們自由發揮其「非主流」
的專長。
■林鄭月娥觀賞街舞劇《東。南。西。北。中！》時十分投入。

林太：
「同行」不計步伐只管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林鄭月
娥在當選感言中提出首要工作是修補撕
裂。她昨日認為，縱使各方立場或意見不
盡相同，但只要目的地相若，大家也可以
同行。她又大讚民間有許多智慧，有些更
融入其政綱當中，未來 5 年會盡量運用，
達至在經濟及民生等方面的發展。
林鄭月娥與行會成員陳智思的電視訪問
於昨日播出。林鄭認為，要修補社會撕裂
就需要各方同行，不過有人會認為立場不
同、意見不同怎能同行，「但我又覺得不
是，因為只要大家的目的地也是咁上下，
就可以一齊行，當然行的過程大家會有一
些爭辯或者妥協，但都要向着同一個目標
一齊邁進。」

盼先與教界商討分配「新錢」
她又指出，自提出修補撕裂為首要工作
後，初步反應正面，因大家都覺得社會很
累，希望可以多做實事，「不要一扭開電
視都是見到抗爭。」她認為現時是修補撕
裂的契機，必須把握這契機，為未來 5 年
的施政奠下基礎。她提到自己將改善行政
立法關係放在首位，如很多人要求改組政
策局，但由於不想為未來數個月的立法會
「添煩添亂」，故不會要求現時就改組，
因改組會涉及申請撥款、調動職位及更改
附屬法例，會令立法會「好煩」。
林鄭強調，自己在競選期間與選委會面
時已表明，無論對方會否提名或投票予
她，她都會落實政綱，指政綱是她聆聽各
界別意見後才撰寫，並非為爭取任何人的
選票而寫。她指已將教育的工作放在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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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信新班子獲中央信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林鄭月娥
強調用人不問派別，只要有心、有力、有承
擔、願意為香港服務者就是合適人選。立法
會前主席曾鈺成昨日認為，林鄭本着此原則
組班是合適的，也相信她獲中央政府高度信
任，明白中央的原則、底線，不會提名中央
不信任的主要官員人選。
對於會否有反對派中人獲邀「埋班」，
他指林鄭講過物色反對派中人加入政府有難
度，而在現實情況下，也不可能有很多反對

派中人出任主要官員，但如果邀請反對派加
入諮詢架構，困難就會較少，自己也樂見這
點。被問到邀請反對派加入政府，能否修補
社會撕裂，他直言撕裂不可能靠一兩個動作
就能修補，需要各方用最大誠意，為香港整
體利益着想去做。
被問到林鄭有否邀請他加入政府，曾鈺
成笑言她沒有找過自己，而自己已是 70
歲已退休的長者，不會出任主要官員，但樂
意在能力範圍內盡力協助新一屆特區政府。

陳勇駁斥張秀賢
「求其拉人」
謬論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右一）與行會成員陳智思（左一）出席的《周日龍門陣》節目
昨日播出。
電視截圖
前，希望優先與教育界達成共識，商討如
何運用每年50億元的額外教育經常開支。

吸「民間智慧」拓經濟民生
競選期間擔任林鄭競選辦主任的陳智
思，就認為未來要加強官、商、民合作，
讓港人一起分享經濟成果，並創造一個更
包容的社會，但林鄭笑言，「近年要政治
正確，就是要民、商、官，官是最尾的，
一定是以民為先。」她指在競選期間，深
感民間有許多智慧，自己在過百場會面中
吸收了不少，有些更融入政綱當中，未來
5 年會盡量運用已吸收的民間智慧，達至
在經濟及民生等方面的發展。

陳智思倡建副局晉升階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曾任林
鄭月娥競選辦主任的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
昨日表示，曾與林鄭討論問責團隊人選的
問題，但鑑於現時沒有完整制度，鼓勵有
志及有能力的人投身問責班子，令林鄭組
班猶如「求人入火海」，建議建立一套由
副局長晉升為局長的階梯。
陳智思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過去
兩個月曾與林鄭討論管治班子人選的事
宜，而對方也曾問他有沒有興趣加入問責
團隊，但他已表明不會在新一屆政府內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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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政綱提出「培育青
年廣納人才」，從她與街舞結下不解緣
可窺探一二。除了昨晚出席協青社街舞
劇活動外，早前林鄭月娥競選分享會亦
獲青年街舞導師站台，導師表示支持她
的原因很簡單，皆因「這個高官願意坐
足全場看我們表演」。
江滿齊與馬煒炎是協青社嘻哈學校的街舞
導師，均曾為林鄭的競選分享會站台。早前
接受傳媒訪問時，30歲的江滿齊表示，第一
次對林鄭月娥留下印象是早年協青社「蒲
吧」開幕，林鄭月娥出席參觀並登記成為第
一個女會員，「當時有櫃枱職員問她拿證件
登記，旁邊有人介紹說這是社署署長。」
而印象最深刻的，江滿齊指是近年協青社
搞街舞劇，林太連續三年以政務司司長身份
出席主禮，並坐足全場觀看表演，「這個高
官願意坐足全場看我們表演，對我們來說是
很大的鼓舞。」江滿齊續說，政府應該增撥
更多資源發展青年事務。
25 歲的馬煒炎則坦言，雖沒有機會接觸
林鄭，但耳聞不少林鄭支持協青社活動，甚
至跟社工一起到街上「執仔」的事跡，「我
見到她對年輕人的關心，覺得（她）會是合
適的特首人選。」
■記者 文森

任全職工作。他認為，政界及商界同樣面
對「難找人」的問題，「人才往往是『同
一班人』，出名的人考慮多，越出名人際
網絡越多，擔心被指『利益輸送』；若知
名度不高，又會被質疑『唔夠班』。」

嘆找人如「求人入火海」
他指出，現時香港社會環境令人卻步，
無助鼓勵更多人加入政府，找人加入政府
如「求人入火海」。他認為，為解決這困
局，應建立常規的晉升階梯，在副局長層

被問到競選期間最深刻的感受，陳智思
認為現時的選舉辦法雖被批評為「小圈子
選舉」，但複雜性很大，猶如「選兩個選
舉」：一邊是面對選委會的38個界別，選
委不論派別都會提出涉及本身界別、很細
節的問題，「他們期望所有候選人都懂這
些細節，幸好林太懂」；另一邊是面向全
港市民做形象工程。
至於對 2022 年的香港的期望，林鄭期
盼香港這顆東方之珠再顯光芒，陳智思就
指社會會繼續對不同議題有不同意見，但
希望大家為了下一代的將來，盡量尋找空
間凝聚共識，「香港需要向前行，不能再
繼續停下來繼續爭拗。」

面提拔人才，又指目前肯定有數名副局長
合乎晉升資格，但未知對方是否願意。
陳智思又相信林鄭不會因為派別不同
而不考慮合作，反之若有合適人選的話，
定會極力向中央政府爭取，「不單止是修
補關係，亦是用人唯才，亦讓香港市民、
中央看到，就算不同政治光譜的人，其實
都是為香港做事。」
回顧自己過去兩個半月的助選工作，他形
容自己是首次處理選舉，面對的問題較想像
中困難很多，而林鄭是一個從不喜歡自我包
裝的人，所以在競選期間，並沒有做各樣的
形象工程，只是實事求是地討論。

■《城市論壇
城市論壇》
》嘉賓討論修補社會撕裂議題
嘉賓討論修補社會撕裂議題。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早前因參
與「佔領」行動被起訴的學聯前常委張秀
賢，昨日在一論壇上聲言，修補撕裂並非
「求其拘捕幾個人」就可；被同場的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反駁指，任
何違法行為應受法律制裁。自由黨黨魁鍾國
斌就認為，修補撕裂的前提是要加強溝通，
繼續堅持己見沒有好處。
港台節目《城市論壇》昨日討論如何修
補社會撕裂。張秀賢聲稱，社會撕裂源頭於
全國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若要修補
裂痕應從政改着手，而非「求其拘捕幾個
人」；又稱反對聲音不會因有拘捕、檢控而
消失。陳勇反駁說，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
人違法都應受法律制裁。
張秀賢質疑建制派為何幫「七警」籌
款，甚至舉辦集會及批評法官，陳勇就批評
「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作為法律學者公
然犯法，當目睹年輕人被拘捕時卻「自己匿
埋」，又指在囚者也有機會改過自新，但前
提是先負上入獄的法律責任。
鍾國斌也認為，違法行為應受法律制
裁，不少「佔領者」已預料自己會被捕，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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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是必然會發生的事。
他又說，日前建制派及反對派議員聯
署，促請政府擱置小三全港系統性評估，認
為這種跨黨派合作是修補撕裂的好開始。

認同新政府廣納政治光譜
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稱，同意
林鄭早前指修補撕裂不等同對法治作出妥
協，但為了確保有關檢控不存在任何政治考
慮等因素，建議律政司應補充更多資料，如
警方完成調查的時間等。他又稱，修補撕裂
的工作相當艱巨，有些傷口已經出現，不可
能當沒有發生，如何讓香港向前行及重回正
軌才最重要。
對於林鄭提出用人不分黨派，陳勇認同
這點，指新一屆政府如果認為適合的話，有
關反對派成員應考慮加入政府，否則社會傷
口難以癒合。張達明也稱，林鄭應廣納不同
政治光譜的人才，作為其管治班底人物，身
體力行，證明新一屆政府能有容納批評聲音
的胸襟。不過張秀賢就大唱反調，聲稱反對
派不應加入政府，否則與理念背道而馳，甚
至會淪為「工具」及「花瓶」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