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灣區須路通財通 資源共享優勢互補

不久前，河北省雄安新區的開發引起
傳媒的廣泛報道，因此，本港不少人把
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與雄安新區的開發
相提並論。實際上，這是兩個完全不一
樣的概念。雄安新區是北京市的擴大，
把北京市內過於擁擠的非首都功能的機
構搬到雄安新區，因此，雄安新區在未
來一段時間處於建設階段，大量興建房
屋、鐵路、公路、電訊電纜，是一個新
建的城市。

歷史悠久發展成熟
而大灣區不是一個新的發展區，大灣

區的面積是雄安新區的許多倍，已有相
當長的發展歷史，廣州早在100多年前
就已經是非常繁榮的城市，香港、澳門
更不用說，連深圳也開始面對土地不足
難以再進一步開發的情況。因此，大灣
區的規劃，基本上的要求是促進大灣區
各城市之間的聯繫合作，把城市與城市

連接起來，成為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
城市群。

先做好交通規劃
因此，大灣區的規劃，首先要做好交
通規劃。我們已經看到廣州市區的地鐵
將開到南沙區，深圳的地鐵也通往惠州
市的惠陽區。地鐵是非常重要的城市交
通，想想香港多年前太古城剛剛推出市
場時，地鐵未通，不值錢；地鐵一通，
馬上成為藍籌屋苑。因此，有朝一日，
大灣區城市群之間必定會佈滿地鐵線，
這包括香港和澳門。目前，香港只有羅
湖與落馬洲兩條地鐵線連接深圳，這是
不夠的。而且，目前羅湖與落馬洲兩個
口岸實際上來自同一條路線，即東鐵
線，這也是不夠的。將來，東涌線、西
鐵線、機鐵線都應該連接深圳。更長遠

而言，應該通往澳門、珠海。還有，港
珠澳大橋也應該由目前的單「Y」型改
為雙「Y」型，可以連接深圳，所有的
口岸也必須有更大的地方來處理物流、
人流，滿足通關的要求。香港應該開始
鼓勵使用人民幣，把人民幣定為法定流
通貨幣，真正做到人流、物
流、資金流的互通。
除了地鐵互通外，大灣

區區內城市相信也會增加
高鐵的建設，進一步把大
灣區各城市的距離拉近，
成為真正的生活工作城市
群，只需1至2小時的時間
就可以往來於大灣區的各
個城市。
在大灣區開發的過程

中，香港最重要的功能就

是提供融資的渠道，發揮國際金融中心
的作用，同時盡可能方便大灣區的居民
來香港旅遊，通過電子儀器通關，提高
效率，還可以考慮把目前的邊境禁區開
發成為科技城，大灣區的科技人才更方
便進出，創新創業創富。

特首梁振英近日率領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前往粵港澳大灣區6市

訪問，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在廣州與梁振英會面時強調，大灣區必

須做到人流、物流和資金流互通。大灣區要做好地鐵、高鐵等交

通建設，把大灣區建成一小時生活圈，香港應發揮國際金融中心

的優勢，積極主動融入大灣區，把握發展的新機遇。

有數時情比師徒 無數時「晚節不保」

「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去年失落新界東立法會議席，連
帶失去了尊貴的地位和豐厚的薪津，「新民主同盟」也爆
發了新一輪的出走潮。所以，對於即將舉行的新界東補選
絕對是志在必得，他如果再落敗，恐怕「新民主同盟」一
眾也不會再為他抬轎。范國威要參加補選東山再起是他的
自由，但他為了競逐議席，卻不斷拿昔日的師傅鄭家富攻
擊，對於鄭家富表示有意參加補選，范國威隨即炮轟對方
去年「鎅票」是晚節不保、「臨老唔過得世」，認為反對
派若舉行初選，應考慮是否容許鄭家富參與，擔心他只是
透過初選「洗底」云云。范國威以「民主派」自居，但在
補選事件看不到有一絲民主的精神，有的只是恩將仇報的
卑劣人格。
首先，參選是香港公民的權利，鄭家富參選關范國威什

麼事？何以他不斷攻擊他人參選的意願，難道只有范國威
才有權參選？他甚至要求反對派連補選也不讓鄭家富參
加，看來他真的把自己當作反對派的「盟主」了。范國威過
去不停地指鄭家富「鎅」他的票，然而，范國威憑什麼說鄭
家富所得的票就是他的？如果這些票都是范國威的，他為什
麼不全部鎖入保險箱？事實是，選舉就是優勝劣敗，選民
支持誰完全是個人選擇，有人支持鄭家富投他一票，范國
威有什麼理由指是「鎅」了他的票。他為什麼又不說梁國
雄、陳志全「鎅」了他的票呢？
范國威「鎅票論」的背後，反映他至今仍然沒有反省自
己敗選的原因，沒有反省自己的激進本土路線、對「新移
民」的歧視言論，是如何引起市民的憤怒。他不斷倒香港

米，選舉落敗是咎由自取，但他卻歸咎於所謂「鎅票
論」，如此不知自省，再參選補選也是浪費金錢。
更重要的是，從政人士也要講政治倫理。當年范國威在
民主黨只是「小卒」一名，如果不是鄭家富的提攜重用，
恐怕外界連他的全名都叫不出。而他前屆成功取得立法會
選舉，也是由於鄭家富不再參選之下，全力為他助選所
致。先不論鄭家富個人的政見如何，但對於范國威肯定是
提攜輔助不遺餘力。固然，在上屆立法會選舉，鄭家富東
山再起，但范國威也犯不對於昔日師傅如此攻擊，甚至
指責他是「內鬼」、「收錢鎅票」云云。現在更說「兩人
也從來不是師徒」，直斥鄭家富「鎅」票已載入選舉政治
的史冊，「唔會抹得甩！」對於往日恩師如此絕情，有
數時就情比師徒，無數時就「晚節不保」，對恩師尚可
用完即棄，由此可見范國威的政治品格是如何低下。
固然，范國威氣急敗壞也不是沒有原因，這次新界東補
選是他最後機會，否則他的政治生涯隨時結束，而屋漏偏
逢連夜雨的是，近期香港政治氣氛逐步趨和，所謂激進本
土的路線愈走愈縮，令范國威的勝算更低。對他來說，自
然是「少隻香爐少隻鬼」，瘋狂攻擊鄭家富不過是為了新
東議席而已。然而，范國威此舉反暴露其不堪，愈加流失
選民的支持。而且，就算他成功「威嚇」鄭家富不參選，
但與他牙齒印甚深的民主黨、求議席若渴的工黨及其他本
土派呢？會讓他嗎？也可以迫退他們嗎？范國威根本缺乏
穩勝的能力，在議席面前，沒有一個政黨會讓路給他，迫
退了鄭家富，也改變不了范國威的結局。

文物市場本應是增強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場所。但
近來卻發生了一些抹黑民間文物收藏的事件，特別是G20
峰會期間，浙江省根據中央統一安排，在省美術館舉辦的
「中國古代金銅佛像藝術特展」，竟被蓄意誣陷。這些中
國形象被抹黑的事件，在國內外廣大觀眾心目中投下了揮
之不去的陰影。已經曝光的腐敗分子的犯罪事實表明，某
些勢力之所以敢在文物市場上肆無忌憚地吞雲吐霧，顛倒
黑白，是因為有利益攸關的個別官員在背後為其撐腰。然
而他們的日子不會長久，物極必反，否極泰來。我們應當
相信，政府有關部門不會對文物市場的亂象長期熟視無
睹，更不會被文物利益團夥長期綁架。
什麼是文物？文物是歷史留存、傳承下來的不可複製的

物質的和非物質的文化遺產，亦是歷史的見證和載體。沉
澱於其中的基因，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如果這個看法成
立，那麼至少有三個問題需要回答：一是今天的文物，應當
是先人百年千年前使用的物品。如果我們的先人（包括近代
以來的革命者）當時也把這些尚不是文物的物品砸得粉身碎
骨，今天「文物大國」的桂冠還能戴在中國頭上嗎？二是應
該充分肯定，古往今來，憑「火眼金睛」鑒定文物的正直專
家們為保護文物作出了功不可沒的貢獻，但沒有哪一位專家
與文物齊壽，也沒有哪一位專家是現存文物的歷史見證人。
三是檢閱今天中國各地博物館的藏品，確有歷代王室貴胄之

遺物，但絕大部分還是來自民間收藏，即使今天得以目睹的
國寶級文物重器，不少也是由民間保護並從民間徵集的。假
如歷史上的官府衙門排斥民間收藏，今天我國的博物館能有
多少珍貴藏品？由此可見，文物形成的過程是一個歷史沉澱
的過程，當代物品就是後世文物。
民間收藏與官方收藏，是文物收藏的鳥之兩翼，二者並
駕齊驅，文物收藏才能海闊天空。但這種正常現象現在卻
被嚴重扭曲，每逢民間收藏家要捐贈文物，或者民間收藏
家要舉辦展覽，消息一經傳出，文物利益團夥豢養的「寫
手」便捕風捉影，先入為主，指鹿為馬，蠱惑輿論，不把
水攪渾絕不罷休。在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的無端攻擊中，有
人向藏品展品大潑污水，有人甚至對藏家展家蓄意進行人
身攻擊。個別網站「記者」為吸引眼球，喪失職業操守，
不顧事實真相隨聲附和，添油加醋，把自己貶成一隻搖尾
乞食的八哥。
讓人欣慰的是，對文物市場存在的亂象，政府已經開始
關注，並且下達了相關文件，這是一個良好的的開端。我
們應當相信，政府有能力有辦法蕩滌文物市場的污泥濁
水，還國人一個「讓藏品變為展品，讓文物傳承文化」的
文物市場和文博氛圍。否則，主管部門的領銜人就應該引
咎辭職。尸位素餐、無所作為，穿袈裟不撞鐘的和尚，
遲早要被趕出廟門。

曾淵滄博士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楊云 時事評論員

以大視野看大灣區

行政長官梁振英率團前往粵
港澳大灣區廣東省6個城市考
察。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3月初
的全國人大會議宣讀《政府工作
報告》時，提到「研究制定粵港
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其
後，林鄭月娥成功當選新一任特
首，國務院正式任命時亦提到
「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
展」。 大灣區近期成為香港社
會關注的焦點之一。
有趣的是，一些朋友談到
「大灣區」，口吻像電影《國
產凌凌漆》中羅家英對周星馳
所說的那句經典對白︰「國家
終於有任務畀你」。在他們眼
中，對「大灣區」很陌生，如
今出現在政府的工作報告中，
自然感覺是中央給予香港的
「任務」，對於香港，剩下的
就是「接受」與「完成」。這
種心態，不難理解，然而我們
可以將視野開拓一點，看清
「大灣區」對香港的三層意
義，將是另一種心態。

「大灣區」對香港有三層意義
先從最切身的土地問題說
起。大灣區的發展與我們面對
的深層次矛盾息息相關。房屋
供不應求、人口老化、社會流
動不足、產業結構單一，這些
大家最關心的民生問題，其基
礎都涉及「發展」問題。香港
作為一個發展成熟的城市，逐
漸面對發展空間不足的挑戰，
而同時出現不少城市老化帶來
的難題。一般而言，要應對發
展空間不足，大多城市都會採
取向外擴張、填海造地的策
略，以增加城市的容量。以大

家經常提及的新加坡為例，由
當初只有約580平方公里的面
積，不斷填海造地至約714平方
公里，而且其未來規劃亦會繼
續造地，以擴大容量。
反觀香港，郊野公園土地

「神聖不可侵犯」，填海亦經
常引起爭議，在多番折騰後，
白白錯失了不少時間，深層次
矛盾愈積愈深。如今適逢「大
灣區」發展，正好去思考，我
們除了繼續自己造地外，善用
鄰近地區的土地資源，紓緩香
港內部的土地壓力，這策略就
有如澳門跟珠海橫琴的關係，
值得香港借鏡。
第二層意義，是有關香港的長

遠競爭力。香港要保持國際城市
的地位，必須要維持競爭力。惟
現實是，香港近年面對愈來愈激
烈的競爭。「競爭」主要有兩個
方向︰一個是與其他國家和地區
的競爭，近年最令人關注的對手
自然是新加坡；另一個是與內地
主要城市的競爭，尤其是鄰近的
廣州、深圳。
「大灣區」戰略對於香港而
言，一方面能透過與周邊城市的
聯動，加強國際競爭力，另一方
面的妙處在於將香港與廣州、深
圳等城市置於同一陣營之中，由
「對手」轉為「戰友」，發揮優
勢互補。尤其是未來的「競爭」
的規模將由「城市」轉向「城市
群」。「粵港澳大灣區」2015年
的GDP約1.4萬億美元，超過三
藩市灣區兩倍，接近紐約灣區，
灣區的城市發展潛力尚未完全開
發，未來的「城市群」競爭力值
得期待。
最後一層，亦是最重要的意

義，就是維護香港的「一國兩
制」及核心價值。有人對「大
灣區」提出質疑，認為香港的
核心價值會在與內地融合的過
程中被侵蝕。這種觀點正反映
論者視野的偏狹。香港回歸了
將近20年，國家在這段期間全
速發展，但香港步伐緩慢，事
實上香港對於國家的重要性，
最起碼在經濟層面已今非昔
比。「大灣區」的戰略思維，
是劍指國際市場，配合「一帶
一路」，當中所需要的，正是
香港的強項。在「大灣區」的
發展中，香港的法治制度、專
業服務正可大展拳腳，這正是
香港核心價值重要性的彰顯。

「大灣區」是大機遇
通過認識這三層意義，我們

就會發現「大灣區」，不是任
務，而是機會。
近年，「本土主義」興起，
「本土」的原意是愛香港，不
是壞事，然而時下流行的「本
土」被人騎劫，「劃地自限」的
風氣瀰漫，一葉蔽目，視野難免
狹隘，形成「小香港」的心態。
「本土」應該是要用「大視
野」，成就「大香港」。
對於「大灣區」，不應以

「香港為國家效力」的心態看
待，而是從兩地互利雙贏合作
出發，主動為香港創造更大發
展空間。未來「大灣區」的討
論可能面對「政治化」的狙
擊，成為政客製造政爭的話
柄，但筆者相信，只要我們有
「大視野」，足以化解政客狹
隘的內鬥思維，共同謀求香港
的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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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育要堅持專業決策

香港回歸20年，教育改革也有所突破（例如學制改革取得成
功，課程發展推陳出新等），但也碰到不少阻力，需要認真對
待。
社會大眾重視教育，本來是好事。可是，香港社會競爭激

烈，這股風吹到教育圈，產生一些負面影響。由於本港是國
際性都市，英文成為重要的溝通媒介，青少年能否掌握英
語，關乎其未來的出路，因此，許多家長均強調英語學習的
重要性，這是面對社會現實而提出的主觀要求，無可厚非。
問題在於怎樣施教，這觸及受眾——學生的接受能力（亦即
語文學習能力）。
不少家長強烈要求其子女加入學校的英文班或入讀以英

文為教學語言的學校，並沒有顧及子女的適應能力。當年
教育局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對教學語言作出「微調」，
不再「按照學生語文學習能力決定教學語言」的專業決
策，學校被迫增加英文班以迎合家長的需要。5年的實踐
證明，英語教學並未達到預期效果。有些學校實行「半中
半西」（教科書一律是英文的，教學語言卻是粵語），算
是滿足家長訴求。一些中文中學也設法構建英文的「語
境」，是否奏效，卻成疑問。
英語教學的加強，是否一定要硬塞硬灌？應否堅持因材

施教的原則？這是衡量教育決策是否專業的標準。
家長是教育的持份者，可是並非所有家長都對教育有正

確認識。由於大學學位不足，名校數量亦有限，有些家長
為了子女入讀名校和升讀大學，只顧「催谷」子女，誤以
為子女參加興趣班越多越好，補習更不能缺乏，要「贏在
起跑線上」，子女不勝其「繁」，反而不利身心健康。近
年這種壓力有增無已，值得社會關注。
近年香港社會政治化，這股歪風不時亦吹入校園。「佔

中」運動的發起者和參與者不少是教師和學生，大學畢業
典禮成為「雨傘運動」的舞台，一些大學校長、教授受到
激進分子的暴力衝擊，「港獨」正在一些校園內蔓延。連
行之多年而有實效的學習能力評估（TSA或BCA)，也因政
治衝擊而爭拗不絕。這些都是對教育專業的嚴重扭曲，此
風不可長。如不遏制，校園永無寧日，受損的是教育，受
害的是學生。還有個別教育團體，罔顧專業，熱衷教育政
治化，在業界造成不良影響，表現使人失望。
社會壓力、教育政治化是香港教育的兩大障礙，只有加
以遏制，教育才能沿正軌向發展。但願新一屆特區政府，
加大對教育工作的力度，堅持專業決策，使校園面貌煥然
一新。

桂松 資深教育工作者

不宜貶低抹黑民間文物收藏
屈全繩

黃國恩執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特首與中聯辦溝通名正言順必須加強

林鄭月娥當選特首後，是否
如梁振英一樣，馬上與中聯辦
官員會面，一度引起關注。中
聯辦是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區的
代表機構，其中主要職能就是
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
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
域的交流與合作，聯繫香港社
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
之間的交往，以及反映香港居
民對內地的意見。當中所指的
香港各界人士，當然包括特首
在內。特首在不同場合，定期
或不定期與中聯辦官員見面交
流，完全合法合情，是正常不
過的活動。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特首具
有雙重身份，即所謂「雙首長
制」，特首既是香港特區政府
（即行政機關）的首長，也是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在「一
國兩制」下，中央不會直接管理
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務，卻是透
過特首實施對香港的管治。換句
話說，特首既要對香港特區負
責，也要對中央政府負責。這種
由「雙首長制」衍生出來的「雙
負責制」，正正是香港「一國兩
制」的核心。
奇怪的是，香港已經回歸祖
國20年了，但時至今日，特首
與中聯辦官員見面，仍然被反

對派歪曲為中聯辦干預香港事
務，是「西環治港」，有人藉
此煽惑港人不信任中央，挑撥
港人與中央的良好關係，實在
居心叵測。
香港並非一個獨立國家，而
是中國的一個行政區，香港實
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但
並非完全自治。特首作為中央與
港人的溝通橋樑，溝通工作做得
好，中央挺港政策落實得好，特
區政府施政更暢順，市民更得
益。因此，特首必須與中央保持
良好溝通，必須加強與中聯辦的
溝通，建立恒常有效的溝通機
制。筆者認為，特首與中聯辦官
員的會面不僅僅是禮節性的拜
訪，而且有實質的需要。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特首選

舉期間，談及中央對特首人選
的要求時指出，除了「愛國愛
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
港人擁護」的四大標準外，特
首還要「準確地貫徹落實《基
本法》，全面、準確、客觀向
中央反映香港情況，提出工作
意見；也要用符合香港法律規
定、符合香港情況的方法向市
民解釋中央的政策，落實中央
的決策。」特首既代表香港，
也代表中央，要領導香港向前
發展，就必須得到中央信任、

港人支持。為了更好地了解中
央的政策，也為了更好地反映
港人的意見，特首有必要加強
與中聯辦的溝通，這對暢順施
政、提升效率，準確執行中央
政策，向中央反映港人意見，
均有莫大裨益。
但是，為了干擾、抹黑特首
與中聯辦的溝通，最近公民黨
的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提出質
詢，要求政府交代特首梁振英
任內與中聯辦官員見面的次數
以及交談的內容，目的明顯是
製造中聯辦干預香港事務、
「西環治港」的話題，暴露其
無知、傲慢與自大。放堆積
如山的民生議題不去關注，反
對派借特首與中聯辦溝通的問
題製造紛爭，浪費立法會議事
時間，令人反感。
筆者期望，林鄭月娥上任後
不畏干擾，加強與中聯辦溝
通，幫助港人加深對中央政策
的了解，迅速反映執行政策時
遇到的困難以及市民的意見，
讓中央準確快速掌握情況，增
加中央和港人的互信，有利香
港的和諧穩定。特首與中聯辦
的會面名正言順，大大方方，
嚴格按基本法辦事，是為了更
好地落實「一國兩制」，根本
不用怕反對派說三道四。

■特首梁振英近日率團考察粵港澳大灣區6市。圖
為梁振英與代表團參觀南沙自貿區規劃館，了解區
內基建設施及周邊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