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軍上尉蘇曉輝駐港4年，
亦曾因工作忙碌錯過兩次獻血
機會，昨天首次成功獻血。他
自言駐港多年，「能為香港盡
自己一份力量，作出一點貢
獻，覺得很開心。」他續說，
能見證4年間香港市民與駐港
部隊間的關係愈來愈融洽，感
受到市民的關心，對他是很大
的鼓舞。

蘇曉輝：感受市民關心鼓舞
今年2月駐港

的 20 歲 女 兵
Chris 亦是首次
獻血，為可以幫
助別人感到開
心。她笑言自己
身體很好，「正
值青春」，如果
可以幫到人，會
更有動力訓練。

現年25歲的海軍下士宋
瑜參軍5年，駐港4年，
昨天是第一次獻血。他指
以往多在海上執行任務，
錯過獻血機會，今次剛好
有時間，便第一次獻血。
他曾參與多次軍營開放活
動，感受到香港市民很熱
心，對軍隊武器裝備很有
興趣，關心國防。在駐港
部隊生活了4年，他現時
已能聽懂逾半廣東話，希

望未來能與香港市民多溝通，在香港找到家的感覺。他
續說，4年間感受到香港市民透過開放活動，對駐港部
隊愈來愈了解，「愈來愈能理解我們的工作性質與使
命，相互間的關係愈來愈融洽。」

宋瑜：軍民關係愈來愈融洽

朱貴芳曾參與軍營開放日，經常被香港市民的貼心
小舉動打動。她說：「有次開放日下雨，有市民主動
給我們撐雨具。有時好曬，市民又會向我們遞紙巾或
送上水，感覺很暖有家的感覺。」朱貴芳於今年1月
度過20歲生日，雖然沒有家人陪伴，「但有身邊戰
友，還是覺得很溫暖，不一樣的生日，很有意義。」

朱貴芳：市民為我們撐雨具

Chris：幫人更有動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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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軍踴躍獻血「濃情化不開」
軍民理解包容更深 續寫「一國兩制」新篇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

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

亦是駐港部隊進駐香港20周

年。駐港部隊官兵昨日於回歸

以來第二十次向香港紅十字會

無償獻血，400名駐港部隊官

兵在槍會山軍營駐軍醫院，經

信息登記、驗血紅素、採血等

多個步驟，共獻血約16萬毫

升，是單日獻血活動中人數最

多的團隊。

駐港部隊副司令員廖正榮致辭
說：「愛人者，人恒愛之，敬

人者，人恒敬之。」他指出，駐港部
隊是國家主權的體現，是國家與香港
市民間的橋樑。多年來透過開放活
動，駐軍得到香港市民及香港社會各
界的支持與愛護，相互間的理解包容
進一步加深。
他表示，今年是香港回歸 20周

年，「20年來，『一國兩制』是穩
固香港的定海神針。國家主席習近平
來港視察時精闢闡明中央治港方略，
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行穩致
遠，指明方向。」他堅信香港有祖國
作為堅強後盾、有回歸20年積累的
豐富經驗及有兩地人民的支持，「一
國兩制」定能續寫新篇章，續寫獅子
山下發展新故事與繁榮新傳奇。

續履行使命愛民親民
廖正榮表示，駐港部隊官兵未來會
繼續履行使命，發揮駐軍特有優勢和
資源，衷心愛民親民為民，服務香港
社會，展示人民子弟兵文明之師、勝
利之師、威武之師的良好形象。

紅會感謝贈紀念牌匾
香港紅十字會副主席蔡永忠感謝駐
港部隊官兵多次無償獻血，紅十字會
感受到駐港部隊對香港市民的愛心，
希望獻血總量再創新高峰。他隨後代
表香港紅十字會向駐港部隊贈送紀念
牌匾。
今次獻血活動，駐港官兵踴躍報
名，駐軍衛生部門為確保血液質量符
合標準，預先對報名官兵的身體條件
及血液情況進行嚴格檢查，通過體檢
才能正式獻血。參與今次獻血的男性
官兵有380人，女性官兵有20人，每
人獻血量約350毫升至450毫升不等。
據了解，自駐軍以來，駐港部隊官
兵先後逾8,000人次為香港市民獻血
約354萬毫升。
此外，駐軍還開展29次軍營開放活
動、13屆青少年軍事夏令營及7屆大
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駐港部隊與12
所大學建立聯誼互訪機制，進行文藝
公演逾80次，義務植樹逾8.8萬棵，
慰問長者幼童4,300多名，參加升國
旗儀式近500場。

在獻血的駐港部隊官兵
中，香港文匯報記者遇到了

一次性獻血450毫升的「壽星女」黃騫銳。昨
天恰巧是黃騫銳20周歲生日，她18歲參軍、
19歲駐港，去年已向香港紅十字會獻血，今年
再次獻血。
她說：「人在香港，遠離家鄉，感覺香港市

民與我的親人一樣，能幫到他們，我覺得很開
心。」
來自湖南的黃騫銳於去年2月駐港，是駐港

部隊一名通訊兵。
她表示，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自己亦

剛滿20周歲，因此對香港有特別的感情。駐
港後，黃騫銳曾參與數次軍營開放日的安檢、
接待等工作。
上個月，遼寧艦編隊來港，她亦參與安檢工

作。透過與香港市民接觸，她形容香港市民很
熱情，守秩序，「有來軍營參觀的香港媽媽曾
對小朋友說，要向軍人姐姐學習，感覺到他們
對我們的尊重。」她又讚香港環境好，是一個
國際化的城市。

參軍入伍後，
黃騫銳遠離家
鄉，整整兩年沒
有回家探親。
她不諱言，不

時想念家鄉，是
戰友間的關心陪
伴她度過想家的
日子，「在部隊
內，戰友是姐
妹，也是家人，
他們是上戰場幫
你擋子彈的人，
無論在什麼時
候，戰友都會幫
你、掛念你。」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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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有家的感覺」
獻血的官兵中，有剛駐港不到半年的20歲女兵，亦有駐港4年的25歲男兵，他們都是精挑細選、

身康體健的兵哥兵姐。他們普遍每年只有一次回家探親的機會，新兵入伍更要滿兩年才能首次回家
探親。現年20歲、駐港半年的女兵朱貴芳便是一名新兵，她指已習慣把軍營當做她的家，希望透過獻血與香港市
民更近一點，「為香港獻出一點自己的力量。」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潘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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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獻血的小壽星黃騫銳。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攝

■400名駐港部隊官兵在槍會山軍營駐軍醫院，共獻血約16萬毫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駐港官兵踴躍排隊登記獻駐港官兵踴躍排隊登記獻
血血。。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官兵須通過體檢才能正式獻血官兵須通過體檢才能正式獻血。。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黃之鋒等3人被上訴庭改判入獄，「佔中三丑」之
一的戴耀廷昨日指責，律政司及法官在處理案件時均
有政治考量，是希望透過嚴刑峻法打壓抗爭，更攻擊
裁決「愈來愈難令人對司法制度有信心」。戴耀廷是
「深諳法律」的「有識之士」，近年鼓吹「違法達
義」歪風，荼毒青年，破壞法治；如今又抹黑法庭獨
立公正的判決，挑戰本港尊重法治和信任法庭的核心
價值，企圖削弱公眾乃至國際社會對本港法治的信
心。戴耀廷挑戰法庭判決和理據，不尊重司法獨立，
與法律界及廣大市民的意見背道而馳，再次凸顯他是
企圖撼動香港法治基礎的禍首之一。

戴耀廷近年不遺餘力鼓吹「公民抗命」、「違法達
義」，誤導年輕人採用違法手段追求所謂「公義」，
反新界東北發展案、黃之鋒等人闖政總案以及破壞力
更大的違法「佔中」，正是受「公民抗命」、「違法
達義」熏染的產物。上訴庭的判辭中直斥之為歪風，
並一針見血指出，一些「有識之士」公然蔑視法律，
更視違法行為光榮及值得自豪，該些傲慢和自以為是
的想法，不幸對部分年輕人造成影響，導致連串紛亂
由此而生。

由戴耀廷等人煽動的違法「佔中」，對本港法治造
成前所未見的衝擊，令大多數守法尊法的市民陷入焦
慮，甚至擔心法治還能否繼續維護香港的安寧與發
展，擔心香港幾代人艱辛奮鬥而來的繁榮穩定毁於一
旦。近日上訴庭的判決對違法者作出應有懲罰，撥亂
反正、以儆效尤，彰顯法治權威，讓市民安心放心。
這是令人欣慰的撥亂反正。

但是，戴耀廷作為「佔中」的始作俑者、鼓吹「違
法達義」的大旗手，漠視香港尊重法庭判決的傳統，
對上訴庭有關反新界東北發展案、闖政總案的判決和
理據，作出極不恰當的評論，妄言法庭判決有「政治

考慮」，是「法律原教旨主義」，要以「嚴刑峻法」
帶來阻嚇作用；又指責法庭只着重「壓」，香港政制
將由「半民主」變成「半威權」，令市民、特別是年
輕人失去信心。戴耀廷更語帶恐嚇指，今次判刑短期
內或可打壓反對聲音，惟長遠無助疏導民怨，只會令
民怨爆發時更難控制、更危險。

香港作為文明社會，容許對個別案件進行理性客觀
的評論。戴耀廷身為法律學者，不顧學術嚴謹、尊重
事實的基本要求，對法庭判決作出不盡不實的抨擊，
一口咬定判決是受「政治考慮」影響而作出。這種言
論無依據、不合理、不負責，目的只為刻意誤導市民
對法庭判決產生不必要的懷疑，損害香港司法的威
信。

尊重法官專業獨立的判決，是香港良好法治的重要
內核，而法治是香港穩定繁榮的基石和優勢，香港社
會包括法律界都珍而重之。昨日，香港大律師公會及
香港律師會發表聯合聲明指出，香港法院的判決是依
據法律應訟某方的申請而作出的，未見有任何跡象顯
示近日引起各方評論的幾宗上訴判決是建基於法理及
法律以外的因素。聲明重申：「本會極有信心，香港
所有法官有能力繼續恪守其就任時所作出的宣誓，擁
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
忠職守、奉公守法、公正廉潔，以無懼、無偏、無
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為香港服
務。本會將竭盡所能維護香港的司法獨立。」

本港最主要的兩大法律團體攜手維護法庭權威，不
容法官獨立專業的判決受到政治化攻擊，有力地還擊
了戴耀廷對法庭判決的詆毀，亦顯示戴耀廷對法庭判
決的攻擊根本站不住腳，不過是為煽動少數激進分子
對法庭判決的不滿，企圖撼動法治根基的瘋狂表演而
已。

戴耀廷詆毀法庭判決 企圖撼動香港法治根基
發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新聞發言人孟

瑋昨日表示，發改委將研究推動設立「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協調機制，將與粵港澳三地
和國務院相關部門，編制區內城市群發展規
劃，盡快按程序上報。作為大灣區的重要一
員，香港必須積極融入區內發展，一方面以
創新思維提升傳統的相對優勢產業，另一方
面要善用自身在資本、人才、資訊、管治等
方面的優勢要素，構建具競爭力的新興產
業，推動香港邁上新台階。

7月1日，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見證下，
國家發改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區政
府、澳門特區政府共同簽署了《深化粵港澳
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為大灣區
建設確立了行動綱領、明確了重點任務、描
繪了藍圖。港澳與珠三角人員交往密切、文
化相近，三地經濟合作由來已久。但隨着三
地經濟發展格局和實力的變化，原有的合作
關係和模式面臨挑戰，大灣區規劃正是因應
這種變化，打開新的政策窗口，為粵港澳提
供一個區域合作和共贏的新機會。包括香港
在內，大灣區內各主要經濟體可藉此重新檢
視自身優勢，擺好自己的定位，加強合作並
促進整體發展。

經過多年發展，香港與珠三角各城市的相
對優勢無疑已經大大弱化。但也必須看到，
香港仍然擁有自身獨特的制度、經濟和文化
優勢，仍然是重要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
航運中心，只要跟上時代發展的腳步，在鞏
固原有優勢的同時，以創新思維培育新的經
濟增長點，扶植新的優勢形成，香港仍然可

以在大灣區建設中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

鑒於內地近年在創新科技等方面發展迅
速，香港已顯落後，必須急起直追，迎頭趕
上。當然，香港作為一個細小的經濟體，不
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在發展創新科技和創意
產業上，必須與自己傳統的優勢好好結合。
例如香港有成熟的金融市場，有深厚的國際
資本積澱，容易吸引國際人才，資訊流通自
由，香港應該善用自身的這些優勢，作為推
動創新科技、創意產業的突破口，借助傳統
優勢構建出新的優勢產業。

對於普羅市民而言，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最
直接的一個影響，就是推進基礎設施的互聯
互通，共建一個更加適合安居樂業的優質生
活圈。香港一向地少人多，制約了生活質素
的提高和發展的空間，正好借助大灣區的優
質生活圈，努力推動跨境人口流動，通過跨
境求學、跨境就業、跨境退休安老等，讓整
個大灣區的人口實現優化配置。香港亦可以
在這個過程中，重拾新的發展動力。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一直重視大灣區發展規
劃，將在一兩個月內草擬具體的發展規劃，
其方向包括三地經濟融合、消除自由貿易壁
壘及加強信息和資金流通等。面對這一歷史
性的發展機遇，香港既要有危機感，又不可
妄自菲薄，努力讓香港在法治、資本、人
才、資訊等生產要素方面的強項，得以充分
發揮，在建設大灣區過程中，構建香港獨特
的新優勢。

（相關新聞刊A16版）

主動融入大灣區 構建香港新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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