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不少作者均在書展期間出新書，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梁

振英昨日出席一本講述粵港澳大

灣區歷史故事的新書發佈會時，

分享自己於上世紀70年代到內

地工作的經歷，並指當年的中國

毫無商業價值，自己願到當地工

作全憑一顆愛國心，寄語年輕人

要有長遠目光和抱有投身國家發

展大潮的心態。

梁振英籲港青投身祖國發展大潮
分享內地工作經歷 倡抓機遇北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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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鄺錦蓉）立
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在昨日舉行會議，討
論康文署轄下公眾休憩用地的使用情況。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不應將寵物公園與一般
公園分開，建議當局考慮共用公園；另有
議員批評兒童遊樂場設施過於安全，缺乏
韆鞦與攀爬架，欠缺趣味。民政事務局副
局長陳積志回應表示，需考慮市民是否接
受與寵物共用公園的程度，當局亦計劃下
月推行試驗計劃，於每區均開放一個公

園，讓5歲或以下的兒童在成人看管下玩
平衡車。
多名議員昨日均在會議上表示，現時寵

物公園與一般公園分開，令兒童與寵物無
法同時遊玩，建議當局考慮共用公園。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指出，狗隻最喜歡在

草地奔跑，但本港的寵物公園甚少有大草
地予寵物使用，批評政府只以管理作為主
要考慮因素。
康文署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顯示，當局

計劃於現有48個寵物公園外，在2018年
至2019年加建3個寵物公園，未來會繼續
物色合適場地加建寵物公園，以滿足飼養
狗隻人士的訴求。
陳積志表示，是否共用公園需考慮市民

的接受程度，並需與社會配合。
另外，多名議員認為現時兒童遊樂場設施

過於安全及嚴謹，例如沒有韆鞦與攀爬架，
欠缺趣味及挑戰性，無法吸引兒童遊玩。
陳積志認同遊樂場應具有安全及趣味

性，現時於屯門公園推行的先導計劃，部
分遊樂場設施可供兒童「爬上爬落」，若

計劃成功，會推至其他公園。

擬增設共融遊樂場
港府將於今年第三季開放位於屯門公園

的全港首個共融遊樂場，場內除包含
「水」及「沙」的元素，亦有光影、搖擺
旋轉設施、攀爬架、敲擊、觸感活動組件
等，不同年齡及能力的兒童均適合玩耍，
小朋友與家長亦可利用簡單工具創造遊樂
設施的「社區共建遊樂場」。該計劃將於
2019年及2020年會繼續進行，活動地點
擬設於港島及新界區的公園。

議員倡公園人寵共用

本身是測量師的梁振英昨日出席
《區區有故講2之大灣區篇》新

書發佈會，指自己於上世紀70年代中
於英國讀書時已有意協助中國發展，
至1979年其他專業人士組成簡稱「四
化會」的「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
會」，於工餘時間到內地向官員講解
專業制度和技術等。

當年願北上「不化」因愛國
有關工作不單是無償，梁振英與其

他協會成員更要自行出資付交通及住
宿等開支。梁振英憶述當年曾有朋友
認為他們「不化」故將協會稱為「五
化會」，「不單辛苦，要用自己的時
間、自己的錢，為什麼要做，當時完
全沒有其他動機，不會有任何商業動
機。」他認為有關質疑與香港經歷百
多年殖民統治，愛國教育做得不夠有
關，解釋自己當年願意到內地工作的
動機是出於愛國。
除講學外，梁振英亦曾參與內地的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及深圳城市規劃。
他指自己最初曾質疑內地官員將深

圳的人口規劃指標定於30萬屬過高，
但現時深圳人口已逾1,000萬，並成為
全國人均生產總值（GDP）最高的城
市，「只要找到正確方向，中華民族
的發展可以十分迅速。」
梁振英並指，當年排隊過關時見到

不少香港商人拿着大袋紅白藍袋，裝
着半製成品帶回內地加工，他們大部
分人現時均已成為上市公司大老闆。

楊勳：沒祖國 港沒今成就
出席同一活動的旭日集團副董事長

兼總經理楊勳表示，自己與哥哥楊釗

於上世紀70年代末因為想對國家改革
開放作出貢獻而決定回家鄉惠州開設
製衣廠，其公司規模亦愈來愈大，認
為如果沒有國家，香港不會有今日的
成就。
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及蓮塘口

岸都即將啓用，港人往來香港與大灣
區內不同城市的交通將變得更加便
利，梁振英認為區內城市各有優勢，
不存在惡性競爭，提出香港年輕人應
打破傳統思想，建議他們把握機遇，
到內地發展，但強調港人在內地工作
時應抱「投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
潮」的心態，多考慮自己可以為國家
作出什麼貢獻，承擔國民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鄺錦蓉）郊野公
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在昨日舉行會議，討論發
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區及填海等議題。有委員建
議優先發展棕地或政府的閒置用地，亦有委員
認為填海能夠提供優質土地，支持填海。出席
會議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表示，會
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區補償機制，但有委員質
疑香港是否有同等生態價值的土地作出補償，
亦有委員擔心先例一開會有更高生態價值的地
區被發展。
黃遠輝回應表示，房協正嘗試於大欖隧道收

費站及水泉澳一帶兩個試點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
帶，方案最終會考慮公眾意見及試點研究結果。
黃遠輝於會上表示，會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

區補償機制，即被劃入發展地區的面積，希望把
同等或較高生態價值的土地劃入郊野公園範圍，
以作補償。有委員指發展郊野公園或填海難以逆
轉，認為應優先發展棕地或政府的閒置用地，
但亦有委員指出，覓地應以本港整體利益為依
歸，認為填海能夠提供優質土地，方案可行。
委員文志森質疑如何決定邊陲地區的生態價

值，擔心發展邊陲地帶立了先例，會使更高生態
價值的地區被發展，並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唔係最後執行者」，質疑建議成效。
另一名委員陳嘉俊質疑在土地短缺的情況

下，如何另覓高生態價值的地區作出補償。委員
劉大偉亦批評發展邊陲地帶，會影響郊野公園核
心地區。

何俊賢倡擴港海管範圍
另一名委員、民建聯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

賢則認為，政府對填海選項有前設，批評土地
供應專責小組並無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建議
小組考慮擴闊本港海上管轄範圍，以提供足夠
空間發展漁業。
黃遠輝指出，房協正嘗試於大欖隧道收費站

及水泉澳一帶兩個試點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
帶，正研究其生態價值及發展可行性，補償機
制會以較多公眾提及的建議，現時並未有定
案，但紅花嶺可能是其中的補償選址，發展方
案最終會考慮公眾意見及試點研究結果。
黃遠輝表示，明白社會重視綠色資源，但認

為現有的補償機制行之有效。他強調公眾諮詢
未完結，未知哪些土地供應選項是社會屬意。
早前有消息指，小組將提議政府「五比五」

作公私營房屋比例，以公私營合作模式發展私
人農地，黃遠輝於會後回應表示，小組有討論
公私營合作模式釋出私人發展商持有農地，但
由於公眾存有官商勾結的疑慮，故以公開透明
的方式進行。他否認消息指小組擬議於私人農
地上，公私營房屋會定於「五五比」的說法。

兩試點拓郊邊地
補償機制待商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香
港大學新任校長張翔本星期二（17
日）上任，強調會與師生、社會、政
府等持份者緊密聯繫的他，昨日下午
便與學生會、教務會等約10名本科
生及研究生代表舉行閉門會面。學生
代表形容會面輕鬆，認為張翔展示關
心學生的親切一面，張翔亦表明會重
視言論自由，並指自由也有其界線，
亦要遵守言論背後的責任。
昨日會面長約一小時，張翔提早
15分鐘到場，但未有發言，只向在
場記者微笑揮手示意。會後港大學生
會會長黃程鋒指，同學對張翔初步印
象頗佳，感覺不錯，會面氣氛亦輕
鬆，「展示到關心學生的一面。」
不過他認為，張翔仍未適應港大環

境，對大學運作亦尚未熟悉，未有提
到有關大學管治的具體計劃或解決方
案，期望開學前對方能夠加深對港大
的認識。
會上亦有談及言論自由問題，黃程

鋒引述張翔曾表明「重視言論自
由」，但基礎在於要遵守言論背後的
責任，而因時間關係未有針對性回應
「港獨」議題。
港大教務委員會研究生代表張一萌

補充指，張翔亦提到，從學術層面任
何事情都可以探討，但亦要有界線，

包括不應種族歧視，亦需要尊重法律等。
會上亦有提及院校自主問題，曾修讀屢次播

「獨」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課堂的黃程鋒
向媒體稱，「同學關注」戴耀廷教席會否遭特區
政府及外界譴責而受影響，又指張翔同意大學教
職員聘用應有自主，不輕易受社會壓力影響。
但據了解，會面中並未具體提及戴耀廷的個

案，黃程鋒的說法似有偷換概念，為戴耀廷
「保駕」之嫌。
另外，黃程鋒指計劃下個學期能在學生會大

樓舉行諮詢會，邀請張翔跟同學面對面交流，
而張翔亦樂意出席，稍後會與校長辦公室確認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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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由《亞
洲週刊》、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香
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合辦的書展慈善活
動「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昨日舉行
「港貴台學生聯歡晚宴」，全國政協
副主席梁振英、前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等嘉賓，
與香港、貴州和台灣的師生交流閱讀
心得，勉勵學生多讀書吸收知識及培
養個人情操。有台灣學生表示，希望
未來在香港發展文化事業。
在書展期間舉辦的「我們一起悅讀
的日子」活動，今年首次安排貴州及
台灣中學生一起參加，並特別安排三
地學生交流，以達至文化共融。在兩
天的書展活動中，逾60所香港中小學
校、9所貴州中學、5所台灣中學合共
逾1,000名學生及逾200名老師家長，
與黃虹堅、管家琪、殷健靈、周蜜
蜜、凌拂及張弘6名來自兩岸三地的

名作家交流，並在他們指導下寫作。
大會並安排學生逛書展買書、限額資
助學生購買書籍。
大會昨晚更於北角培僑中學舉行

「港貴台學生聯歡晚宴」，為三地師
生提供交流平台，並邀得梁振英、香
港特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曾鈺成、
吳康民及立法會議員黃定光等出席。

梁振英勉多讀多寫
梁振英在與學生交流時表示，閱讀是

吸收知識的重要渠道，也是培養個人情
操的途徑，但他小時候家裡沒錢買書，
只好透過閱讀報紙專欄和到圖書館看書
學習。他認為寫文章要花的心思和時間
遠比講話多，閱讀一篇好文章，從中的
得益也豐富得多，勉勵學生多閱讀。
曾鈺成指出，上一代較少機會閱

讀，他也要待上中學申請圖書證後才
能借書，但今天兩岸四地出版業發

達，人們可以輕易接觸得到不同種類
的圖書，希望年輕人可以好好把握，
盡量多閱讀。
吳康民則希望學生透過閱讀，了解

上一輩如何在艱苦經歷中，建立今天
的光輝成就。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秘書長陳勁希

望透過活動帶給學生閱讀的樂趣，計劃
明年進一步擴展活動，邀請澳門學生來
港，實行兩岸四地學生一起交流。

港貴台生齊「悅讀」育個人情操

現年 15歲、
來自貴州的王祥
飛表示，以往較
少機會到外地交
流，從前只知香
港較發達，今次
活動卻令他認識

到不同地區學生的生活和文化，可
以看得更廣和更遠，回家後會推介
學弟學妹參加。

現年 14歲的
李薇來自台灣屏
東排灣族，因參
加台灣著名作家
龍應台的寫作
班，得知有基金
會贊助活動，故

報名參加。她坦言，香港學生十分
有禮貌和具備上進心，不僅學術上
比台灣學生領先，閱讀的風氣也不
錯，值得台灣學生學習。
她續說，從前只知香港滿是高樓

大廈，來港後才知道香港地價高
昂，空間有限，樓宇才向高處建
設，故透過今次旅程，加深對香港
認識。喜愛寫作的她表示，知道香
港有光華新聞文化中心，日後如有
機會，會考慮來港發展文化事業。

有份帶台灣
學生參觀學校的
培僑中學中五學
生、學生會副主
席施晉霖認為，
是之次交流活動
有助雙方增進了

解，學習對方的長處和文化，「台
灣學生好有禮教，舉止大方，值得
我們學習」，但他認為時間有限，
希望下屆可以有更多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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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三地學生同台獻藝。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港貴台學生聯歡晚宴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梁振英寄語年輕梁振英寄語年輕
人要有長遠目光和人要有長遠目光和
抱有投身國家發展抱有投身國家發展
大潮的心態大潮的心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梁振英分享內地工作經歷梁振英分享內地工作經歷，，圖為圖為「「四化會四化會」」成員早成員早
年在深圳合照年在深圳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張翔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