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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剛過去的星
期天中聯辦開放日，那就是內地所
說的「接地氣」！上個星期天，中
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
辦公室舉辦了面向香港教育界的專
場開放日，接待了包括筆者在內的
600多位教師、校董等教育工作者，

非常熱鬧，有文娛康樂、茶點招待等輕鬆環節，也有
增長知識的科技講座和歷史圖片展覽，整個過程輕鬆
愉快，毫無悶場。那麼為什麼說是「接地氣」呢？

中聯辦展現平易近人親和力
所謂「接地氣」，首先當然是指感覺中聯辦平易

近人，有足夠的親和力。一直以來，儘管它的門禁其
實並不比特區政府總部、一般商業機構更加森嚴，但
中聯辦給予香港市民的印象總是很神秘，給予市民的
印象總是很陌生，加上一些心懷成見的媒體與政客的
刻意渲染，中聯辦的形象讓不少市民覺得有點諱莫如
深。
但這次開放日的安排，就徹底打破了這種固有的

成見：部長級的官員和各類工作人員親自在大門口迎
接來訪的市民，門口雖有安檢，但並不繁複。接待的
官員熱情而絲毫沒有官架子。到場之後，無論是講
座，還是去中聯辦歷史展覽館參觀，再到圖書館、文
娛康樂活動室，最後到食堂享用茶點，整個過程並不
是在同一樓層的，工作人員必須引導來訪者乘搭電梯
上樓下樓，但安排得非常順暢，毫無擁擠堵塞之感。
不要小看這種人流物流安排的重要性，一來香港
人的工作習慣是非常注重行政和流程安排的順暢與
否，教師尤其如此。二來中聯辦大樓因應香港寸金尺
土的實際情況，大樓的空間並不是如內地工作機關那
麼大的面積。能夠在不算大的空間，安排跨越幾個樓
層的幾百人的參觀訪問，這對工作的細緻度要求是很
高的，這一次開放日就完全做到順暢而便利。同時，
包括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院士在內的各級官員，不僅

與參觀者一同拍照，而且隨意傾談，甚至一起進行文
娛康體活動，所以能讓參觀的老師留下非常好的印
象。

啟發客觀看待內地發展
另外，「接地氣」也可以指所安排的內容能夠照

顧到參與者的職業特徵，譚鐵牛副主任主講的科學講
座，是這次開放日的重頭戲。這是一個主題宏大的科
學技術發展史的講座，這種主題的歷史探究，在香港
教育上尤其是在基礎教育階段來說，是非常罕見的。
在香港談起歷史教育，往往只停留在人文文化方面的
歷史教育，甚至只集中在治亂興衰方面的歷史，說白
了就只停留在政治史和與之相關的內容上。科學技術
發展變遷的歷史，從來不是歷史教育的主要內容，頂
多作為選修單元而已。
譚副主任的科學講座，恰恰就為香港的教育工作

者補上了這一課。同時，講座內容的結構條理，也是
一個很有價值的教材設計之示範：先從什麼是科學、
什麼是技術開始下定義，把這些基本概念界定清楚
了，然後從時間和空間兩個方面展開敘述。時間，就
是從古到今；空間，就是從世界到中國，從中國內地
到香港特區，把人類歷史上三次科學革命及其對應用
技術、生產生活的衝擊影響，既提綱挈領地加以說
明，又不乏生動有趣的圖像和影片例子，全場老師聽
得無人瞌睡，反而頻頻高舉手機，拍下每一張簡報。
談到中國科學技術發展，譚副主任一個觀點發人

深省：既不要因為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存在短板，而
妄自菲薄；也不要看見中國科學技術發展迅猛，而
妄自尊大。如實客觀地看待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狀
況，才是應有的態度。其實，要如實客觀去看待
的，豈止是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整體中國的發
展，以及香港社會自身發展的優勢與短板，也是應
該如是觀之。知似易，行更難。身為教育工作者，
應該有此自覺，當引導學生如實客觀地去認識中國
內地的發展和香港自身！

共建「一帶一路」構建命運共同體
習 主 席 以

宏大視野和

戰略思維，

洞察世界發展大勢，提出「一帶

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共鳴。

香港要發揮自身所長、配合國家

所需，抓緊「一帶一路」的歷史

機遇，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的理念，與世界各地的朋友

共建共享人們命運共同體的「百

花園」。

正值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
一路」倡議五周年，「一帶一
路」總商會近日在香港舉辦了
「回顧與展望：『一帶一路』合
作倡議五周年座談會」。我們邀
得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陳
元、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

金立群、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等到場分享。金行長談到，「一帶一
路」建設不只是中國的外交勝利，而且是「一
帶一路」參與國的共同勝利，是促進沿線成員
國及地區共享共贏。這個說法體現了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的思想。

引起國際社會廣泛共鳴
中國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貢獻作為自己的使

命。習主席以宏大視野和戰略思維，洞察世界發
展大勢，在一系列重要講話中宣導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共鳴。習主席2013
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便是對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的探索與實踐。「一帶一路」倡議正是希
望透過「五通」即政策、設施、貿易、資金和民
心方面的互聯互通，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
設。
「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規模前所未有的宏大

工程，需要國有企業和私人企業發揮各自優勢。
商會與私人企業之間有一種無可替代的組織聯
繫，可以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擔當不可或缺的
「支持者」和「促成者」的角色。「一帶一路」
總商會旨在聯合港澳台僑的工商專業界人士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
今年2月3日，「一帶一路」總商會與香港特

區政府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聯合主辦的「國家所
需、香港所長──共拓『一帶一路』策略機遇」
論壇，取得圓滿成功！讓我們深受鼓舞的是，論
壇成功帶出的重要信息，不僅是中央對香港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的鼎力支持，還包括對商會在
「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特殊作用的肯定和期
待！

抓緊「一帶一路」歷史機遇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蘊含「以和為貴」、「協和萬

邦」的思想，「一帶一路」倡議體現了這種傳統價
值觀的精髓。歷經5年的鋪路搭橋、架樑立柱，「一
帶一路」倡議已得到廣泛響應參與。我們要抓緊「一
帶一路」的歷史機遇，秉持「共商、共建、共享」
的理念，與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建共享人們命運共同
體的「百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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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民「打定輸數」，戴耀廷仲唔「找數」？

有傳媒報道，「佔中三丑」之一的陳健民近日透
露， 計劃提早退休，以面對「佔中」煽惑罪等多項控
罪的審訊及準備入獄；他更表示，為提早適應獄中生
活，近年已習慣不使用冷氣，亦曾試過睡地板。陳健
民已「打定輸數」，戴耀廷仲唔「找數」？
陳健民同戴耀廷一樣，都獲大學「終身聘用」。

「終身聘用」很厲害，照字面理解都知，除非僱員自
己辭職，否則大學是不可以「炒魷」。有知情人士
指，大學若要解僱有關職員，必須有「良好原因」，
至於何謂「良好原因」，並無白紙黑字說明；一般理
解是要經過大學的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證明有關職
員的教育研究有嚴重失職，或涉重大刑責，才有可能
被考慮解僱。說穿了，陳健民、戴耀廷都有「免死金
牌」。
但是，陳健民有自知之明，恐怕罪責難逃，擔心入

獄無得任教，即使明年初才到60歲夠鐘退休之齡，已
計劃提早退休，免得累人累物。
相比之下，戴耀廷就「死豬不怕滾水燙」。他向媒

體表明，自己還有6年才退休，沒有計劃提早退休。
早於2014年戴耀廷就話過，校方要「郁他」並非容
易，因為要有充分理由：「我冇所求，你就冇我
符。」
戴耀廷多年來鼓吹「公民抗命」，導致違法「佔

中」爆發，令香港陷入半癱瘓狀態；近期又落力鼓
吹「港獨」，不僅跑到台灣搞，在香港幾乎天天寫
文章散播中國「崩潰論」，提醒「港獨」勢力，隨
時準備「大陸政治不穩」。最近「港獨」「風頭
躉」陳浩天，正正是受戴耀廷的影響，走上「港
獨」不歸路。
當初策動「佔中」，戴耀廷曾信誓旦旦承諾，「佔

中」結束後會自首，結果至今還在大學裡逍遙自在，
大學校園的港獨「歪風」不散，多得戴耀廷唔少。
有人說，和戴耀廷比較，陳健民學術成就更高，戴

耀廷更應該提早退休。戴耀廷不但學術成就比不上陳
健民，罪孽更比陳健民重得多。陳健民習慣不用冷
氣、睡地板，戴耀廷也應該學學了。

楊正剛

中聯辦開放日「接地氣」促融通
鄧飛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強調，積極引導廣大香港市民
尤其是青年人參與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愈趨成熟，大灣區各市亦致力廣聚青年英才，以助當
地發展，香港社會應抓住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推動
香港青年參與大灣區建設。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在國
家和特區政府積極鼓勵和支持的大環境之下，香港青
年只要有所行動，就一定會有所收穫。

建港青參與大灣區建設服務平台
自去年大灣區概念提出以來，一直成為港青的熱
點話題，香港青年素有開風氣之先的優良傳統，面臨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難得機遇，香港團體和各界青年
立即行動起來，積極參與、主動參與、率先參與大灣
區建設，在報效國家、服務香港的同時，成就自己的
精彩人生。
中聯辦8月19日於深圳舉辦的「粵港澳大灣區共
同家園青年聯合行動」首批項目簡介會上，展示了
90個香港青年到大灣區發展的各類項目。今年的粵
港青少年暑期實習計劃，正式更名為「粵港澳大灣區
香港青年實習計劃」。今年該計劃積極向57家企事
業單位徵集實習崗位，最終落實407個實習崗位供港
方選擇，實習崗位涵蓋多個專業領域。
針對港青對大灣區了解不多，少數人更存有偏見
的情況，筆者建議設立更多協助港青到灣區就學、就
業、創業的服務平台。透過有關企業和機構的協助，
為香港大學生提供崗位實習的機會，使香港青年學生
對內地企業文化、企業運作有一個初步的了解，提供
親身體驗的一段人生經歷，以便更好地制定自己的人
生規劃。

優惠政策 鼓勵港青投身創科
大灣區建設從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到提升市場
一體化水平，從探索科技創新合作到謀劃構建協同發
展的產業體系，邁開了打造國際一流灣區的步伐。從
青年人才創業到高校聯合科研，從產業園區建設到跨
境項目投資，科技創新合作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
重要推動力。

為抓住大灣區建設帶來的機遇，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提出循八大方向推動科創，特區政府計劃5年內將
研發總開支大幅增加到每年約450億港元，在G D P
中所佔比例由0.73%提升至1.5%。
廣東亦已出台《廣深科技創新走廊規劃》，並推

出了「便利灣區」18項舉措，最近國務院正式宣佈
取消台港澳人員在內地就業許可事項。筆者認為，包
括取消就業許可證在內的政策措施不斷出台，使香港
青年獲得了更好的發展條件，迎來了更好的發展機
遇。

從小處做起 逐步積累經驗
中國工程院首位香港院士陳清泉認為：「在科技

創新方面，香港可以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在人才
以及橋樑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香港與珠三角更應進
行科技優勢互補，共同為香港科技人才特別是香港青
年提供平台和出路。」
人流、物流、資金流的高效互聯互通，是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發展的基礎性要素，一年來取得的顯著進
展是大灣區建設的早期收穫，已經並必將使香港青年
受益。包容的環境、扶持的政策，從金融服務到硬件
設施的完善配套，加上背靠內地龐大市場，這樣的環
境非常適合香港青年創新創業發展。筆者建議香港高
校要主動服務大灣區的大型製造業企業，特別是高科
技企業，要積極與大灣區結成專業人才培養聯盟。
香港青年要參與大灣區建設，首先是要增加對大
灣區的認識及了解，其次要根據個人不同的實際情況
而進行。剛剛走上人生舞台、缺乏資金和經驗的年輕
人，如果想去大灣區創業，可憑藉區內政府和本港青
年團體提供的協助，從小處做起，逐步積累經驗，培
養歷練，找到「區內所需、香港所長」的結合點，開
拓優勢互補的業務。
香港青年想要在大灣區競爭中勝出，就要不斷自

我增值，強化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發揮自己的優
勢，在區內六千多萬人口的龐大市場，提供有個性化
的特色服務。香港青年只要有所行動，就一定會有所
收穫。

支持和幫助香港青年參與大灣區建設
周厚立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會長

055型驅逐艦的武器裝備與改進展望

過去兩周，我們透過解放軍055型導彈驅逐艦試航，
分析中國海軍技術及作戰水平，認為該艦在動力、偵測
系統上厚積薄發、已完成由量變到質變的飛躍。該型萬
噸級戰艦，不只排水量大、性能先進，而且在其完成研
製的初始階段就成批建造，在上海、大連齊頭並進，據
悉已然下水、進行舾裝的同型艦，最少在半打之數。因
此，我們不只要注意到055比起此前的052系列的單艦
性能提高，也要看到以航母戰鬥群為核心的中國海軍，
已進入遠洋化的快車道。
當然，動力系統再強健、偵測系統再精準，還是要

有長拳、重手，揮之即中、中之即破。和前文提到的
055級所用燃氣輪機、有源相控陣列雷達一樣，該型艦
的武器裝備，也是透過 10餘年的實踐，在 052B、
052C、052D既有體系之上延伸與改進的成果。踏入新
世紀以來，中國水面戰艦導彈化的進程，終於在055級
上集防空、反艦、攻陸之大成。而這一切，都以垂直發
射系統為平台、為核心發展而成。

垂直發射系統戰力更強
055級的垂直發射系統，其設計概念既跟從相關技術

的先行者——美國與俄國，又在取長補短的基礎上，
進一步提高其實用性、通用性，使到萬噸出頭的055
級，具有後發優勢——與美國相近排水量的驅逐艦、
巡洋艦相比，可容納種類、型號、功能更多元的導彈，
與俄國排水量大逾倍的戰列巡洋艦相比，則以小得多的
容積，獲得更全面、更可持續的戰力。
能夠達到上述效果，其一是055級所用垂直發射系

統，既採用模組化﹙modular﹚，不組成長、寬、深不
一的單元，以提高在不同大小戰艦上的「適裝性」。與
此同時，每一單元的口徑又達850毫米以上，比美國現

役MK41、MK57系統要大；最大深度更達9米上下，
因而可以儲存、發射外國系統難以容納的大型導彈。除
了單元容積，055所用垂直發射系統，更具有「冷、熱
兼容」發射能力，雖比美、俄系統複雜，但戰術靈活度
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美國的垂直發射系統，大多為熱發射，即導彈尾部

自帶助推器，以火箭發動機飛離發射單元。而俄國系統
則為冷發射，以壓縮惰性氣體、拉桿，將待發導彈提出
單元；導彈再在半空中點火、飛往目標。冷、熱發射原
理各有利弊，以熱發射為發展方向，然而，彼此不能相
容，必須發展兼備冷、熱發射功能的新型系統，才可能
發射不同起動原理的導彈。而055級所用垂直發射系
統，正正做到這一點。

未來聚焦反中程彈道導彈
055級的垂直發射系統，在此前的052D級導彈驅
逐艦上已然引入，由於後者入役達雙位數，該發射系
統的成熟度、可靠度應不成疑。該系統匹配的武器，
包括紅旗9防空導彈改進型、鷹擊18「亞—超音速」
長程反艦導彈，以及重型攻陸巡航導彈。上述幾型主
力導彈，讓055級的長程攻、防能力，皆為世界前
列。未來，進一步發展的重點有三，包括：長程反潛
導彈的整合、100公里內中程防空導彈的小型化，以
及最重要、也是難度最大的反中程彈道導彈系統的研
製。
上述三項挑戰，前兩者或許可以在055級小幅度改進

的型號上實現。而反導系統，則牽涉雷達、通訊，甚或
電機、動力多方面，恐怕要與電磁炮、激光武器、重型
無人機等新概念武器，在055重大改型、後續型號上再
作裝備。

許楨博士 香港智明研究所

供港活豬安全有保證

自上月初遼寧發現「非洲豬瘟」之後，內地近1個月
來疫情有擴散跡象。所幸供港豬場集中於南方地區，至
今還未發現有「非洲豬瘟」個案。
「非洲豬瘟」一度令港人緊張。一是緊張供港活豬會不

會受到影響；二是緊張疫情會否減少供港活豬數量令豬肉
售價飆升。從近日所見，以上兩種情況都沒有出現。9月
初至今，活豬供應批發價比之前稍為調高，每擔增加100
元左右，即每斤貴1元，零售商和廣大市民仍可接受。但
未來會否出現較大變動，則要視乎疫情發展而定。
至於食物安全問題，從過去數十年內地供港活豬的

紀錄來看，廣大市民是安心的。供港活豬要經層層關
卡、手續，要受兩邊海關的嚴格檢查。運到屠房後，還
須分下午2時及晚上10時兩段時間抽驗，經食環署及漁
農署人員抽驗，才可開機屠宰，這是最關鍵的第一道關
卡。第二是供港活豬都要由相關部門認可的養殖場提
供。第三是供港活豬養殖場的飼養有嚴格規管，使用玉

米及黃豆粉等高質素飼料，確保豬隻健康，減少瘟疫及
疾病傳染。
自內地「非洲豬瘟」疫情爆發後，無論內地還是香

港都加強了檢驗和抽查。例如，若外地運往深圳的豬隻
在途中有1隻死亡，就要整車豬隻打回原地。在香港，
食環署及上水五豐行屠房加緊清潔和消毒，盡力做足一
切防範工作，確保萬無一失。
近月「非洲豬瘟」疫情使人想起近年養豬業的一種

趨勢，就是「南豬北養」、「北豬南運」的格局轉變。
「南豬北養」，指的是南方養豬業，因氣候及環境影
響，需要轉到北方飼養，養大的豬隻則運返南方銷售。
北方比南方涼快，對豬隻生長及疾病預防有很大好處，
有助增加產量。「南豬北養」乃大勢所趨，或能令豬價
下調。最關鍵的是，豬瘟及傳染疾病能更好地受到控
制，安全比什麼都重要。

（註：筆者從事屠房工作50年。）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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