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員：永遠懷念您！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立法會議員馬逢國
金庸先生是武俠小說泰斗，其作
品膾炙人口，筆下人物家傳戶
曉。小說也多番被改編成電視電
影，是香港甚至華人社會的集體
回憶。金庸先生不單在小說創作
上成就非凡，他在1954年創辦明
報，踏足媒界，針砭時弊，為港
建言獻策。金庸先生，永遠懷念
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
查先生的作品，陪伴着我們幾代
人成長，我尤其對《鹿鼎記》愛
不釋手。查大俠，一路好走，安
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
金庸小說是幾代香港人的集體回
憶，也是柯仔小時候的精神食
糧，書中多位主角所展現的俠義
精神更對柯仔的價值觀有一定影
響，所以收到查良鏞先生離世的
消息，我也很痛心！大俠，永別
了！永遠懷念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
感謝多年有您的小說陪伴，還記
得當年到外國讀書，我的第一套
武俠小說便是金庸先生您的《射
鵰英雄傳》，然後便是《神鵰俠
侶》，然後便一直追看，陪伴我
度過了很多思鄉想家的晚上。感
謝您。永遠懷念，願您安息。

「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
金庸小說的刀光劍影、愛恨情仇
固然引人入勝，但當中對人民百
姓的關懷，對國家民族的承擔，
對治國平天下的探討才是進入殿
堂的真正原因。……人雖然不
在，但影響長存。他曾經說過，
希望身後百年仍有人讀金庸小
說，我相信這個願望會成真，我
相信孫兒孫女的孫兒孫女還會繼
續讀金庸。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立法會議員謝偉銓
去年我曾參觀過香港文化博物館
的金庸館，當時回看手稿到電視
劇展品，像是重新經歷一次小時
候追看金庸武俠小說的時光，教
人懷念。「飛雪連天射白鹿，笑
書神俠倚碧鴛」，有華人的地方
就有金庸的武俠，我們會永遠記
住，願查良鏞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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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金庸館廣聚知音
政界精英自爆多「金迷」梁振英倡獨立成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金大俠」前日仙遊，不少書迷

到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金庸館緬懷

這位文壇泰斗。全國政協副主

席、香港特區原行政長官梁振英

昨日指出，位於沙田的「金庸

館」是常設展覽館，但他認為香

港應該有一個獨立的、大規模和

地點方便的金庸館，「不愁沒有

展品，更不愁沒有觀眾。」不少

政界中人自爆，他們都是「金

迷」，對大俠離世感到惋惜，同

時表達了對這位文壇巨匠的哀

悼。

梁振英昨日在fb以《香港應該有一個
更好的金庸館──悼念查良鏞先生

之一》為題發帖。
他在帖文中憶述指，大約兩年前，
即他擔任行政長官之時，籌備經年、
位於香港文化博物館內的金庸館正式
揭幕開放，「揭幕典禮的安排，我是
偶然從特區政府同事口中得知，知道
後我表示金庸館開幕應該由特區政府
最高層主持，以示重視，這是我5年行
政長官任期內和同事『爭』做主禮的
唯一一次。」

港若不做 其他城市爭住做
他在參觀過金庸館後，覺得這個展覽館
的規模應該可以更大，而文博館位於沙
田，交通並不方便，特別是對外地客人而
言，「香港應該有一個獨立的、大規模和
地點方便的金庸館，不愁沒有展品，更不
愁沒有觀眾。香港不做，恐怕其他城市會
搶去做。」

李慧琼難忘等睇《笑傲江湖》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fb發帖悼念查良

鏞。她透露，自己很喜歡《笑傲江湖》，
「記得讀書時候，金庸先生的作品，經常
都是圖書館中最熱門的借閱書籍，我看完
《笑傲江湖》第一集、第二集之後，等了
很久，才能借到第三集、第四集。雖然等
的時間長，但只是花了大半天，就一口氣
把最後兩集看完。因為書實在太好看，離
不開手。」
她說：「金庸先生離我們而去，非常

可惜。但我相信，他和他的作品，將會
一直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在此，
向金庸先生致敬，亦向他的家人致以慰
問；願金庸先生在另一個世界，繼續笑
傲江湖。」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也表示，中學時代
已是金庸武俠小說迷。「當年我就讀聖士
提反女校時，其著作《神鵰俠侶》是每星
期刊登一章回，般咸道有『大光書局』，
逢星期三便會出版《神鵰俠侶》的最新章
回，我每逢星期三下午放學後，便馬上跑
到這家書店，搶購一本薄薄的最新章回小
說，每期追看下，足足看了整套《神鵰俠
侶》，那段時光可說是沉迷於楊過與小龍
女的武俠世界。」

葉太最愛《神鵰》愛情故事
除了是金庸小說迷，她也曾經是查良鏞

的鄰居。「我們相識多年，他的太太May
亦與我稔熟。去年我與她見面時，特地問
候查先生，當時她透露丈夫已不認得人。
我記得拜會金庸先生寓所時，猶如置身一

個巨型圖書館，其藏書量非常豐富，可見
查先生有如活在一個圖書館中。」
葉劉淑儀大讚查良鏞對國家民族及文

化有深厚的感情，而其學識淵博，文學
成就極高，尤其是將武俠小說發揚光
大，做到家傳戶曉，其武俠小說可謂馳
名中外，多部作品亦多次被改編成電視
劇及電影，可見其作品不但成功，更是
深入民心。
在多部金庸小說中，她最喜愛《神鵰

俠侶》。「主角楊過歷盡艱辛，但依然
絕不放棄，經過一番努力奮鬥終成神鵰
大俠，他與小龍女堅貞不渝的愛情故事
也是可歌可泣，非常感人，……我相信
他的作品會流芳萬世，萬千讀者會視之
為文學瑰寶，細細回味其精彩的武俠世
界。」

香港文匯報訊 原香港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委員、享譽世界的當
代武俠小說泰斗、著名報人查良
鏞博士逝世。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謝鋒向查良鏞博士夫人林樂怡發
出唁電，對查良鏞逝世表示深切
哀悼。
據外交部特派員公署網站載，

謝鋒在唁電中表示，查良鏞博士
是享譽世界的傑出作家、當代武
俠小說泰斗，他的作品承載了博
大精深的歷史文化，蘊含着令人
動容的民族大義與家國情懷，影
響了數代華人。查良鏞博士畢生
愛國愛港，作為基本法起草委員
會委員，為香港順利回歸和「一
國兩制」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
獻。查良鏞博士風範長存，我們
永遠懷念他。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新聞工
作者聯會昨日發出唁函，對查
良鏞先生仙逝深感悲痛。唁函
指，查良鏞先生早年在香港
《大公報》、《新晚報》等媒
體任職，後創辦香港《明
報》，成為文人辦報的典範。
查先生不僅是傑出的武俠小說
大師，更是一位出色的報人和
評論家，其撰寫的近兩萬篇社
評、短評，筆鋒犀利，切中時
弊，在社會產生廣泛的影響。
唁函指，查良鏞先生是香港新
聞工作者聯會榮譽主席，為香港
新聞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
獻。他的逝世，是香港乃至國家
新聞界的一大損失。但他留給香
港新聞界的寶貴精神財富，永遠
銘刻在媒體同仁心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北京報道）武
俠泰斗金庸（本名查良鏞）前日溘然長逝，
國台辦新聞發言人馬曉光昨日表示，金庸是
海峽兩岸共同尊敬的一位偉大的作家，拓展
了另一片審美天地也拓展了中華傳統文化的
內涵，兩岸同胞紀念他，就要共同弘揚中華
文化。
馬曉光表示，和大家一樣，驚聞金庸先生
逝世的噩耗，深感痛心，「像我這樣的一代
人，在我們成長的環境中，金庸小說都是伴
着我們長大的，大概沒有幾個當年的大學生
和年輕知識分子沒有讀過金庸的小說的。」
「金庸先生是海峽兩岸共同尊敬的一位
偉大的作家，他寫了15篇皇皇巨著」，他
說，並讚譽金庸用他的創作為中國文學拓
展了另一片審美天地，用他的創作拓展了
中華傳統文化的內涵，所以我們兩岸同胞
紀念他，當然責無旁貸，要共同弘揚中華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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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帶小朋友參觀金庸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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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召開會議，研究部署當前經濟
工作，昨日下午政治局並就人工智能發展現狀和趨
勢舉行第九次集體學習。政治局會議指當前經濟運
行穩中有變，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長期積累的風險
隱患有所暴露，對此要高度重視，增強預見性，及
時採取對策。應對外部環境深刻變化和經濟下行風
險，關鍵在切實辦好自己的事情，穩住經濟，為此
國家正托舉民企、釋放民企活力，以改革促進資本
市場健康發展，有效利用外資。內地經濟下行壓力
加大無疑對香港影響重大，對此香港要從三方面做
好應對預案：一是主動行動加快自貿協定談判，為
香港謀取好的外部環境；二是以參加進口博覽會為
契機，協助企業併船出海，並加快產業向國際尤其
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拓展的步伐；三是把握國
家調整結構、強化創新、發展內需的趨勢，積極投
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內地前三季度經濟總體運行平穩，保持在合理區
間，這得益於國家大力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實施促進
金融市場健康發展的系列措施，提振了市場信心，顯
示國家「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
資、穩預期」的政策和工作發揮了一定的效用。但目
前美國有擴大貿易戰規模並向其他領域延伸的危險傾
向，外部環境正發生深刻變化，主要風險包括：經濟
下行壓力加大，內地10月份製造業PMI為50.2%，
降至兩年低位；受美國加息、美元升值影響，離岸人
民幣昨低見6.9794元兌一美元，逼近6.98水平；部
分企業債務壓力大，經營困難較多。

面對問題矛盾，正如政治局會議所強調的，關鍵在
於要切實做好自己的事情，堅定不移推動高質量發

展，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改革步伐，確
保經濟平穩運行。目前國家正從三個方向穩經濟：一
是政府加大托舉民企力度，多政策解決民企和中小企
業困難，釋放民企活力；二是加強資本市場制度改
革，激發市場活力，促進資本市場長期健康發展；三
是繼續有效利用外資，維護在華外資企業合法權益，
辦好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內地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對香港影響不小，對此特區
政府要高度重視風險，做好應對預案，可考慮從三方
面釋放活力、穩住經濟。

一是主動行動，保持香港良好外部環境。特首林鄭
月娥近期訪問日本，開拓香港和日本的創科合作空
間，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表示，特區政府不排除因
應貿易戰直接向美國要求磋商，並會加快與澳洲及太
平洋聯盟的自貿協定談判，這些皆是重視風險做好預
案的正確行動，應加快做好。

二是繼續全力發展本港作為國家與國際接軌的進出
口門戶和服務貿易重要樞紐的角色，為內地企業併船
出海及進軍東盟市場做好服務支撐。

三是更積極主動投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共中央
總書記習近平昨日下午在主持政治局集體學習人工智
能時強調，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
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
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迫切需要新一代人工智能等重大
創新添薪續力。粵港澳大灣區將是國家下一步改革開
放的戰略重心區域，加快創新發展、加快經濟結構轉
型、釋放民企活力、發展內需市場是大趨勢，香港要
充分認識和把握其中的機遇，做好參與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的戰略規劃和具體部署。

重視風險增強預見 穩定經濟做好自己
環境局本月向立法會提交《都市固體廢物

收費條例草案》。草案規定市民必須購買政
府指定垃圾袋棄置家居廢物，最快2020年
底實施。垃圾徵費在歐洲國家十分普遍，在
亞洲例如台灣地區、韓國等亦實施多年，的
確有助於落實污者自付和源頭減廢，值得支
持。唯當局必須將執行細節思考得更細緻，
讓實施程序更合理、監管處罰更適切，並做
好宣傳教育，確保政策順利落實。垃圾徵費
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本港要盡快推進垃圾分
類、處理以致循環再用等系統工程，讓香港
在環保減廢上追上國際先進水平。

俗稱垃圾徵費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在本
港已討論多年並一再拖延，原訂明年年底落
實，現計劃本月14日向立法會遞交條例草案
進行首讀及二讀，最快2020年落實，較原先
計劃延遲一年。垃圾徵費的用意是落實污者
自付，通過經濟手段促使大家減少產生垃
圾，達到源頭減廢的目的。環顧亞洲其他地
區，韓國早於1995年實施垃圾徵費，新加坡
於 1996 年、台灣地區於 2000 年亦分別實
施，香港作為區內國際都會，今天才實施已
是太遲。

環境局草案提出循專用垃圾袋收費，每公
升垃圾收費0.11港元，這個收費標準參考了
韓國和台灣地區，水平不高，對一般家庭不
會構成大的負擔。當局估算一般三人家庭每
月垃圾費約33至51元。值得指出的是，這
項費用並非代表一個三人家庭會因垃圾徵費

而多付出，因為現時大家無論是購買垃圾
袋，還是用超市購物膠袋裝垃圾，本身都並
不是免費的。一來一回，垃圾徵費政策預料
只會令一個三人家庭每月增加十來二十元的
負擔而已。加上當局計劃對綜援受助人每月
提供10元津貼，已充分考慮低下階層的需
要，在執行上不至於有很大阻力。

即使如此，由於涉及全港家家戶戶，當局
仍然需要在未來兩年做足準備功夫。既要教
育先行，做好宣傳工作；亦要充分利用社區
組織的支援落實前期鋪排；同時要適當增加
人手，應付執行初期可能帶來的新增工作
量。例如落實專用垃圾袋之後，垃圾站的工
作人員要負責分辨不合格的垃圾袋，這無疑
會增加工作量，擬定執行細則的官員必須與
前線工作人員充分溝通，將程序設計考慮得
周到細緻。當局亦需在落實初期增加人手巡
查，作出警告勸喻，直至落實1,500元的定
額罰款政策。

香港在2016年的人均垃圾棄置量達每日
1.41公斤，較倫敦、首爾等大城市為高，既
與香港國際都會的地位不相稱，亦有違港人重
視環保的態度。無論是現有設施還是市民素
質，香港都有充分條件實施垃圾徵費，不應再
拖。與此同時，必須強調減廢是系統工程，垃
圾徵費只是第一步，香港仍需進一步做好垃圾
分類尤其是家居廚餘分類，以垃圾焚燒發電取
代堆填，做好有用垃圾的循環再用等等。在這
些方面，香港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做好細節適切監管 垃圾徵費落實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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