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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2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人民大會堂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
革開放 40 周年訪問團，希望港澳同胞繼
續以真摯的愛國熱忱、敢為人先的精神投
身國家改革開放事業。對於國家、民族和
個人來說，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一個國
家需要擁有偉大的民族精神，一個城市同
樣需要有自己的精神豐碑。

城市精神，是一個城市的核心價值
觀，是長期孕育發展積澱的價值觀念和
道德規範。城市精神既體現在制度規
則，也體現在每一處建築、每一個招
牌、每一位市民，甚至已經融入到這個
城市的風土人情和空氣景觀之中。從大
學畢業就到北京工作，時時刻刻感受到
「愛國、創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
神。2018年2月有幸從北京來香港工作，
彷彿是時代的召喚，香江之畔，潮起潮
落，燈火璀璨、波光粼粼，所見所聞所
思所想：這顆東方明珠散發着獨特的精
神氣質、熠熠生輝。

香港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漁村發展成國

際化大都市，更成為舉世聞名的國際金融
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豐富深厚而
多姿多彩的歷史底蘊鑄就了什麼樣的「香
港精神」？邁入新時代的「香港精神」又
應如何更好地傳承和發揚？

「「香港精神香港精神」」凝聚了自強不息的中華民凝聚了自強不息的中華民
族精神族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是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精神寫照。習近平
主席 2017 年「七一」期間來港視察時表
示，香港奇跡是一代又一代香港同胞打拚
出來的，香港同胞所擁有的「愛國愛港、
自強不息、拚搏向上、靈活應變」的精
神，是香港成功的關鍵所在。今年11月12
日在北京會見港澳訪問團時，習主席又在
講話中對香港同胞敢為人先的精神作出了
精闢論述，並勉勵香港同胞要順時而為，
乘勢而上，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香
港、澳門更好發展，共同譜寫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時代篇章。初心易得，始終難
守，只要鞏固和提升香港的優勢，香港就
一定能夠「續寫獅子山下發展新故事、繁
榮新傳奇」。

「「香港精神香港精神」」匯集了一個個響亮名字的匯集了一個個響亮名字的
卓越貢獻卓越貢獻。。國學泰斗、書畫大師饒宗頤先
生，1949年起即長居香港，在當代國際漢

學界享有崇高聲望，與錢鍾書、季羨林等
齊名。享譽海內外的武俠小說泰斗金庸，
結合歷史，寫人寫情，膾炙人口，經久不
衰，「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武俠
小說」，後來還發展成為「金學」，與
「紅學」並稱。已故香港南洋商業銀行創
辦人莊世平是新中國第一代銀行家，他率
先於1982年到深圳開設分行，成為首間進
入內地的外資銀行分行，被譽為外資金融
業進入經濟特區的「領頭羊」。我們更不
能忘記千千萬萬為內地改革開放、香港順
利回歸作出貢獻的香港文化體育、教育科
技、工商經濟等各界人士。一代又一代香
港人弘揚「獅子山精神」，頑強拚搏，鑄
就傳奇，共同匯聚了香港驚豔世界的交響
曲。

「「香港精神香港精神」」是攜手同心是攜手同心、、共克時艱的共克時艱的
力量之源力量之源。。「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香
港經濟社會發展，同樣歷經了坎坷和磨
難。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屈辱，上世紀
五六十年代水荒、颱風、泥石流、火災
等惡性事件時有發生，之後又經歷了亞
洲金融風暴、非典疫情、國際金融危機
等嚴峻考驗，在祖國和內地人民的大力
支持下，香港社會頑強自新、不屈不

撓，終於實現了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發
展。1991 年華東地區水災，2008 年「5．
12」 汶 川 大 地 震 …… 香 港 同 胞 感 同 身
受，最先伸出援手，凸顯守望相助、血
濃於水的骨肉深情。2018 年 9 月 16 日超
強颱風「山竹」襲港，從特區政府的周
密部署、高效應對、及時善後到廣大市
民的齊心一致、守護家園、和衷共濟，
足以見證風雨同舟、守望相助的「香港
精神」。

「「香港精神香港精神」」在新時代必將更加璀璨奪在新時代必將更加璀璨奪
目目。。2018年秋天，香港邁入高鐵新時代，
躋身粵港澳半小時經濟圈，迎來新的發展
機遇。「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大
疆無人機創辦人汪滔、順豐快遞掌舵人王
衛等懷抱着「香港精神」的年輕人，不畫
地為牢，不故步自封，不懼怕全球化帶來
的激烈競爭，奮力走出屬於自己的海闊天
空，書寫了屬於這個時代的獅子山下傳奇
故事。習近平主席提出「兩個建設好」，
其中之一就是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
港建設好。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進程
中，香港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
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惟其艱
難，才更顯勇毅；惟其篤行，才彌足珍

貴。」正如林鄭月娥行政長官所言：「香
港人很優秀，香港底子也很好，只要認準
方向，團結一致，我們一定可以再創輝
煌」。

「不畏浮雲遮望眼」。「香港精神」堅
守着中華民族的血脈風骨，凝聚着香港的
氣質與靈魂，代表着香港的世界形象，融
匯着香港胸懷華夏與放眼世界的特色風
貌。在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新時代，
「香港精神」對香港的未來發展依然是巨
大的靈魂支柱，不竭的動力源泉，也必將
引領着香港走向無限廣闊發展的明天與未
來！

生生不息的香港精神
行財部 陳志斌

■「香港精神」是香港發展的靈魂支柱和動
力源泉。 作者供圖

不少家長均對
課餘託管服務有
需求，可讓他們

安心工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
指出，現行的課餘託管收費減免計
劃，未能全數滿足地區需要，故考慮
採用服務券形式，令資源更靈活地滿
足需求。不過，他重申，服務券只適
用於小學課餘託管服務，不會套用在
幼稚園學生課餘託管及0歲至3歲幼兒
日間託兒服務。

羅致光：惹誤會需澄清
羅致光昨日發表網誌指出，數星期前

他曾在電台訪問談過一些有關託兒服務
的說話，引起一些誤會，他需作出澄清
及說明。
他指出，關愛基金於2017年設立項

目增加資助的課餘託管名額，希望於
3年內達至滿足需求的水平。由於一
直推行的課餘託管收費減免計劃是以
配額制為基礎，有部分中心的配額未
能全數滿足地區需要，故下一步的工
作是考慮用服務券形式，令資源更靈
活地滿足有關需求。

不套用於0歲至3歲託兒服務

他明言，所說的服務券是有關小學
課餘託管的服務，與另外兩種幼兒服
務無關。惟坊間以訛傳訛，將他所提
的服務券套用在另外兩個幼兒服務的
範疇：幼稚園學生課餘託管與0歲至3
歲幼兒日間託兒服務。
對於有社會服務界朋友反對為幼稚園

學生提供課餘託管服務，認為應增加長
全日的獨立幼兒中心，羅致光表明，不
相信社會人士同意將所有幼稚園都變成
長全日的獨立幼兒中心暨幼稚園，這亦
不是政府的政策。
不過，他指出，當然同意要增加長

全日的獨立幼兒中心，但此法一則需
時，如何協助有需要的家庭提供3至6
歲幼稚園學生的課餘託管，仍是社會
上的索求，亦是政府的責任。
他又提到，在社區及鄰舍層面上仍

有大量社會資本可供開發。以目前幼
兒照顧服務的需求來看，發展及善用
社會資本實有迫切需要。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成立至今已有16

年，其中最重要功能便是提升社會資
本：即鼓勵和提升社區自助互助的能
力，及鞏固社區的支援網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賽馬
會在廣州巿從化開設的馬場於今年8月開
幕，是內地首個世界級的馬場及純種馬訓
練中心。馬會新任主席周永健表示，已與
廣東省政府商討，不排除在短期之內，能
在香港賽馬會從化馬場舉辦沒有賭博成分
的示範賽，希望在一年內能達到舉辦示範
賽的目標，相信有助帶動當地旅遊和創造
就業機會。

已與粵商討 盼一年內舉行
周永健昨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雖
然內地不批准有賭博成分的賽馬活動，
但曾與廣東省政府商討，認為沒有賭博
成分的示範賽有機會可舉辦，「不排除
短期內舉辦一些無博彩成分的示範賽，
作為一個運動項目去進行。我們已與廣
東省政府有傾談過，希望一年內可舉
行。」

冀帶動當地旅業創造就業
周永健表示，現時從化的馬場在設計上
與現時香港的沙田馬場相似，除未加設觀

眾席外，馬匹診所和馬房等設備都是新
建，設施較沙田馬場的更先進，相信加建
觀眾席後便可隨時舉辦示範賽，希望示範
賽能帶動當地的旅遊業和創造就業機會。
他續說，從化馬場是馬會在2010年協

助廣州亞運舉辦馬術項目時興建，馬場內
的馬匹訓練中心有達國際水平的馬匹免疫
區和治療設施，馬匹可在香港完成檢疫
後，直達從化的免疫區後才完成清關，做
到「一地兩檢」。
周永健指出，從化訓練中心設備較香港的

先進，環境亦較寬敞，已有練馬師嘗試用中
心進行馬匹訓練，效果亦見理想。
他指現已有約200匹馬於從化受訓，希望

將來讓訓練的馬匹數量可增至500隻至600
隻。

周永健幼受庭訓愛賽馬
本身是律師的周永健在節目中亦談及自

小受父親影響鍾情賽馬，渴望晉身香港賽
馬會成為會員。即使遭父親阻止，他亦會
偷看馬經，尤其是當年非常流行的刊物
《老溫馬經》。

他笑說，每逢賽馬日當司機送父親進馬
場，他隨即要求司機帶他到跑馬地馬場的
大石鼓，爬到高位觀看一兩場賽事。
周永健憶述當年最愛聽到萬馬奔騰的聲

音，「當馬匹在大石鼓轉彎的時候，騎師
都會大叫『讓開！讓開！你唔讓開我就會
跌落去喇！』以騙取其他騎師讓位，那個
情境非常有趣。」
他在中三時遠赴英國讀書，逢周六都

會躲在宿舍看直播賽馬。他視馬匹為運
動員，喜見英國的評論員不只着重賠
率，更會講馬的血統、性能等，故他也
希望本港的評述員會逐漸加強運動資料
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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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化馬場擬辦「無賭」示範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

俊威）今年訪港旅客人數

持續增加，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昨日發表網誌指出，

單計 10月已有逾 580 萬人

次 ， 隨 着 港 珠 澳 大 橋 開

通，估計上月旅客人數將

進一步增加，今年全年旅

客量肯定逾6,000萬人次，

將打破 2014 年 6,084 萬人

次的歷來最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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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表示，今年以來，無論旅遊業界、
主要旅遊景點或酒店業界均指市道有所

改善，特別是港珠澳大橋通車及廣深港高鐵
香港段開通，明顯感受到旅客人數增長的趨
勢。

強化旅業「穩經濟」不可忽略
他指出，旅遊業佔本港生產總值約4.5%，
聘用人手佔全港總就業人口的6.7%，同時也
影響本港零售業市道，直接影響本港經濟表
現及從業員收入，「在目前國際貿易摩擦令
經濟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持續強化本港旅
遊業，更是本港『穩經濟』時不可忽略的重
要一環。」
他強調，政府於去年發表香港旅遊業發

展藍圖，正是希望透過前瞻角度制定政
策，按四大策略包括開拓多元化、高增值
客源市場，打造更具特色旅遊產品等，將
香港發展為世界級旅遊目的地，促進旅遊
業健康及持續發展，讓香港整體經濟受
益。
陳茂波提到，政府上周聯同旅發局及旅議

會舉辦香港國際旅遊論壇，以「聯繫『一帶
一路』 匯聚粵港澳大灣區優勢」為主題，
吸引逾千名來自澳門、大灣區9個內地城
市、多個內地省份及包括「一帶一路」國家
在內共34個國家的政府官員、旅遊部門代表
及旅遊業界人士參與。
他透露，論壇上大部分與會者均同意，在
「一帶一路」促進交流、共享成果的願景
下，各地在規劃旅遊發展時都需進一步加強
區域之間合作，提供更多一程多站旅遊產

品，各地互補長短，為遊客帶來最豐富多元
的體驗。
隨着高鐵及港珠澳大橋兩項重要策略性跨

境基建落成，陳茂波表示，再加上明年將落
成的蓮塘/香園圍口岸及正興建的機場第三條
跑道，均可強化香港作為聯繫內地和國際的

「雙門戶」樞紐角色。

一程多站可推不同配搭
他認為，未來一程多站的編排，還可推出

更多「郵輪＋高鐵遊」、「郵輪＋大橋遊」
等不同配搭，給予遊客更多選擇。而本港也
需不斷優化多元旅遊資源，同時加強對外推

廣。
現時全球約170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可免

簽證到港旅遊或參與商務，陳茂波表明，展
望未來，本港會繼續考慮向其他不同地方，
包括一些「一帶一路」的國家和地區，放寬
相關簽證安排，讓香港可繼續薈萃東西，促
進國際間的文化和旅遊交流。

■香港賽馬會從化馬場俯瞰圖。資料圖片

■陳茂波在上周舉行的香港國際旅
遊論壇專題午宴致辭。 網誌圖片

■■今年全年訪港旅客量料逾今年全年訪港旅客量料逾66,,000000萬人次萬人次，，或將打破或將打破
20142014年年66,,084084萬人次的歷來最高紀錄萬人次的歷來最高紀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