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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發展創新 同心同
向同行——全國兩會精神宣

講分享會」3月20日在香港舉行，作為哈
爾濱市政協委員，本人有幸出席本次宣講
分享會。會上，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發表的
主旨演講，使我對兩會精神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對今年兩會取得的重要意義和豐碩
成果有了更準確的認識，分享會也進一步
加強香港各界對國家發展、對香港未來發
展的信心，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
制」之利，共擔民族復興重任，共享國家
富強榮光。
王志民主任在演講中指出，今年兩會先後

審議批准了「七個報告、一部法律」，彰顯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又邁出了新
的步伐，生動詮釋了過去一年「我們過得很
充實、走得很堅定」。王志民主任並強調，
兩會彰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習近
平總書記六到團組並發表重要講話，增強了
我們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
導下創造新的更大奇跡的信心和決心。
作為港區政協委員，我們應該深刻領會習

總書記的各項重要指示，以更好地為國家改
革開放和香港繁榮穩定發揮積極的貢獻作
用。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展示了國家在過去

一年中取得的成就，也對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
標任務、政策取向和重點領域作出了全面精準
的部署，讓我們對國家未來發展充滿信心。報
告中一如既往提及港澳，且篇幅更較去年有所
增加，這無疑也為香港未來發展釋放出眾多
「改革紅利」和「開放紅利」。港人應牢牢
把握國家為香港發展提供的新機遇新空間，
緊跟國家發展大勢，腳踏實地，找準「國家
所需」，發揮好「香港所長」，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並實現香港自身更好地發展。
王志民主任還強調，制定《外商投資法》

和加快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推動形成
國家全面開放新格局、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
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為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實現自身更好發展提供了強大
動力。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入「快車道」，各項

優惠政策的推出，代表中央對香港的關心和
支持，為香港青年健康成長創造有利條件。
我們要把握機遇，發揮「一國兩制」、完全
市場化、與國際接軌的優勢，為落實兩會精
神、建設大灣區作出積極貢獻。

莊紫祥 博士
香港友好協進會發展基金

會執委會副主席

不少市民或者會奇怪，何以近期「香港眾
志」好像「殺紅了眼」般，一味在抗爭衝擊
上搶在最前。在外國主子就反逃犯移交修訂
下達動員令後，「眾志」一眾猶如癲狗般到
處衝擊搗亂，破壞南區區議會進行、非法
「佔領」政總，在日前立法會《國歌條例草
案》公聽會上，「香港眾志」常委鄭家朗在
發言完畢後又聯同兩名女子衝向主席台，衝
擊會議，導致有保安受傷倒地。「香港眾
志」近期愈來愈走火入魔的行徑，已經由一
個政治組織變成爛仔社團、暴力組織，外界
都奇怪「眾志」近期究竟受了什麼刺激，在
行事上愈走愈癲。
「眾志」變成激進組織，當然不是一時興

起，而是黃之鋒等人有意為之，要令「眾志」
成為反對派內一個最激進、最極端的組織，
擔當外國反華勢力的打手，為其衝鋒陷陣，
為其干預港事鳴鼓開道，提供「子彈」。
「眾志」現在的所作所為，不斷挑戰法治

底線，目的是要「迫」政府加大力度打擊
「眾志」甚至予以取締，之後外部勢力就可
以此為由進一步介入港事。
當然，「苦肉計」少不了皮肉之苦，「眾

志」近期目無法紀的行徑，也必定要付上代
價，但他們仍然樂於做外國主子的馬前卒，
仍然「願打願捱」，就是希望得到外國主子
的青睞。
日前，差不多創下本港大學最長畢業期紀

錄的「眾志」前主席羅冠聰「打機聰」，竟
然獲得世界級名校耶魯大學招收修讀碩士，
讀的更是「中國研究」。「打機聰」讀書成
績「有目共睹」，對中國研究的認識更是
「有口皆笑」，竟然獲得耶魯大學招收，如
果這不是出於政治，就是侮辱市民的智慧。
而可以預期，「打機聰」學成歸來之後，一
定會獲得外國勢力「賜予」厚職，不用再看
區諾軒的面色做人做其議員助理，大可以做
外國通訊社、外國NGO的職員，絕對不愁
出路。

外國主子厚待「打機聰」，當然不是因為
他才華橫溢，而是向一眾憤青、社運分子做
個樣板，只要他們落力做抗爭爛頭卒，將來
也可以得到「打機聰」的待遇。所以「眾
志」一眾見到「打機聰」的「風光」之後，
紛紛爭做抗爭先鋒，為的就是在主子面前博
表現，將來好成為「打機聰第二」。

當然，外國主子「關照」「打機聰」，不
過藉此煽動更多青年出來做炮灰，讓其可以隔
岸觀火，坐看香港「窩裡反」。但同時，外
國勢力也不是開善堂，怎可能照顧這麼多不
事生產的社運青年？「打機聰」不過是被做
出來的一個模板，藉此吸引更多青年炮灰。
但是，「旺暴」之後一大班犯法暴徒，前

途盡毀，外國主子有沒有照料過？「眾志」
一眾以為夠癲夠激，就可以博得主子歡心，
從而踏上青雲路，不過一廂情願，等待他們
的恐怕不是錦繡前程，而是牢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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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兩會精神 貢獻「特區智慧」「香港力量」
今年的全國兩會剛降下帷幕，全國人大代表、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出席兩會精神宣講分享會

並作主題演講，全面深入解讀兩會精神和國家主席習近平到部分團組的重要講話精神，有利

香港各界按照兩會精神和習主席系列講話的精神，結合香港實際，主動發揮自身所長，以更

扎實有效的行動和措施，不斷增強民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積極推動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建

設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家園，為國家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再作新貢獻。

許榮茂 全國政協常委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

全國兩會精神是一年一度重要的
「中央聲音、國家議題」，香港各界
準確掌握兩會精神，並轉化為行動指
南，對香港抓住兩會帶來的新機遇，
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香港自身
更好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正如王

志民主任所指，政府工作報告聚焦高質量發展，對
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政策取向和重點領域
作出全面精準部署，為香港發展釋放出眾多「改革
紅利」和「政策紅利」。
例如，今年兩會的兩大議題：落實《外商投資

法》和加快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既是推動形成
國家全面開放新格局、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
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也為香港實現更好發展提供
新機遇新空間。對此，香港各界要看到機遇所在、

大勢所趨，更要坐言起行，以投身國家建設的行
動把握機遇、順應大勢，分享到「改革紅

利」和「政策紅利」

分享「改革紅利」「政策紅利」
透過分享兩會精神，香

港各界可以更清
楚地認識

到，國家發展進入新時代，香港的重要性不僅沒有
削弱，而是不斷增強，仍可發揮不可替代的獨特作
用。王志民主任在宣講分享會上透露，在制訂大灣
區規劃過程中，中央全盤接納特首林鄭月娥提出的
意見，形容香港是大灣區規劃的參與者、制訂者和
實施者，也是共建者和分享者，香港不僅不是「被
規劃」，而是被關照和被關懷。
事實上，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

香港被賦予非常重要的龍頭角色，不僅被列為大灣
區四大中心城市之一，明確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作
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的地
位，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建設亞太區國際法
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等，支持香港在優勢領域探
索「再工業化」；規劃綱要提出的共建粵港澳合作
發展平台中，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等重大平台的開
發建設，以及大灣區九市與港澳共建的各類合作園
區，均對香港的龍頭作用有很多落墨。

可見，在大灣區建設中，香港要有充分信心和堅
定決心，扮演好「主場」及「主角」的角色，發揮
好作為龍頭的引領作用，推動大灣區向高質量發
展，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國際一流灣區，為國家發
展樹立典範、增添新動力。

滿足民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目

的，就是實現共同進步和富裕。落實兩會精神，必
須按照習近平主席強調的「圍繞着人民群眾對幸福
美好生活的追求來實踐」，香港各界應更加積極主
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維護香港和諧穩定，貢獻
「特區智慧」、「香港力量」。
香港新家園協會長期在貢獻「特區智慧」、「香

港力量」，「大膽闖、大膽試」，多年來堅持每年
舉辦大型的香港青年到內地交流活動，每年組織數
千名香港青年到內地參觀、交流、實習，引導香港
青年了解國家發展的形勢，增強國家民族歸屬感，
今年交流活動規模將進一步擴大；為做好大灣區青
年服務工作，促進港澳青年融入大灣區，新家園協
會與廣東省青年聯合會已在粵港澳大灣區開設「粵
港澳大灣區青年家園」，協助港澳青年在大灣區大
展身手，貢獻國家也成就自己；在本港，新家園協
會營運的「油尖旺多元文化活動中心」即將投入服
務，促進少數族裔與本港市民的和諧共處，推
動香港族群共融，增強社會凝聚力，彰顯
香港多元化、國際化的特色和優勢，
為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貢
獻「特區智慧」、「香港
力量」。

台灣地區領導人的選舉，掛着民主
之名，實則從來都是刀刀見血的廝

殺。陳水扁「二顆子彈」之謎至今未解開，如今他
卻以「戴罪之身」為當下選舉攪局。自稱為「台獨
工作者」的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出爾反爾跳出
來挑戰曾表示支持的蔡英文。
對此，高雄市長韓國瑜認為賴會堅持「台獨」，但

「『台獨』比梅毒還可怕」，他表示要賴清德「懸崖
勒馬」是不可能，因賴已60歲了，因此，最後由人
民決定。韓國瑜是在告誡台灣選民，選擇「台獨」分
子做領導人，就是選擇沉淪、選擇貧窮。

賴清德出爾反爾欲取代蔡英文
賴清德為何要跳出來？過往，台灣輿論分析，民

進黨的部署是，蔡英文做多一屆，賴清德在「行政
院長」位置上歷練，到2024年再選。但是，去年
「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大敗，形勢急轉直下，賴清
德不接受蔡英文挽留，堅辭「行政院長」，已顯露
其有意取蔡英文而代之。

今年3月16日的「立委」補選，賴清德在台南助
選，打「放陳水扁牌」以及形形色色的「台獨」

牌，動員深綠的台南選民，僅以微弱多數保住民進
黨的席位。民進黨「急獨」派見勢強化「挺賴棄
蔡」的部署，認為明年保住民進黨政權唯賴為上。
綠色輿論指當下是賴清德出戰的最好時機，4年後
他的勢頭可能再沒有當下旺。相信，這也是賴清德
放手一搏的原因。
賴清德打「台獨」牌已毫不掩飾，除了與陳水扁

關係密切互動，更大張旗鼓拜訪李登輝。李登輝發
聲明表示，期勉賴清德好好利用這個機會，祝福賴
清德「順利成功」。眾所周知，90多歲的李登輝已
經淪為「獨派」總代表。賴清德的動作，顯然為爭
取深綠最大支持。
賴清德一宣佈參選，深綠的「新台灣國策」智庫

就發表民調，指蔡英文將輸給柯文哲及國民黨的主
要對手，而賴清德不但贏柯文哲，也贏國民黨的所
有對手包括韓國瑜。
可見，賴清德跳出來不是個人的一時興起，而是

「急獨」的精心部署。此事還要放在中美博弈的大
背景下來看。賴清德明白，要成功在民進黨初選勝
出及最後當選，必須取得美國的支持。

現在，賴清德打蔡英文的主要議題，就是特赦陳

水扁。 島內輿論指出，剛結束的「立委」補選反
映，陳水扁的政治能量不能小覷。賴清德打的是
「台獨牌」，蔡英文打的是「恐中牌」，二者的區
別是「急獨」和「緩獨」之分。

「台獨」干擾投資卻步
韓國瑜認為，蔡英文是不愛「中華民國」、不要

「九二共識」、不敢「台灣獨立」；賴清德可能會
「二不半」，不要「中華民國」、不要「九二共
識」、「台獨」可能搞一半；或者真的開幹，搞「台
獨」公投。
韓國瑜去年贏得高雄市長，就是因為高雄選民不

能再忍受「台獨」影響經濟發展、破壞安居樂業，
高雄選民的覺醒形成了「韓流」。這次深綠基地台
南「立委」補選，藍營雖然沒有得到席位，但是選
票大幅增長。
事實上，高雄以及台灣南部經濟一度快速發展，

但是受「台獨」的政治化影響，導致投資卻步，發
展停滯。有統計顯示，近20年台灣的外來投資大
幅下降，因為沒有人會把資金放到一個政治動盪的
地區。選擇「台獨」，就是選擇沉淪和貧窮。

選擇「台獨」就是選擇沉淪選擇貧窮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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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旅行團迫爆土瓜灣，不少市民
怨聲載道，旅遊業議會早前建議將部

分維港遊觀光船，由九龍城碼頭分流到紅磡碼頭上
落客，此舉不但沒有真正處理旅行團擾民的問題，
反而將問題蔓延至黃埔花園一帶。筆者作為九龍西
立法會議員，非常關注事態發展，日前便聯同蔣麗
芸議員和民建聯九龍城支部的同事，與旅遊業議會
主席黃進達見面，並獲對方承諾擱置有關分流方
案，黃埔居民可先鬆一口氣。

不過，土瓜灣、紅磡一帶內地旅客過多，帶來交
通阻塞、惡劣環境衛生和噪音等影響，這個長期困
擾當區居民的問題，仍未得到真正的解決，政府過
去對此不監不管，但絕對是責無旁貸。規管業界亂
象的旅監局要到兩年後才能成立，在此之前，政府

和旅議會必須互相配合，推出不同的有效措施，減
低入境旅行團對地區的影響。
土瓜灣過去由於租金相對便宜，吸引很多以內地

旅客為目標的食肆、珠寶首飾及手信店進駐，以致
不少低價旅行團湧入該區。筆者了解到，旅遊業議
會已決定暫停區內接待內地團的定點購物店及餐廳
的新增登記，但有關措施只能「止血」，連「治
標」都談不上，遑論「治本」。

就此，筆者要求旅議會加大規管登記店舖的力
度，規定登記店舖必須向旅議會提交人流管理方
案，如發現有關店舖執行無效，必須有處分，嚴重
者要取消登記資格，通知各旅行社會員停止安排旅
客前往該店舖消費，同時向社會公佈被處分的登記
店舖個案。當然，旅議會亦要有機制，讓不滿的涉

事店舖提出上訴。
特區政府亦要加強與內地當局的旅遊監管合作，

打擊以不合理低價組織的旅行團。針對旅遊巴違例
泊車情況，當局必須加強執法，同時增設臨時旅遊
巴收費錶停車位、批出設有旅遊巴短期泊位的停車
場等。

上述措施都只是「治標」方法，要「治本」，便
要增加本港接待旅客的能力，為旅客提供不同的購
物地方。啟德郵輪碼頭啟用至今超過5年，但人流
疏落，使用率低，當局應善用郵輪碼頭資源，提升
該處設施的吸引力，改善周邊交通配套，將土瓜灣
和紅磡旅行團分流至此，這樣不但可紓緩土瓜灣及
紅磡區人流車流壓力，還可帶旺郵輪碼頭一帶的商
舖。

多管齊下疏導內地旅行團
鄭泳舜 立法會議員

香港中聯辦王志民主任的兩會分享
講話，充分肯定了香港在全國「兩

會」貢獻了「特區智慧」、「香港力量」。王志民
主任指出，要深刻領會習主席關於文藝社科工作的
重要指示，進一步堅定文化自信，更好地傳承發揚
中華優秀文化，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
我認為，在國際形勢日趨複雜的大變局之中，青年
對國家和中華民族的發展前景要有信心，作為一個
中國人更要有信仰。正如習主席所說「一個國家、
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新時代需要反映人民群
眾思想和生活的文化精品，需要用明德引領社會風
尚。可惜的是，現時香港對中國文學及中國歷史教
育的重視不夠，難以用中華文化培養年輕一代的家
國情懷，這一問題值得社會各界重視。
回想過去，我有幸在中學階段選修了中國文學及

中國歷史，更於大學選擇了中文系。猶記得中一第
一堂中文課，老師教授白居易的《燕詩》，「嘴爪
雖欲敝，心力不知疲；須臾千來往，猶恐巢中
飢」，當中的幾句是讀在口裡，痛在心裡。在簡單
的詩文裡，我看到無限的母愛及學會孝順的重要。
在浩瀚的文化歷史長河，我認識了孔孟的仁義禮
智，體會到陶淵明「悠然見南山」的閒適，幻想到
李白「欲上青天攬明月」的激情，理解到杜甫「到
處潛悲辛」的苦況和高尚的愛國情操，感悟到蘇軾
「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豁達。能夠與古聖先賢作心
靈的交流，是我最大的收穫。詩詞的沉鬱、豁達、
婉約、豪放之情，敦厚的詩經、華麗的楚辭、雕琢
的駢文、精細的文心雕龍，都凝聚了豐富的中國智
慧和中國精神。

通過欣賞和領會經典文章，我對孔孟老莊的敬

佩，對歷代文人的才情洋溢，國愁
家恨等深有感受。通過閱讀中國歷
史，特別是近代史，我感受到中華民族飽受列強
入侵的苦難，更珍惜國家今天來之不易的和平與
富強。可惜，不是每一位香港學生都能了解、體
會、感悟我們寶貴的歷史文化。
當教育只把中文看成一種語言，把中國語文看成

一種技巧運用，或書寫能力，去要求學生操練，這
種方式難以培養香港年輕一代的家國情懷。我建
議，中國語文科、中國歷史科、中國文學科有必要
全盤檢討，同時應大力提倡學習經典文章和詩詞，
鼓勵學生修讀中國文學及中國歷史科。
香港青年需要加強學習中國文化，才能更好地傳

承中國智慧，講好中國故事。香港青少年「培根鑄
魂」的工作任重道遠。

檢討中文教學 增修經典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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