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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17個區議會被泛暴派控制，政治凌駕一切的本相畢露，令民生項目難

上馬，民生問題亦無法解決。為有效監督區議會工作，沙田區一眾建設力量籌

組成立「團結沙田社區共融連線」（沙田社區連線），以互相尊重、理性商討、同

理思維等方式，凝聚共融各種熱愛香港的建設力量，「拋棄區分求共對」，繼續

監察特區政府、區議會及立法會，為市民提供發聲平台，同時會組建義工團隊

為市民提供各種服務，希望能「安民心」。

推動香港「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主席視察澳門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全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團結沙田社區 義工隊安民心
凝聚建設力量 平台讓民發聲 共融服務街坊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中聯辦主任

駱惠寧1月20日在《人民日報》發

表題為《推動香港「一國兩制」事

業行穩致遠─深入學習貫徹習近

平主席視察澳門系列重要講話精

神》的文章，全文如下：

2019年12月18日至20日，習近平主席在
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澳門特
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並視察澳門期間
發表系列重要講話，充分肯定澳門發展成就，
深刻總結澳門成功經驗，對「一國兩制」事業
沿着正確方向行穩致遠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指導
意義。學習習近平主席視察澳門系列重要講
話，我們對「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
制』之利」的澳門特色、澳門亮點、澳門經驗
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體會，更深深感受到借鑒
澳門經驗，堅持和完善香港「一國兩制」制度
體系，對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
化的重要意義，也更深深感受到中央駐港機構
所肩負的光榮使命和重大責任。
始終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是香港

社會在前進道路上戰勝一切風險挑戰的關鍵所
在。習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只要對『一國兩
制』堅信而篤行，『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和優
越性就會充分顯現出來。」香港、澳門回歸祖
國以來，在「一國兩制」下繼續保持繁榮穩
定並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征程。從
澳門看，回歸祖國以來的20年是澳門歷史上
經濟發展最快、民生改善最大的時期，也是
澳門同胞共享偉大祖國尊嚴和榮耀感最強的
時期。從香港看，無論是始終保持國際金
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還是成功抵禦非典
疫情和兩次金融危機；無論是法治指數全球排
名從回歸前60多位大幅躍升到第十六位，還
是多年被眾多國際機構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

體和最具競爭力的地區之一，所有這些，都
是當年許多關注香港問題的人完全想像不到
的。信心鑄就定力、信心激發力量。今天，
面對回歸以來最為嚴峻複雜的局面，香港同
胞尤其需要重溫習近平主席2017年視察香港
時所作的「前進道路並不平坦，但我們實行
『一國兩制』的初心不會改變，決心不會動
搖」的鄭重宣示，繼續從「一國兩制」22年
多成功實踐的非凡歷程中汲取自信，不為一
時之曲折而動搖，不為外部之干擾而迷惘，
以堅定的「一國兩制」制度自信，踩實步
伐、向陽而行，走出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
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兩制」正確方向，是

香港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後保持長治久安
的必然要求。習近平主席深刻指出，「確保
『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才能推
動『一國兩制』事業行得穩、走得遠。」香
港、澳門自回歸祖國之日起，重新納入國家
治理體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是兩個特別行政區基本的憲制責任和政治要
求。對於特別行政區而言，如果國家安全體
制機制長期缺位，外部勢力就能夠無所顧忌
進行滲透破壞，「一國兩制」實踐就面臨被
衝擊和破壞的極大風險。習近平主席在視察
澳門時嚴正強調，「香港、澳門回歸祖國
後，處理這兩個特別行政區的事務完全是中
國內政，用不着任何外部勢力指手畫腳。中
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的意志堅如磐石，我們絕不允許任何
外部勢力干預香港、澳門事務！」這一重要
論述字字千鈞、振聾發聵。澳門特別行政區
政府和社會各界形成了「在國家安全問題
上，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
分」的高度共識和行動自覺。我們將一如既
往地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以香港長治
久安和700多萬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為依
歸，建立和完善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並強化執法力量，着
力補齊這一香港「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突

出短板，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更好維護廣大香港
同胞的切身利益和根本福祉。
始終強化「一國兩制」使命擔當，是實現

「兩個建設好」宏偉藍圖的題中應有之義。
習近平主席高度肯定廣大澳門同胞的「主人
翁意識」，特別指出這種意識就是「自覺站
在國家整體利益和澳門根本利益的立場上考
慮問題」，並希望澳門社會各界人士「繼續
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積極參與者」。香
港、澳門回歸祖國後，港澳同胞當家作主，
自行管理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事務。回答
好中國人如何把香港、澳門治理好這一重大
命題，是港澳同胞肩負的歷史任務和光榮使
命。隨着「一國兩制」由偉大構想變為生動
現實，香港同胞所為之守護和奮鬥的，是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香港自身發展的「一
國兩制」偉大事業。習近平主席2017年視
察香港時指出，「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
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
度的香港建設好。」今天，在70多年來國
家飛速發展的大背景下，香港同胞擁有「一
國兩制」這一最大的優勢，國家改革開放這
一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帶一路」、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實施這一新的重大機
遇，應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條件和機遇
去實現「兩個建設好」的宏偉藍圖。香港各
界應該抓住機遇、乘勢而上，早日從政治霧
霾中走出，聚焦到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上來，
以強烈的主人翁意識共同愛護好香港這個
家，建設好大灣區這個更大的共同家園，在
這個中華民族大發展大作為的時代，在這個
港澳與祖國內地共繁榮共奮進的時代，書寫
下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的
新的光輝篇章。
始終築牢「一國兩制」社會政治基礎，是

「一國兩制」實踐始終穩步前行的根本保
障。「愛國愛澳成為全社會的核心價值」，
這是習近平主席充分肯定澳門「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的一大亮點，是「一國兩制」和特
別行政區制度得以在澳門順暢運行的社會政
治基礎。有了「愛國愛澳」這一全社會共同
堅守的核心價值和社會政治基礎，澳門特區
治理中遇到的一些困難就得以成功克服。在
澳門半個世紀一遇的「8．23天鴿」超強風
災期間，基本法和駐軍法相關規定首次啟
動，駐軍千餘名官兵依法投入抗災救災行
動，得到澳門社會的一致擁護和廣泛好評，
這是制度設計與社會政治基礎實現良性互動
的最佳範例。習近平主席視察澳門時指出，
「愛國主義教育茲事體大，希望特別行政區
政府教育部門和學校擔負起主體責任」，這
一點對香港同樣非常重要。香港社會各界殷
切期盼並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及有關辦學團體
在全社會尤其是青少年中大力加強憲法和基
本法教育、國情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
教育，不斷完善「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教
育治理制度體系，增強青少年的國家意識和
民族認同，進一步築牢香港「一國兩制」成
功實踐的社會政治基礎。
習近平主席在2020年新年賀詞中特別指

出，「近幾個月來，香港局勢牽動着大家的
心。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

的家園！真誠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香
港繁榮穩定是香港同胞的心願，也是祖國人
民的期盼。」這是習近平主席繼去年11月4
日在上海出席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時、12月16日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赴
北京述職時、12月19日視察澳門期間三次
會見林鄭月娥行政長官，並於11月14日在
萬里之遙的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一
次會晤，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政府在香港問
題上的嚴正立場後，在兩個月內第五次專門
就香港問題表態，一以貫之地釋放出中央政
府堅定支持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帶領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堅定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堅
定支持香港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
子、堅定支持愛國愛港力量的強烈信息，寄
託了中央希望香港各界「共同把香港的事情
辦好」的殷殷期望，也讓我們深深感受到以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確保「一國兩
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
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的決心意志。
「一國兩制」引航向，紫荊蓮花齊綻放。

推動新時代「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是包括
港澳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不久
前，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堅持和完善「一國
兩制」制度體系作出重要部署，這既體現了
「一國兩制」的內在要求，也充分反映了治港
治澳的切實需要。香港中聯辦將深入學習貫徹
習近平主席關於香港工作和視察澳門期間的系
列重要講話精神，時刻牢記和踐行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的根本宗旨，進而實現「兩個建設好」，與特
區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一道，在全力「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的同時，認真思考圍繞「一國
兩制」制度體系應「堅持和鞏固什麼、完善和
發展什麼」這一重大問題，不負習近平主席重
託，不負全國人民期待，努力把香港「一國兩
制」實踐發展得更好，把香港「一國兩制」制
度體系堅持和完善得更好，把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明天建設得更加美好。

香港中聯辦主任 駱惠寧

沙田社區連線
工作範疇

社區民聲連線

◆收集居民意見

◆聯繫地區團體

◆關注弱勢群體

社區服務連線

◆發展地區義工

◆開展深度服務

◆建立鄰里互助網絡

社區安全連線

◆治安

◆醫療衛生

◆環境

◆交通

社區監察連線

◆政府

◆議會

◆交通

◆工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駱惠寧1月15日在中聯辦新春酒會致辭。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香港社會
一直信奉「讀書時讀書，遊戲時遊戲」，然
而世界各地熱門教育理念，已紛紛將「遊
戲」納入幼教課程中，本地教育局亦有嘗試
推動遊戲中學習，惟成效始終不彰。一項跨
地域研究顯示，多達95%本港7歲幼童認定
「使用手機」只屬於「遊戲」，明顯多於
英、美等地，與思維較開放的丹麥相比更高
逾3倍，反映港童將遊戲與學習割裂，如斯
狹隘觀念，讓港童難以從學習中獲得樂趣，
也不利激發思考及創造力，急需修正改善。
東華學院2017年起參與探討幼童「遊
戲」與「學習」觀念的跨地域研究，共招

募近600名來自阿根廷、丹麥、英國、美國
和香港的5歲至7歲兒童及家長參與。研究
人員會向幼童派發36張印有各類活動的卡
片，當中包括到超市購物、繪畫、喝水、
使用手機、打電視遊戲機、盪鞦韆、彈結
他等遊戲及日常活動行為。學童需要先後
將活動卡分為「遊戲」或「非遊戲」、
「學習」或「非學習」，從而判斷其相關
的觀念。

95%港童視用手機為「遊戲」
結果發現，港童將遊戲活動卡同時歸類為

「遊戲」及「學習」的比率遠低於其他地

區，反映他們普遍將兩者的概念割裂，認定
「學習」只局限於傳統方式，不能與「遊
戲」並存。以7歲受訪港童將為例，95%人
將「使用手機」只視為「遊戲」，明顯較
阿、英、美的五成至七成多，比起丹麥的
24.3%更高逾3倍。
研究同時顯示，港童遊戲觀側重個人，

將「遊戲」等同「玩具」比為各地區之
最，卻較少人認為「遊戲」涉及「動態活
動」、「有規則的遊戲」、「模仿及扮演
遊戲」，意味他們缺乏與人交流的意識。
團隊成員、東華學院人文學院助理教授曾

卓敏提到，例如「填顏色」的活動卡，港童

大多將之歸類於「學習」而非「遊戲」，原
因在於香港的學校多以「填顏色」作為功
課，學童難以從中獲得樂趣。
他又以「去超市購物」的活動卡為例，外

國學生會將其歸類為「學習」，可見他們已
經將生活視為學習的途徑之一，而非光坐在
教室裡面才算是「學習」。
東華學院人文學院（幼兒教育）教授鄭佩

華則指，華人社會「勤有功，戲無益」的
傳統觀念根深蒂固，讓港童未能享受「遊
戲」帶來的益處。她留意到，不少香港家
長以「沒有學習成果」為由，否定了遊戲
的價值，增加了校長、教師推動從遊戲中
學習的難度，因此政府應該重新檢視香港
的幼兒教育政策，根據「遊戲中學習」的
實踐情況進行修正。

港童不懂「戲有益」學習悶蛋損創意

■鄭佩華（左）建議政府重新檢視幼兒教育政
策。右為楊蓉。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張學明：監察施政同護港
沙田社區連線昨日正式成立。新界各界召集
人張學明表示，如今香港尚未徹底恢復平靜，
法治作為香港的根基，在過去7個月受到嚴重
衝擊，如今香港經濟亦面臨下行壓力，議會運
作更陷入停頓。新界的建設力量一直希望組織
監察政府施政、監察區議會的團體，如今社會
經濟不景，更需要一個地區組織為居民發聲，
沙田社區連線率先成立，未來也會協助新界其
他八個地區成立社區連線，扎根基層工作，一
同守護香港這個家。

他並提到，該連線亦會大力動員建設力量，
組建義工團隊，在不同範疇為市民提供服務。

鄧家彪：區會拉布恐港被攬炒
工聯會前區議員鄧家彪直言，今屆區議會政

治凌駕一切是泛暴派議員的行事風格，如今香
港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建築和餐飲等行業失業
率顯著上升，區議會仍在民生問題上拉布，恐
怕將成為攬炒香港的開始，社區連線希望能將
區議會政治化的風氣拉回正軌。
他續說，如今暴力衝擊行為已經影響社區，

沙田社區連線亦有責任「安民心」，會從提升

居民的互助和支持方向關注社區治安。
沙田區議會前議員李世榮強調，沙田區近日

出現的破壞行為令人髮指，嚴重影響社區安
全，「有好多人都唔想見到沙田變成咁。」
他表示，未來會聯合整個新界的建設力量，

組織九區連線的聯盟。社區連線將加強對區議
會撥款的監督，尤其會警惕區議會將撥款「私
有化」，甚至用於進行違法活動。他們會通過
各種方式，確保撥款按照區議會條例和香港法

例合法地使用。
他續說，社區連線重點致力發展青年事務，

有不少年輕人不約而同指出有置業困難，且對
於政府施政有不滿，希望可以通過正面、良好
的渠道，與年輕人構建一個理想對話平台。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沙田鄉事委員會

主席莫錦貴、新界社團聯會副理事長鄧開榮等
30多名現任、前任區議員及社區服務者出席昨
日記者會。

■沙田區一眾建設力量籌組「團結沙田社區共融連線」昨日正式成立，繼續監察特區政府、區議
會及立法會，為市民提供發聲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