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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貞、陳勇、鄭李錦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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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盟共同宣言重點
◆我們堅守「一國兩制」，香港要再出發

◆我們積極重振經濟，民生要再出發

◆我們要重歸法治，穩定要再出發

◆我們必須團結，繁榮要再出發

◆拒絕被攬炒，選擇發展

◆拒絕被破壞，選擇法治

◆拒絕被撕裂，選擇團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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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

擔任總召集人，全港1,545位社會各

界人士擔任共同發起人的「香港再出

發大聯盟」昨日正式成立。董建華在

成立發佈會上指出，香港目前要克服

疫情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並

呼籲港人要共同堅守「一國兩制」的

共識，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

勢，重振經濟、重歸法治，共建穩定

繁榮的香港。梁振英亦強調，想要恢

復香港的繁榮穩定，就要用好「一國

兩制」的雙重優勢，又透露大聯盟的

具體工作，將包括救經濟、保就業，

為畢業生提供工作和實習機會，及配

合特區政府做好防疫抗疫工作和宣傳

工作，包括本周末頭炮活動──在全

港派發一千萬個口罩。

堅守「一國兩制」拒絕攬炒破壞撕裂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題詞。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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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和歷時多月的修例風波，令
香港人焦慮和不安。市民生命受到威脅，街
頭暴力此起彼伏，朋友親人割席，大小企業
掙扎求存，經濟民生陷入困境，安全不保，
法治受損。
這是幾十年來最嚴峻的局面，所有香港人

都意識到，香港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我們堅守「一國兩制」，香港要再出發。

香港的最大優勢就是「一國兩制」，我們必須保護
這個獨特制度，不能破壞「一國」之本，絕不能走
上分裂、分離的道路。香港要珍惜「一國兩制」，
因為這是香港人的福祉所繫，前途所在。破壞「一
國兩制」，讓中央對香港失去信心，就是損害所有
香港人的共同利益、犧牲年輕人的前途。捍衛「一
國兩制」，香港才能發揮應有優勢，為所有香港人
提供發展機會。
我們積極重振經濟，民生要再出發。 香港人有

競爭力，但我們不能輕視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不
能忽略民生領域。我們這個家，雖有不錯家底，
但也經不起無休止的內耗；面對激烈的內外競
爭，更是不進則退。「攬炒」，毀掉的是我們再
出發的基礎，更是你我的未來。現時失業率飆

升，民生艱苦，很多中小企業岌岌可危，大家必
須團結一致，凝聚各界力量抗疫防暴，促民生、
保就業、救經濟，避免繼續滑坡。
我們要重歸法治，穩定要再出發。香港的法治我

們要堅決守護。香港人崇尚自由，但自由不等於放
任和破壞；香港人珍惜法治，所以不認同暴力；香
港人追求民主，但不能犧牲穩定。法律之下，人人
平等。守護法治，才能安居樂業；破壞法治，只會
禍己害港。讓投資者看見穩定，讓國際社會恢復信
心，香港才能再成為我們安穩的家。
我們必須團結，繁榮要再出發。香港今天站在興衰
的路口，每一個香港人都應該想一想，是選擇繼續對
抗、內耗、沉淪，蹉跎歲月，還是選擇攜手同心、
共度時艱，突破困局、走出困局？不同政見、不同
信念、不同階層，「拋開區分求共對」，我們才能
早日戰勝疫情，平息亂局，變革發展，再創繁榮。
有「一國」才有「兩制」，有穩定才會繁榮，有

繁榮才有民生。我們倡議、發起成立「香港再出發
大聯盟」，以「堅持一國兩制，共建穩定繁榮香
港」為宗旨，匯聚全體香港人的力量──拒絕被
「攬炒」，選擇發展；拒絕被破壞，選擇法治；拒
絕被撕裂，選擇團結；推動香港再出發。

■■宣宣言版前擺滿砌成心形圖案的口罩言版前擺滿砌成心形圖案的口罩，，準準
備派送給市民備派送給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董建華、梁振英等出席「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成立發佈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的主題歌
《再出發》昨日首播，歌中唱道：
「夜晚縱漆黑，日出終必見曙光再
現……在最初同行，以後更應同
行……今放低紛爭，齊創新珍惜興
建……用愛包容同路再出發。」MV
中穿插了疫情下的灰色香港和疫情過
後的多彩香港，寓意「黑暗過後，即
將光明重現」。
《再出發》的MV以維港新年倒數
開頭，前半部分，疫情下的香港變成
灰色，天橋上行人稀疏，市民戴上口
罩、洗手、探熱，清潔工、前線醫護
認真工作，商舖掛出結業的招牌；
MV後半段，畫面變回彩色，兒童戴
着口罩遊戲，亦穿插了極具香港特色
場景，包括賽馬、主題樂園、樂隊演
出、龍舟賽、維港的煙花表演等。

高中生合唱 盼再創繁榮
《再出發》由「B哥」鍾鎮濤作曲，簡嘉明填詞，鄧智偉擔任音樂總監，
大聯盟副秘書長黃英豪擔任總策劃。獻唱陣容星光熠熠，由菊梓喬和周
柏豪打頭，隨後是胡鴻鈞、鄭俊弘，泳兒、許靖韻和銀河新星青年合
唱團。
黃英豪說，希望《再出發》能成為這一代年輕人的歌曲，就像
1980年代的《獅子山下》一樣，凝聚人心，鼓舞鬥志。歌曲的製
作得到了英皇娛樂、星夢娛樂的支持，成龍亦願意借出大哥片場
進行錄音和拍攝。
他介紹，銀河新星青年合唱團由高中生組成，其中年紀最輕
的只有16歲，學生和家長也都很支持大聯盟的理念，希望以此
展示香港年輕人積極向上的面貌，激勵廣大市民團結一心，再
創香港的繁榮。
在MV尾聲，出現了一樂隊在音樂場地「This Town Needs

（ TTN ）」演出的片段，TTN主理人在facebook 質疑大聯盟
涉嫌「偷片」，大聯盟及後回覆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時表示，已
在「Pond5. com」購買所有素材的版權，並提供了收據。

主題曲歌詞鼓舞民心

作沙畫誦宣言作沙畫誦宣言
黑暗終將過去黑暗終將過去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成立發佈會
上，以沙畫的形式呈現朗誦「共同宣
言」的短片，宣言的不同段落配有不
同風格的背景音樂，在讀至「香港今
天站在興衰的路口」時，五光十色

的維港景色變成一片黑白的火海，配樂亦變得突
然低沉；在宣言結尾，讀至「選擇團結，推動香
港再出發」時，黑色火焰已經被彩虹下的金紫荊
取代，引人深思。大聯盟副秘書長黃英豪說，以沙
畫形式演示「共同宣言」，希望給觀眾留下更深刻
的印象，大聯盟亦為所有音樂素材支付了版權費
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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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共同發起人 多界別助凝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港再出發

大聯盟有1,545位共同發起人，細看名單，
當中不少人大有來頭，也有不少青年代
表，發起人涵蓋商界、政界、前高官、學
術界、宗教界、演藝界及基層等多個界
別，相信有助凝聚社會共識。

地產商前高官校長齊加入
社會此前紛紛猜測一眾地產商會否也參

與大聯盟，昨日名單一出，眾多地產商代
表亦名列其中，包括長和系李嘉誠及兒子
李澤鉅和李澤楷；恒基李兆基及兒子李家

傑和李家誠；恒隆地產陳啟宗和陳文博；
新世界發展鄭家純、鄭志剛；信和置業黃
志祥及黃永光；信德集團的何超鳳；新鴻
基地產的郭炳聯及郭基煇；合和實業胡應
湘等。
在法律界方面，特區終審法院前法官

烈顯倫，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及袁國
強，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傅華伶，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等都是共同
發起人。
在政界方面，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全國政協委員、行政會議成員及建制派立

法會議員都是共同發起人。其中，建制派
政壇元老吳康民、行會前召集人夏佳理、
原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立法會前主席
曾鈺成等都有參與。
同時，名單中還有不少前高官，包括前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保安局前局長李少光
及黎棟國，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高永文，
教育局前局長李國章、吳克儉，運輸及
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前局長劉怡翔，民政事務局前局長曾
德成、劉江華，創新及科技局前局長楊
偉雄和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羅智光等人

都在名單上。
在學術界方面，多名本地大學校長亦

在名單中，包括香港大學校長張翔、中
文大學校長段崇智、科技大學校長史維
等都有加入，科學家如支志明、唐本忠
等亦在其中。不同教育團體代表還有教
聯會鄧飛、教育評議會何漢權等。青年
代表則有莫嘉傑、謝曉虹、梁毓偉、林
琳、施永泰等。
其他各界別的知名人士還有聖公會大主

教鄺保羅及教省秘書長管浩鳴、「蘭桂坊
之父」盛智文、演藝界成龍等。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昨日舉行成
立發佈會，網頁、fb專頁同步

啟動，大會還發佈了共同宣言及主題
歌《再出發》。董建華、梁振英，和
大聯盟秘書長譚耀宗，副秘書長譚惠
珠、譚錦球、黃英豪、吳秋北、張志
剛、施榮懷、陳振彬、蘇長榮、王惠
貞、陳勇、鄭李錦芬出席了發佈會。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中聯辦主任駱惠
寧為大聯盟題詞。
董建華在致辭時指出，香港目前要
克服三大危機：
一是疫情危機。經過全港市民連

月來的共同努力，香港在抗疫路上
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全球疫情
尚未斷尾、預防疫苗尚未面世，香
港不能有半點鬆懈。
二是經濟危機。特區政府宣佈今年

首季經濟收縮錄得8.9%，第一季失業
率已見9年來新高，96%零售業企業錄
得虧損等，這是香港經濟衰退的開
始。歐美經濟在疫情衝擊後，預期將
全面下滑，很可能引發全球經濟大衰
退。
三是政治危機。修例風波將香港社
會弄得支離破碎。反對派不擇手段搞
「攬炒」、肆意破壞，用汽油彈襲擊
警員，甚至製造遙控爆炸裝置等大殺
傷力武器，損害所有香港人的共同利
益，將香港推向懸崖邊緣。暴徒多次
公然侮辱國家和民族，包括塗污國
徽、焚燒國旗，展示「港獨」口號和
標語。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濫用權
力、惡意拉布，使眾多與經濟民生和
防疫抗疫相關的法案無法及時處理，
嚴重影響立法會正常運作，損害香港
特區政府的管治。

外力煽暴圖毀港繁榮
同時，香港已被捲入國際博弈的戰

場。董建華狠批外部勢力假借「民
主」、「人權」之名，鼓動暴力犯
罪，企圖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遏制
中國的和平發展。個別反對派中人更
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對香港實施制裁，這些行為，已經嚴

重違反基本法、觸碰「一國兩制」的
原則底線。
董建華強調，香港經歷戰亂、風

災、瘟疫、暴動、難民潮、金融風暴
等各種挑戰，但每次總能找到新出
路，且變得更堅強、團結、繁榮。
「一國兩制」是香港最大的優勢，祖
國是香港最堅強的後盾，他相信隨着
「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
設，香港將會迎來無可比擬的發展機
遇。
梁振英致辭表示，香港要恢復穩定

繁榮，就需要在「一國兩制」下用好
「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務
求各行、各業、各領域、各階層和各
年齡層的香港人集思廣益，求同存
異，在最大程度上團結，一齊向前
行。如今暴力事件減少、肺炎疫情暫
緩，是部署和推動「香港再出發」的
好時機。

為青年爭取就業實習機會
他指出，大聯盟的共同發起人有1,545

人，體現了團結和代表性。他將與一
眾共同發起人討論並宣佈大聯盟的具
體工作計劃，目前收集到的想法包
括：救經濟、保就業、保收入，特別
要為今年畢業離校持有各級學歷，包
括大學學位學歷的青年人爭取就業、
實習和培訓的機會，包括以義工身份
服務社會，避免長時間投閒置散，為
日後的履歷提供一段工作經驗。
大聯盟同時希望支持和配合特區政

府持續做好防疫抗疫的工作，如在防
疫抗疫和各類民生物資的供需的協調
上，大聯盟的發起人中不少生產商和
需求方，包括生產鏈以及環境衛生、
教育界的代表，可以通過民間統籌協
調，盡量減少香港巿民的「後顧之
憂」。
為了支持教育界在復課上的努力，

梁振英宣佈，由本周六開始，大聯盟
會派發400萬個兒童口罩，同時會派
發600萬個成人口罩，為防疫做到有
備無患。同時，有意見認為大聯盟要
配合特區政府做好國內和國外的宣

傳工作，爭取讓外地人士了解香港再
出發的努力和成績。
梁振英強調，香港的歷史是一部迎

難而上、逆境自強、永不言棄的歷
史。「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纏繞
香港的結，一定可以一個一個解，擺
在香港面前的機會，一定可以一個
一個用好，「香港再出發」不
是一個口號，而是大家的
共同目標，是可以共同
實現、必須共同實
現的目標。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再出發》歌詞

夜晚縱漆黑

日出終必見曙光再現

重情別抱怨

就覺呼吸空氣更新鮮

在最初同行

以後更應同行

連初衷也是沒有變

今放低紛爭

齊創新珍惜興建

從前共挽手

現在應繼續同行

淚滿眶

振作中都抹乾

抬頭看花盛放

艷陽熱燙

黑暗過後

即將光明重現

步履變得輕快更起勁*

（用愛包容同路再出發）

別要再驚慌

目光應充滿嶄新盼望

未來着眼看

亦要心思一致去擔當

沒有分你我

靠着信心前行

能重現光輝再破風泊岸

前進並肩在旁

無懼困倦拚勁心意更堅壯

*repeat

■再出發大聯
盟在沙畫創作中完
成宣言的誦讀。

視頻截圖

■銀河新星青年合唱團參與主題曲演唱。

大聯盟秘書長譚耀宗：大聯盟反對暴力和
攬炒，且非常關注民生。暴力沒有出路，不
斷累積戾氣，對社會一點好處都沒有。大
聯盟凝聚了一班有心有力的人，給大聯盟
一點時間，相信可以慢慢推動社會發展。
大聯盟副秘書長譚惠珠：法治是吸引投

資和遊客、讓全港市民安居樂業的基石，故
維護法治是十分重要的。大聯盟的目標之一
就是從宏觀層面維護香港的法治建設，而非
推動某個具體立法工作。如今年輕人找工
作難，許多勞工亦面臨生計問題，大聯
盟的工作目標亦包括維護「一國兩
制」、振興經濟和維護法治等，政府在
振興經濟方面做得很好，大聯盟亦可以提
供聯繫社區的資源。

譚耀宗反暴力
譚惠珠護法治

譚耀宗譚耀宗

譚惠珠譚惠珠

共
同
宣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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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天晴 局部驟雨
氣溫27-32℃ 濕度65-90%

庚子年四月十四 廿八小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