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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補選 工聯會葛兆源大勝

昨日補選，截至晚上10時30分結束投票，區內 有「票倉優勢」，故工聯會新秀葛兆源今次挑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荃灣區議會福
來選區昨日舉行補選，兩名候選人分別為工聯 7,554名已登記選民中，共有3,121人投票，投票 樑出戰可謂「越級挑戰」。但有政界人士表示，
會荃灣地區服務處助理幹事葛兆源（1號），及 率為41.32%。這次補選是為填補荃灣福來區民主 陳家偉涉嫌嫖妓事件被傳媒廣泛報道後，難免
報稱為校長的民主黨成員梅綺玲（2號）。結 黨議員趙葭甫於5月21日病逝後留下的空缺，但由 影響民主黨的形象，故坊間對民主黨選情並非
果，初次參選的葛兆源，以2,086票對1,006票大 於距離年底區議會換屆選舉只餘約4個月，令補 一面倒「看好」，加上工聯會葛兆源在區內出
勝對手。區內人士相信，源仔在福來 出生， 選的當選者被形容為「任期最短」的區議員，亦 生，並從事勞工及社區服務一段時間，從政經
對該區的情況及居民的需要有深入了解，09年 一度引發剩餘任期太短是否需進行補選的討論。 驗雖較淺，但勝在年青、形象良好，或有機會
更開始在該區從事地區服務。街坊盛讚源仔年 不過是場補選亦被視為年底區選換屆的「試金 「突圍」。
另外，選管會主席馮驊昨早巡視票站時表
青，形象清新，真心實意為居民服務，相反民 石」，故民主黨積極派員參選，一方面希望保住
主黨的候選人雖亦標榜在區內多年，卻無實際 「地盤」，另一方面亦可測試前總幹事陳家偉被揭 示，選管會就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已完成臨
時活動指引諮詢，預計9月初公布指引，呼籲候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昨巡視荃灣區議 ■工聯會葛兆源在福來 政績可言：「都無乜見過佢。」故今次源仔獲 涉嫌嫖妓桃色醜聞對民主黨地區選情的影響。
選人要遵守。
而由於該區被視為民主黨的「傳統地頭」
，具
勝，絕非僥倖，是多年耕耘的結果。
會福來選區補選票站。
選區補選中勝出。

民記出黨史 分享建港心路
譚耀宗出席新書發布會 介紹43會員口述歷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自1992年創立以來，民建聯轉眼
間已經走過19個年頭，從當年只得56名創會成員，發展到今天擁有

■調查顯示兩岸四地青年對辛亥革命歷史的認知
只是一般。

逾兩萬會員，成為立法會第一大黨，民建聯的「建黨路」，正是香
港政壇發展的縮影。為慶祝創黨20周年，民建聯以「總結過去、開
創未來」為主軸，去年開始策劃撰寫及出版兩部黨史，首部為《建
港心路──與民建聯的緣與份》，以口述歷史的方式，透過訪問43
名會員、義工和職員，分享他們與民建聯結緣的心路歷程，希望加
深市民對民建聯的了解。昨日值書展舉辦黨史新書發布會，民建聯
主席譚耀宗與一眾黨領導層親赴現場，娓娓道來「黨
史」之由來。
譚耀宗直言，時下流行口述歷史，
《建港心路──與民建聯的緣與份》一
書也是通過一批民建聯會員的口述，向
讀者展現民建聯的發展史，書中訪問的
43位民建聯會員，既有創會成員，也有
最近幾年才加入的新一代，既有義工，
也有職員，他們從不同角度講述最後怎
樣走到一起，在民建聯的旗幟下為香港
努力。他又指，有受訪者更在書中分析
了民建聯的各個發展階段，總結了在政
黨建設和選舉運作方面的經驗。

走極端，堅持做一個有承擔、負責任的
政團，為香港繁榮穩定和市民福祉踏實
做事。
譚耀宗強調，這本口述歷史既可傳承
民建聯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傳統，對一般
讀者而言，也能「按書索驥」，得知民
建聯的建黨歷程。他又特別推介由鍾士
元和吳康民撰寫的序言，指出兩位香港
政壇元老級人馬分別在序言內對政黨角
色、從政者的素養提出一些看法和期
望，值得一讀。

更深入了解政黨政治發展

望明年再出第二本發展史

不怕「賣書讚書香」，譚耀宗指出，
透過此書，讀者可以對從回歸過渡期至
今的香港政黨政治的發展史有更直觀的
了解，同時讓人看到民建聯是一個活潑
多樣、絕不刻板的團體：「如果要從中
對民建聯的特質作一個概括，可以說它
是一個來自港人、包容廣泛、跨越不同
階層的政團。」他相信此書亦可讓民建
聯的會員更好了解民建聯，明白其參政
路線一向強調從香港整體利益出發，不

譚耀宗指出，今次亦邀請一批社會知
名人士擔任出版顧問，提供意見，分別
有周南、范徐麗泰、梁振英、梁愛詩、
劉兆佳、黎廷瑤、楊孫西、劉漢銓、譚
惠珠、溫嘉旋及鍾瑞明。只可惜作者阮
紀宏在暑假期間返回內地從事義工服
務，未能出席發布會。他又期望明年7
月前，再推出第二本民建聯發展史的書
籍，屆時可讓讀者從另一角度了解民建
聯的「昨日今天」。

■民建聯新書發布會，前任副主席、現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亦有
到場打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多位嘉賓及黨領導層到場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風雨中創黨 歷練中茁壯
43名民記人以各自截然不同的經歷及感
受，道出了民記曲折的發展歷程。
創黨黨員程介南在書中指出，民記在
多場選舉中有很大進步，但仍未能打破
所謂「六四黃金比例」，論其根源在於
民記觀念並不統一。他認為，選舉是一
個遊戲，不是跟對手玩原則，只講原則
和道理行不通，必須要有策略：「很多
時不是自己不夠功力及努力，因為政治
是骯髒的，對方是不擇手段，但民建聯
候選人不能不擇手段，反之，需要高舉
道德原則的大旗。」

道合的人要組織政團。」
現任黨主席譚耀宗則指，馬主席對民
記的另一貢獻是提倡由基層為主向跨階
層過渡：「他認為政黨的服務對象應該
是全港各階層市民，而且在回歸以後，
香港的主要矛盾已經悄然發生變化，特
區政府需要更廣泛的支持，香港才能維
持穩定繁榮。然而支持政府也不是無條
件的，提出跟政府的關係應該本 是其
是非其非的態度，符合民意的要大力支
持，否則要提出意見和建議，這成為民
建聯至今一直執行的方針與準則。」

志同道合 政團凝聚愛國心

不斷壯大 馬力應含笑九泉

書中亦有提及前主席馬力，馬主席雖
阿譚坦言，說馬主席為民建聯鞠躬盡
■民建聯出黨史，主席譚耀宗為市民 已辭世6年，但民記中人仍然異口同聲 瘁毫不誇大：「即使在臨終前，他所想
在新書上簽名留念。
懷念他任職主席時的事 ，讚揚馬主席 的還是民建聯有很多事情等 他來做。」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為民記的壯大與發展鞠躬盡瘁。創會主
阿譚又帶點內疚地說：「從幕後到台
創 黨 1 9 年 的 民 建 席曾鈺成憶述，民記的成立，馬力起了 前，對馬力來說是很大的轉變，壓力也
成長歷程
聯 ， 黨 齡 雖 算 很 年 關鍵的作用：「他是最早提出要凝聚愛 很大。他的健康出問題，多少跟這個轉
輕，卻已歷經幾番起伏風雨。口述歷史 國力量，組織政治團體，積極參與香港 變有關，不過如果馬力知道他的遺願在
《建港心路—與民建聯的緣與份》中， 的選舉。並且寫了不少文章，力促志同 民建聯已經一一實現，民建聯在不斷壯

青年民建聯考察武廣基建
■青年民建
聯成員由廣
州乘搭高鐵
前往武漢，
展開為期6天
的考察訪問
行程。
青年民建聯今年暑假舉辦的「青
民武廣基建考察團」前日已出發，
由廣州乘搭高鐵前往武漢，展開為期6天的考察訪問
行程。參加者雖於早上7時集合，但個個都精神奕
奕，十分期待今次的考察。30名15歲至29歲的香港青

增廣見聞

少年，親身體驗了武廣高鐵逾300公里的時速，有參
加者表示，今次是第一次乘搭高鐵，感覺很平穩，他
們十分認同內地政府興建高速而安全的鐵路，貫通不
同省市的交通網絡，方便人民。
23日下午，考察團乘高鐵抵達武漢後，便參觀了辛

大與發展，相信他會含笑九泉。」

青民接棒 民記代有人才出
民建聯近年積極吸納年輕一代，希望
他們的新思維能與資深黨員的想法擦出
新火花，推動民建聯不斷向前發展。副
主席張國鈞就在書中披露了創建青年民
建聯過程中的種種經歷和理念，笑言當
年自組內閣競選當上「青民」主席，實
現首個突破；成立時舉行的記者會選在
咖啡店內，又是另一突破，後來更吸引
了不少政黨仿傚呢。
而李慧 在會計專業發展的黃金期，
獲選民支持當上立法會議員，機會難
得，縱使從政代價不菲，亦可能影響專業
發展，她仍珍惜機遇，做好議員的工作。
不斷開荒的鍾港武年紀輕輕，但選舉經驗
豐富，還是落敗次數的紀錄保持者，但他
仍然保持樂觀積極的心態，每次落選都可
以迅即轉化為愉快的經驗，因為每次都要
重新思考新戰略和部署，每次都要更努
力拚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亥革命烈士公墓，多位參加者表示，藉 是次參觀，
加深了對辛亥革命歷史的認識。

親見長江大橋感覺震撼
考察團又到武漢長江大橋參觀，有參加者表示，這是
第一次看到公路、鐵路的兩用橋：上層是車用公路，兩
側又有行人通道，而下層有鐵路。親眼見到這座被稱為
萬里長江第一橋的武漢長江大橋，感覺很震撼。
「青民武廣基建考察團」由青年民建聯主席周浩鼎
擔任團長、青年民建聯副主席楊鎮華擔任副團長。30
名參與者，在未來幾日內，將到武漢、宜昌、荊州、
廣東等地，透過乘搭武廣高鐵，親身體驗中國鐵路發
展，探訪辛亥革命的歷史故地、三峽大壩，以及三峽
移民城鎮秭歸縣、荊州古城等地，同時還將與內地的
大學生交流。
青年民建聯希望透過考察行程，對中國歷史文化及
最新發展情況的親身感受，使參與活動的青少年學生
增加對內地的了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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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
為辛亥革命百周年，龍願兩岸交流中心
聯同新青年論壇等8間協辦機構特別以
「四地青年對辛亥革命的認知和觀感」
為題訪問兩岸四地逾2,600名大專學生，
結果發現，不足3成受訪者能夠準確回
答「三民主義」的內容，準確度最高的
是內地大專生，其次是台灣，港澳青年
的準確度最低，答中者少於兩成。調查
機構指，四地青年對辛亥革命歷史的認
知只是一般，可能與四地的歷史教育政
策有關，認為中國近代史的教育不足，
建議利用展覽、電影等媒介，推廣不同
方面的歷史教育。

學校教育為知識主要渠道

調查結果發現，學校教育是四地青年
獲悉辛亥革命知識的主要渠道。以五分
為認同度最高，選項「課堂」在四地的
平均分數為3.88分，「課本以外的歷史
書籍」、「電影與電視劇集」及「網絡
資源、報章雜誌」的渠道評分約2.5
分，與「課堂」差距1.38分，可見學校
教育為四地青年獲取辛亥革命歷史知識
的最主要方式，接受渠道單一。超過6
成受訪者認為課堂對辛亥革命的講解
「十分足夠」及「可以接受」，但只有少
於3成受訪者能準確答出三民主義，使
「學校的歷史教育足夠」之說被受質
疑。
在港澳台三地中接近50至60%的年輕
人都認為孫中山是近代（1900-1949）中
國發展中最重要的人物。在內地，有4
成的年輕人對孫中山有同樣看法。排第
二位的人物是毛澤東，有36%，第三位
是蔣介石，有11%。調查又發現，四地青年在紀念
辛亥革命的意義上取向一致，內地受訪者認為是次
革命「被視為革命力量的先驅」，認同度為3.97分，
其次為「推倒了千年帝制」，平均分數為3.75。台
灣、香港、澳門則對「推倒了千年帝制」的評分最
高，分別為3.76分、4.06分、3.87分。調查又發現，
四地青年普遍認為紀念孫中山的意義在於推動兩岸
文化交流。

建議各界推歷史教育活動
調查機構建議兩岸四地的學者共同編寫有關辛亥
革命與孫中山的歷史教材，集四地的歷史角度，撇
除各地區的政治意識形態，還原孫中山的革命思
想與主張，幫助兩岸四地年輕一代建立共同的歷
史認知；又指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社會各
界都推出不同形式的歷史教育，透過不同媒介宣
傳孫中山與辛亥革命，認為活動既能增加市民的
歷史教育機會，多元化的表達方式亦能幫助青年
認識辛亥革命的影響和意義，建議保留及持續推廣
這種多元歷史教育模式，以補教授途徑單一不足的
缺點。

立會人力委會訪韓
了解標準工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人力事務
委員會昨日啟程前往韓國，展開為期5天的海外職
務訪問。是次訪問的目的是讓議員深入了解韓國實
施標準工時的經驗。訪問團在訪問期間會研究韓國
政府的標準工時政策、實施標準工時的執法及監
察機制、標準工時對營商環境及勞工市場的影
響，以及韓國政府為處理實施標準工時的過程中
引起的關注或問題而採取的措施。在逗留韓國期
間，訪問團將與國會轄下環境及勞工委員會、僱傭
勞動部、研究院、三方組織、各大工會及僱主協會
會晤。
訪問團由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李卓人議員率領，
團員包括李鳳英議員、梁耀忠議員、張國柱議員、
黃國健議員、葉偉明議員、潘佩璆議員及梁國雄議
員（事務委員會委員），以及劉慧卿議員、梁家騮
議員及黃毓民議員（非委員會的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