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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水災牽動港人心

尋找文化主場建設文化高地
「十四五」 規劃提出 「支持香港
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這是
中央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更高期待，更
是不容錯失的重大機遇。在新發展形
勢下，香港只要 「苦練內功」 提升競
爭力、尋找 「文化主場」 築牢自己文
化根基、革故鼎新激發 「文化活
力」 ，未來就一定能建成世界級的
「文化高地」 。
香港一直是區域文化藝術中心，
無論是電影、電視，還是音樂、藝術
設計等等，都走在亞洲的前沿，也是
其他地區學習模仿的榜樣。但長期的
領先，並不代表未來可以持續領先，
周邊地區已迎頭趕上，香港的文化產
業優勢受到了衝擊，有的甚至沒落。
許多關心香港的人都在問：香港的文
化藝術發展還能否再創輝煌？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十四
五」 規劃為香港賦予了巨大能量和機
遇，能否抓得住，根本還是要靠香港
自己。香港要實現文化藝術的大發
展，必須抓住核心。核心就在於三個

「力」 ：增強實力、提升魅力、激發
活力。香港須迎難而上 「苦練內
功」 ，進一步提升競爭力吸引力，更
好發揮中西文化交流紐帶的作用，這
是當務之急。還要打開新的上升空
間，打通各種流通要素，強化創新引
領，利用好大灣區這一廣闊腹地，更
快融入國家潛力無限的巨大市場。
而更重要的是，必須尋找自己的
「文化主場」 ，築牢中華文化的根
基。正如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昨日在
高峰論壇上所指出的，如果我們自己
疏離家國情懷、丟棄文化根脈，不懂
得從本國歷史文化中擷取精華、汲取
能量，甚至陷於 「本土」 迷思，怎麼
可能創造出獨具魅力特色的文化形
態，又如何談得上擁有與世界對話的
實力和能力？
香港固然要 「八面來風、兼收並
蓄」 ，但同樣要 「一脈相承、培根鑄
魂」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指出，香
港要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必
須要先建立港人，特別是青年人的國

河南省遭遇極端強降雨天氣。過
去三日內降雨量高達500多毫米，省
會鄭州更曾在一小時內錄得降雨逾
200毫米。這是一個什麼概念？香港
的 「黑雨」 標準是每小時70毫米，鄭
州的降雨量是香港黑雨標準的三倍！
災情嚴重超乎想像，也導致了重大人
命傷亡及財產損失。
街道汽車漂流，地鐵變成地下
河，乘客被困在齊腰水中。特大天災
暴露了城市防洪的弱點和漏洞，但也
映照守望相助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及
中國及時高效救災制度的優勢。
網上出現大量冒着生命危險救人
自救的視頻：有路過男子救出幾乎沒
頂的母女三人，有群眾伸出竹篙將困
在洪流中險被沖走的市民拉回安全地
帶，有家庭為素不相識的災民提供食
宿，更有無數網民為受困者打氣及提
供救援訊息……
河南水災牽動全國人民的心。解
放軍、武警奔赴抗災救難最前線，發
揮連續作戰的精神，累了席地而睡，

民身份認同和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
嚮往，社會各界對此有共同責任。
樹高千尺，根深才能葉茂。背靠
祖國，香港的優勢與潛力才能得到發
揮。國家文化和旅遊部副部長張旭建
議香港發展中外人文思想交流中心、
文化創意產業交流樞紐、文化人才高
地，並表示國家還會不斷推出有利香
港文化發展的政策。行政長官表示，
將致力與海外著名機構建立緊密聯
繫，持續推動與內地的文化交流、善
用科技培養人才。這些無疑會進一步
增強香港市民對未來文化發展的信心。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勾勒
香港發展藍圖時指出，期盼香港 「會
增添新的桂冠，將成為活力四射、中
西合璧、高度文明的現代化國際大都
會，將成為全世界都為之心馳神往的
新的東方明珠」 。建成中西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就是朝着這美好願景邁進
的堅實一步。有國家的堅定支持，有
港人的團結一致，香港一定能譜寫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的新篇章。

他們是人民最信賴的子弟兵。江蘇、
安徽、江西、山西等多省派出消防救
援專業隊伍，攜裝備火速馳援。這些
畫面人們並不陌生，今日的河南就好
比去年的湖北，今日的鄭州就如同去
年的武漢，哪裏有災情，哪裏就有全
國支援；哪裏有危險，哪裏就有逆行
的勇士。
香港人也非常關心河南災情，很
多市民希望為河南災民做點什麼。過
去每逢內地遭遇巨大災害，香港人都
積極捐輸，上世紀九十年代華東水
災，香港演藝界組織大匯演，十日內
募集的善款超過6億港元。08年汶川
大地震，香港捐款逾200億元，人均
捐款額創全球紀錄。這一次為幫助河
南救災也不甘後人，英皇集團已率先
捐出第一筆1697萬元善款。
沒有什麼比保護人命更重要。全
國抗災一盤棋體現了制度優勢，也再
次讓人體會到 「一方有難，八方馳
援」 的宏偉力量！

龍眠山



涉違國安法《蘋果》前執總被捕
前副社長及兩主筆被撤保釋 四人今提堂

前《蘋果》執行總編輯林文
宗，昨日被警方國安處以涉嫌 「串
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安全
罪」 拘捕。至於上月以同樣罪名被
捕的前《蘋果》副社長陳沛敏、主
筆馮偉光（筆名盧峯）、主筆楊清
奇（筆名李平）昨亦被撤銷保釋再
度拘捕，四人被落案起訴，今日在
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不論
其職業及背景，任何人若違反任何
法律，警方都會作出拘捕。
大公報記者

黃浩輝

警方表示，國安處昨採取行動，以
「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罪」 拘捕一名51歲前報社男編輯，
涉嫌與一宗今年六月被偵破的同類型案
件有關。

涉勾外力 從西貢寓所帶署
被捕男子為前《蘋果》執行總編輯
林文宗。據悉，昨清晨六時許，警方國
安處人員到其西貢寓所，當時林文宗與
其女友在家中，警員向林表示以涉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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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宗簡歷
●畢業於香港大學哲學系
●於1992年加入傳媒行業
●曾任職《明報》、香港電台、

《香港經濟日報》、《蘋果日
報》、《爽報》、《壹週刊》
副總編輯

◀前《蘋果》
主筆楊清奇被
撤銷保釋，帶
署扣查。

● 2015年在《壹週刊》任時事組

副總編輯
● 2018年，黎智英聘請舊高層回

◀前《蘋果》執行總編輯林文宗
（左）及前《蘋果》副社長陳沛敏
（右）早前現身西九裁判法院外。

巢，包括前《爽報》負責人林
文宗出任《蘋果》執行總編輯

「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罪」 將他拘捕，並檢走一部個人電
腦。林被押到將軍澳警署，再帶到長沙
灣警署扣查。
昨午警方國安處再採取行動，再拘
捕前《蘋果》副社長陳沛敏、主筆馮偉
光及主筆楊清奇，三人被撤銷保釋，分
別帶到警署扣查。警方昨晚落案起訴四
人一項 「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
害國安全罪」 ，案件今早在西九龍裁判
法院提堂。

警方上月17日出動逾500名警員，
再度搜查將軍澳《蘋果日報》大樓，並
帶走一批證物，同日以涉嫌違反國安法
第29條 「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罪」 ，拘捕壹傳媒行政總裁張
劍虹、壹傳媒營運總裁周達權、《蘋
果》副社長陳沛敏、《蘋果》總編輯羅
偉光及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並
依法凍結三間公司資產合共1800萬元。
至上月23日，警方國安處拘捕前
《蘋果》主筆楊清奇，罪名為 「串謀勾

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
反中亂港26年的《蘋果》終於在上月24
日停刊，而最後一期負責的執行總編輯
為昨日被國安處拘捕的林文宗。

鄧炳強：犯了罪便會被拘捕
上月27日晚上，警方在機場拘捕擬
離境的前《蘋果》主筆、英文版執行總
編輯馮偉光，涉嫌 「串謀勾結外國或者
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被捕七人
除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蘋果》總

編輯羅偉光不獲保釋被扣柙，其餘五人
獲准保釋候查，至昨日陳沛敏、馮偉光
及主筆楊清奇再度被拘捕。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午回應傳媒提
問時強調，不論背景和職業，只要犯
了罪，執
法部門便
會作出拘
掃一掃
捕，但指
有片睇
不方便透
露詳情。

港大學生會遷出 警續查哀悼
「創會百年內，學生會會址經歷過一
共三次搬遷。今起，學生會再無會
址」 云云。
港大日前宣布不再承認港大學生
會在校內的角色，會按大學程序調查
評議會事件，對涉事學生作進一步處
理。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早前亦表示，
若 「感謝」 刺傷警員後自殺死亡的疑
犯，等同認同、美化相關行為，或違
反國安法第27條 「宣揚恐怖主義、煽
動實施恐怖活動」 ，並調查事件。

【大公報訊】2019年11月
發生的中大二號橋暴動案昨日判
刑，涉案的中大學生及大專生鄧
希雯、張俊浩被裁定暴動罪成，
分別判監三年九個月及四年六個
月。
而同案的被告中大生陳起
行被裁定在非法集結中使用蒙面
物品，被判囚兩個月。三人全部

被裁定非法集結中使用蒙面物品
罪成，即使用護目鏡、防毒面具
及濾罐。
同日判刑的2019年9月衝擊
沙田站案，被告劉婉玲、謝嘉綸
暴動罪成分別被判入獄三年九個
月和三年八個月，李俊霖則因拒
捕及管有攻擊性武器兩罪共被判
囚12個月。

暴徒當時佔據中大二號
▼
橋，向橋下投擲雜物，導致
吐露港公路來往方向全面被
封。
資料圖片

中大二號橋三學生暴動罪成 最高囚54月

團體譴責美國抹黑香港

▲港大學生會綜合大樓內有保安員駐守。

【大公報訊】港大學生會早前通
過所謂 「哀悼」 七一刺警案疑兇議
案，引起社會各方強烈譴責，港大上
周三（14日）向學生會評議會及屬會
發信，要求學生會七日內遷出學生會
綜合大樓。昨日為最後限期，多名工
程人員早上在校方職員陪同下進入學
生會大樓，更換學生會評議會、幹事
室等的門鎖。港大學生會刊物《學
苑》昨於facebook專頁稱，港大學
生會正式遷出學生會綜合大樓，並稱

包括團體 「新年代」 四
名成員在內的多個團體昨日
自發前往美領館外，抗議美
國政府抹黑香港營商環境，
又宣稱所謂 「制裁」 。 「新
年代」 副召集人陳女士表
示，美國頻頻粗暴干預中國

內政及香港事務，用所謂的
民主炮製亂局，令自己得
益，香港市民及十四億中國
人民堅決反對這種霸權行
徑。她強調，美國政府無端
抹黑香港營商環境，絕對是
徒勞無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