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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創界電腦義診弘「五四」精神

在「五四」青年節 102 周年來
臨之際，本港多個科創業界青年
團體昨日共同舉辦「電腦義診」
活動，帶領青年義工走進社區，

40 青年落區義修電腦 盼增港青對社會責任感

分別在筲箕灣、觀塘及沙田為有
需要的街坊維修電腦及通訊產
品，努力實踐新時代青年的「五
四」精神，提升年輕人對社會責
任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韵琪

互聯網專業協會、香港資訊科技聯會、
香港青年動力協會、香港創科發展協

會及香港青年 IT 網絡等共同合辦是次活
動。是次活動有約 40 名青年義工參與，主
要來自職業訓練局的學生以及創科專業人
士。他們在各團體組織下，開展了電腦維
修、資訊科技應用、網絡安全檢查等服
務，共歷時7小時。
義工們還到訪基層家庭，並解決網上學
習設備困難，同時，鼓勵學生們要振奮精
神，努力學習，裝備自己，將來成為棟樑
回饋社會 。

義工：用知識幫人感高興
青年義工郭銘心表示，新時代的年輕人
需要有承擔。青年義工們通過參與社區服

務工作，用所學知識幫助有需要的人，一
起回饋社會，感到十分高興。
青年義工羅曉斌認為，「五四」精神大義
在持續變遷的社會場景中不斷凸顯對社會
的關愛。是次與一眾青年義工幫助市民，
某程度上更加有效地激勵年輕人鑄造「有
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時
代人格，勇敢走在時代前線的奉獻者。
青年義工李沛棠表示，很高興能參與這
次社區服務工作，「民主」與「科學」作
為「五四」時期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既是
中國現代化的主要目標，也是推動中國現
代化的重要力量。作為年輕的一分子，我
們應當利用自身的專業知識，架起一道有
感染力的正能量橋樑，以實際行動彰顯自
己的青春力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港區全國政
協委員黃錦輝，以及立法會議員兼香港青
年動力協會會長郭偉强均表示，很高興看
到香港科創業界的青年義工能參與社區工
作，為坊衆服務。隨着香港社會趨向數碼
化轉型，市民對相關社區服務的需求有增

吳換炎：為港青提供事業發展跑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主席吳換炎近日接受該社專訪時表
示，人心思定是社會的主流民意，
中央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是順民
心，得民意，是香港市民盼望已久
的正義之舉，真正利於香港的前途
和發展。他表示，已做好聯會的布
局規劃，一方面繼續「往基層
走」，深耕基層，另一方面將希望
放在年輕人身上，為香港青年提供
就業和事業發展的跑道。
吳換炎擔任聯會主席的兩年多
來，香港歷經了修例風波及黑暴，
香港國安法實施和完善選舉制度等
重大事件。他續說，自去年 6 月 30
日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之後，香港
社會掀開了由亂及治的新篇章，不
過，在外國敵對勢力的支持下，一
些別有用心的人仍試圖藉選舉制度
的漏洞，混入議會煽動對立，妨礙
特區政府施政，這對香港民生和經
濟完全有害無利。對此，「中央不
可能視而不見。」

完善選制護港利益

他表示，要確保「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就要從根本上清
除禍害香港的毒瘤，就必須始終
堅持「愛國者治港」這一基本原
則。中央果斷出手，依法彌補和
堵塞香港選舉制度中存在的嚴重
漏洞，不僅合情合理合法，而且
挽救了香港「一國兩制」的前途
命運，維護了香港 750 萬名市民的
根本利益。
在反對黑暴和擁護落實香港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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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帶領青年義工走進社區，服務 ●青年義工們為社區基層學童維修電腦。
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無減，希望更多青年朋友受到感染，加入
義工行列，充分展現當代青年積極向上的
青春面貌。

盼青貼近民眾服務社會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會長邱達根、互聯網
專業協會會長冼漢廸均表示，青年是香港

的未來，也是建設國家的重要力量，希望
青年朋友要繼續發揚「五四」精神，走進
社區，貼近民眾，努力實踐奉獻精神，服
務社會。
香港創科發展協會主席陳迪源及電訊及
資訊科技業僱員總工會會長鄭振華表示，
青年義工們結合自身特長，以行動回饋社

會、服務社會，展現了「五四」青年精
神，是當代年輕人的好榜樣。
香港青年 IT 網絡會長唐鈞豪、香港創科
發展協會會長馬軼超亦表示，這次活動有
不少青年重新回歸社會服務工作，以自身
力量作出貢獻，不但促進了社區和諧共
融，更增強了他們對社會的歸屬感。

50 港青赴抗日舊址懷緬英烈
●吳換炎接受專訪。

中通社

法中，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始終站在
潮頭，今次助力完善選舉制度也不
落人後。根據新修訂的香港基本法
附件一，在選舉委員會
（選委會）
第
三界別中，新增了
「同鄉社團」
的界
別分組，通過 24 個團體選民產生
60席。其中，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獲
特區政府接納為團體選民，可在選
委會中選賢與能。
在吳換炎看來，同鄉社團匯集了
香港的基層聲音，加入同鄉社團將
會令選委會更具廣泛代表性，「同
鄉社團能夠代表香港廣泛民意，以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為例，我們一直
努力團結居港鄉親，有能力合理地
表達基層市民的心聲和訴求，也可
幫助和監督特區政府，使施政落實
時更加貼地。」
為此，吳換炎透露，因應選區調
整為 10 個，聯會計劃在現有「6＋
1」（港島東、港島西、九龍東、
九龍西、新界東、新界西 6 個地區
分會及一家沙田辦事處）的基礎
上，再增設3個地區辦事處。
此外，聯會醞釀成立策略人才委
員會，鼓勵推薦有抱負的閩籍年輕
人參與區議會、立法會選舉，乃至
參與特區政府的管治架構中。

▲多位香港青年代表宣誓。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近 50 名香港青年代表前往位於沙頭角的烏蛟
騰抗日英烈紀念碑，緬懷抗戰先烈。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五
四」青年節即將來臨之際，多個青年社
團於昨日組織開展 「初心不忘 不負韶
華—參觀新界抗日舊址 傳承紅色文
化」活動，近 50 名香港青年代表來到烏
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參觀並舉行紀念
緬懷儀式，提高愛國愛港情懷。青年代
表們均表示，愛國應該是一種骨子裡的
的本能，而不是一種選擇。應銘記抗戰
歷史，以革命英烈為榜樣，弘揚「五
四」精神，勇於擔當、砥礪奮進。
是次活動由香港湖南青年會、新社聯
全心全義青年義工隊主辦，浙江旅港青
年會、香港湖北青年會、香港陝西青年
會、香江風雲社協辦。
儀式由活動召集人、香港湖南青年會
執行會長孫秀祖主持。她表示，是次活
動亦是為了凝聚香港青年心中的愛國共

識。香港有着愛國的土壤，絕大部分市
民有着愛國愛港的傳統，不過，亦有一
些年輕人由於對歷史認知不清，對祖
國、對內地缺乏了解，造成了很多誤解
和偏見。
她希望以後可以聯合更多青年社團舉
辦更多有意義的活動，共同維護「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
在活動現場，青年們先後進行了唱國
歌、全體默哀、向紀念碑鞠躬、集體宣
誓等環節。活動召集人、香港湖北青年
會副會長史萌和常務理事劉傑代表青年
向紀念碑敬獻花圈。

籲青年獻力建國建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
勇作為特邀嘉賓，向青年們講述了烏蛟
騰村的抗戰歷史，令大家感受昔日抗戰

氛圍，了解革命先輩的光輝事業。
活動召集人、全國青聯委員、香港陝
西青年會副會長高博表示，祖國一直是
香港最堅強的後盾，在經歷了過去幾年
的動盪後，相信大家更能體會到繁榮穩
定的來之不易和彌足珍貴。他呼籲青年
們堅定「一國兩制」、愛國愛港的信念，
繼承百年前的「五四」精神，用自己的行
動和力量建設更好的香港和祖國。

盼港青多關注抗戰歷史
活動召集人、浙江旅港青年會會員部
部長陳楚表示，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實施
和選舉制度的完善，現在正是加強愛國
主義教育的好時機，希望烏蛟騰抗日英
烈紀念碑今後能成為香港的愛國主義教
育基地，引起年輕一代關注抗戰歷史，
加深對國家的認識。

「五四青年節」分享會勉港青獻力灣區
香港文匯報訊 由明匯智
庫、星學匯主辦的「2021
五四青年節—五四運動的
歷史和意義」分享會昨日在
港舉辦，數十名香港青年線
上線下共同追憶百年前的崢
嶸歲月，探討「五四」運動
對國家民族發展的歷史意 ● 明 匯 智 庫 、 星 學 匯 舉 辦「2021 五 四 青 年
分享會。
義，思考「五四」精神對新 節—五四運動的歷史和意義」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時代香港青年的啟發。
運動等，引發了整個中國社會對儒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
家傳統文化的反思，先進的馬克思
系主任、副教授陳學然在分享會上
主義引入內地，白話文的普及，新
講述「五四」運動歷史。他說，
人生價值觀的傳播，極大促進了國
1919 年的中國社會動盪、形勢複
人思想的開拓創新。
雜，追求自強自立的青年學子站在
他指出，港英時代，華人青年學
時代前沿，以救國救民為己任，高
子亦用實際行動，表達自己的民族
呼「外爭主權、內懲國賊」、「取
情懷、愛國之心。對於當今新時代
消二十一條」，將對時局的失望化
的香港青年來說，「自覺、自主、
作對喚醒國人的實際行動，呼籲更
自發、自信」的「五四」精神，依
多人覺醒，反抗外來侵略、殖民主
然有啟發和借鑑意義，百餘年前年
義，激發中國人站起來再造文明之
輕人突破自我自強不息，以家國天
夢的豪情壯志。
下為己任，捍衛民族尊嚴，凝聚民
陳學然表示，「五四」運動的爆
族力量，這樣的思想遺產值得繼續
發，進一步推動了新文化運動蓬勃
發揚光大。
發展，促進當時出版界、藝術界、
他認為，今日之香港青年，應自發
學術理念等理念革新，中國社會發
擔當時代責任，樹立遠大理想，為粵
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政治層
港澳大灣區建設貢獻力量，更要自覺
面，青年學子力爭保護中國土地寸
維護國家安全，為維護大國國際外交
土不讓，反抗黑暗的軍閥政府。
尊嚴書寫青春熱血。
文化上，「五四」運動、新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