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記年度漢字評選10字入圍
「疫」「守」「奥」「穩」「變」「通」「善」「安」「民」「選」月底前可選出心水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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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

昨日舉行

「香港年度漢字

評選2021」記者

會，公布10個候

選漢字，分別是

「 疫 」、「 守 」、

「 奥 」、「 穩 」、

「 變 」、「 通 」、

「 善 」、「 安 」、

「民」、「選」，市

民可在本月27日

前從中投票選出

最能表達去年的

感受、世態及生

活狀況等的一個

漢字。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劉國勳

表示，希望透過

活動弘揚中國文

化，彰顯漢字魅

力，呼籲市民踴

躍參與。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特首歡迎駐港部隊司令員彭京堂履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上午在禮

賓府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司令員彭京堂少將會面。林鄭
月娥歡迎彭京堂少將來港履新，並指駐港部隊作為國家主權的象
徵，一直嚴格按照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
軍法》和相關法例在香港特區履行職務，紀律嚴明、守法循規，
是保障特區長期繁榮穩定的堅實後盾。
林鄭月娥表示，駐港部隊多年來致力深化與香港社會的溝通交

流，積極參與社區公益活動，並且不時組織不同活動，包括軍營
開放、青少年軍事夏令營、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等，加深香港
各界對國防和軍隊的了解，深得廣大市民的尊重和愛戴。
她表示相信駐港部隊在彭京堂少將領導下，將繼續秉持其優良

傳統，對特區作出貢獻，並與特區政府攜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保持特區長期繁榮穩定。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國基等出席。

◆林鄭月娥
（右）在禮賓
府與駐港部隊
司令員彭京堂
少將（左）會
面。

香港文匯報訊 港鐵昨日宣布，為慶祝壬寅虎年來臨，推出限量
版「虎年賀年車票」套裝，每套車票套裝售價為港幣100元，內含
兩張車票、一個票套和8個紅色利是封，將於本周六（15日）公開發
售。
虎年車票套裝將由本周六起於 MTR Mobile手機應用程式、港

鐵公司網頁、各港鐵及輕鐵客務中心，以及金鐘站旅客服務公開發
售，每位顧客每次限購最多兩套，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車票可於壬寅虎年大年初一（2月1日）無限次乘搭本地港鐵車
程、輕鐵、港鐵巴士及港鐵接駁巴士，不包括機場快線、高速鐵
路、東鐵線（頭等）、往返羅湖、落馬洲及馬場站，車票使用後，顧
客可留作紀念。

港鐵「虎年車票」套裝周六發售

民建聯昨日舉行「香港年度漢字評選2021」活
動記者會。10 個候選漢字分別是「疫」

「守」「奥」「穩」「變」「通」「善」「安」
「民」及「選」，各有不同的寓意和相關的社會事
件（見表），相關漢字由民建聯創會主席曾鈺成、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浸大中文系副教授盧鳴東、青
年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劉鳴煒、立法會議員劉國勳、
民建聯副秘書長葉傲冬等10名評審選出，再由市
民公開投票選出最終的年度漢字。市民可於本月27
日前，透過「民建聯 香港」微信公眾號參與投
票。

本月27日截止投票
劉國勳表示，今次已是第9次舉辦同類型的活動，希

望活動可以弘揚中國文化、彰顯漢字的魅力。他提
到，2020年市民投選了「安」作為年度漢字，認為市民
能夠透過活動表達對過去一年的心聲，呼籲市民今年
亦踴躍參與。他透露自己的心水為寄望在疫情上做得
更好的「疫」，代表完善選舉制度後，市民投票選出有
建設性的議員進入議會的「選」字，以及代表去年東京
奧運香港健兒取得佳績的「奧」字。
觀塘區議會主席柯創盛則屬意寓意香港國安法落

實後，社會由亂轉治、市民期盼生活穩定的「穩」
字，認為只有社會穩定，社會才能向前邁進。
民建聯執委蕭煒忠則喜歡「奧」字和寓意政府要
以民為本、改善民生的「民」字。有關活動於2019
年停辦，2020年市民則選出「安」字作為年度漢
字。

民記2021年度漢字評選
疫

◆字義：疫症、瘟疫
◆社會事件/世態：
持續兩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受控，不少國
家和地區疫情仍然十分嚴峻，令全球人員往
來及經濟活動癱瘓。

守
◆字義：守護、留守
◆社會事件/世態：
落實「一國兩制」，堅守基本法，才能保障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港人生活方式不變，人
人安居樂業。

奧
◆字義：奧運
◆社會事件/世態：
在2021年8月舉行的東京奧運會，本港健兒
沒有受疫情影響，取得一金兩銀三銅的歷史
佳績，全港市民為之振奮。

穩
◆字義：安穩、平穩
◆社會事件/世態：
自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國家安全得到有力的
保護，本港社會亦由亂入治，恢復秩序及穩
定。

變
◆字義：變化、變更
◆社會事件/世態：
世界各地出現了不同的變種新冠肺炎病毒，
部分傳染力更強，令各地抗疫工作更加吃
力。

◆資料來源：民建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通
◆字義：暢通、通關
◆社會事件/世態：
疫情之下，本港與內地的人員往來受限，家
庭團聚及商務活動大受影響，恢復兩地正常
通關成了市民的最大心願。

善
◆字義：完善、改善
◆社會事件/世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2021年年初決定，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開啟
香港良政善治的新篇章。

安
◆字義：安全、安心
◆社會事件/世態：
政府推出的「安心出行」程式，讓市民收取
有否確診者在相若時間到訪同一場所的訊
息，外出倍加安心。

民
◆字義：以民為本、民生
◆社會事件/世態：
政府的施政以民為本，竭力協助市民抗疫，
解決各項經濟及社會問題，增加政府財政開
支，照顧老幼。

選
◆字義：選舉、選拔
◆社會事件/世態：
完善選舉制度之後，本港分別在2021年9月
及12月順利舉行了選舉委員會選舉及立法會
選舉，是香港政治發展的新里程。

香港文匯報訊 1月10日是「中國人民警察節」，「香港警察」微信官方
賬號也於當天正式推出。
「香港警察」微信官方賬號昨日推出題為「祝賀中國人民警察節，香港

警察推出微信官方賬號」的推送文章，指當天是「中國人民警察節」，香
港警務處處長蕭澤頤代表全體警務人員向一直為國家忠誠履職、無私奉
獻，對社會安全穩定作出重大貢獻的每一位人民警察致敬。
文章表示，在這個特別的日子，香港警察正式推出微信官方賬號，期望

透過微信平台加強與公眾溝通，宣揚防騙、滅罪信息，推廣警隊活動，讓
市民進一步了解警務工作。展望未來，香港警察會繼續維護國家安全，致
力維持社會治安，保障市民生命財產。

「香港警察」微信官號推出

香港文匯報訊 教育局要求全港學校加強價
值觀教育，幫助學生認同國民身份及建立良好
品格。香港教育大學昨日發布「看動畫、悟生
命、學品德」品德教育動畫系列及生命教育教
案匯編，為岳飛、包拯、司馬遷等十位古今中
國及西方歷史人物設計動畫及教案，供全港學
校免費使用。
該動畫系列共有10集，每集均配以粵語、普
通話及英文旁白，並附參考教案及工作紙，涉
及歷史人物包括岳飛、包拯、司馬遷、鄭成
功、緹縈、廉頗、藺相如、子貢、豐子愷、蘇

格拉底及南丁格爾。項目分為初中及高小兩個
版本，教學安排有相異但教學目標相同。教大
校長張仁良則表示，希望藉多元化教學活動，
讓學生以活潑輕鬆的方式，透過歷史人物學習
良好品德和價值觀。

教大製古人動畫 育學生價值觀
◆教大為十
位中外古人
設計動畫及
教案。

教大網站

◆港鐵「虎年賀年車票」套裝將
於本周六發售。 港鐵圖片

◆「香港警察」微信官方
賬號於昨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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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舉辦民建聯舉辦「「香港年度漢字評選香港年度漢字評選」，」，邀請全港市民在十個候選香港年度漢字中投邀請全港市民在十個候選香港年度漢字中投
選選，，表達對該年的感受表達對該年的感受、、世態及生活狀況世態及生活狀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國安法生效後，大批曾破壞香港的
黑暴分子竄逃英國，繼續舉辦宣揚
「港獨」集會，多次爆出惡性事件。
當地時間1月9日下午4時許，鬧劇
再次上演，黑暴分子在英國曼徹斯特
再次舉辦「港獨」遊行集會，其間一
名90後中國女生王小姐挺身而出與
黑暴分子論辯，卻遭黑衣人攻擊，人
身安全及財物受損。事後女生報警，
反被黑暴分子造謠抹黑，其所工作的
店家被惡意攻擊，店員被起底更收到
死亡威脅。王小姐就醫後接受網媒
《點新聞》獨家連線採訪時表示，自
己非常反對這些人分裂國家、辱罵同
胞的行為，儘管事發突然，自己更一度被十幾人圍
攻，但「作為一個中國人，有義務與他們論辯，相
信每個國人聽到這樣的話語都不可能無動於衷」。
從多個居英港人專頁發出的集會召集帖文可知，
當地時間1月9日下午3點至4點，在曼徹斯特St.
Peter Square附近舉行所謂「曼徹斯特港人聲援香港
記者團結集會」，其中建議參與者「穿黑色服裝」
及「帶備自己的口號或道具」，不少現場畫面可見
「港獨」旗、「藏獨」旗，現場亦有人高叫「香港
不屬於中國」等「港獨」口號。
據王小姐介紹，原本自己正在店內工作，並不了
解門外發生什麼事。直到門口聚集的人越來越多，
阻擋了街道及店門，喊口號的聲音越來越大，她與
同事才留意到門外正在進行「港獨」集會。

居英90後女生遭黑衣人辱罵
王小姐一開始試圖與他們理論時，想請他們離開
店舖，當對方聽到她說普通話時，立刻開始對她進
行言語攻擊，隨後辱罵愈演愈烈，充斥着包括「支
那」、「天滅」等大量不堪入耳的歧視性、羞辱性
字眼。
面對被黑衣人辱罵，王小姐選擇拿出手機，拍攝
記錄下現場，王小姐一邊拍攝留下證據，一邊理性
回應黑衣人的挑釁和辱罵，其後更多人包圍了她，
並且拿出手機對準她進行拍攝，及不斷辱罵她和她
的同事，中間一度發生輕微推撞。根據網絡流傳的
現場視頻片段可見，這時發生了恐怖一幕，突然有

一名黑衣人從王小姐右手邊衝出來，手持長柄黑色
雨傘，襲擊了王小姐。
她嘗試追趕並一度抓到想跑的襲擊者，但遭到十

幾二十人圍堵，「有一兩個人在我背後用拳頭和手
肘襲擊我的背部，想讓我把手放開，甚至有個人為
了讓我放手，很大力地扣我的手，把我的手指一根
一根地掰開。」被圍攻的王小姐根本無力反抗，最
終襲擊者在其他黑衣人包庇下逃走。
王小姐和同事第一時間撥打報警電話後，現場有

人對王小姐同事作出死亡威脅，揚言「信不信我打
死你，我一定會回來打死你的，你等着。」
多家撐暴網媒立刻作故仔，散布不實消息指「警
方表示報警的兩名女子不誠實，警方將拘捕她
們。」「這完全是捏造的，百分百捏造。」王小姐
說，她已向警方做了詳細筆錄，警方已表示會繼續
跟進調查，抓捕襲擊者。
王小姐說，目前她在網絡上留意到「港獨」網絡
暴徒針對她及她工作的店的惡意言論，包括起底員
工的個人信息，以及在網絡留下大量負面評論，甚
至直接在官網惡意預約並且通過預
訂留言辱罵。
她坦言，事後想想會有些害怕，

但在那個時候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他們不斷用言語侮辱我們，我覺
得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有義務跟他們
進行論辯，我相信每個人聽到這樣
的話語都不可能無動於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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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曾破壞香港的黑暴分子竄逃英國，繼續舉辦宣揚「港獨」集
會。 視像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