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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受訪時指出，香港
推動創科既要向外搶人才，同時要培育
本地人才。這是一個幹實事的方向。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於7月時的重要致辭中指出，要
找準「香港所長」和「國家所需」的交
匯點，主動對接「十四五」規劃、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高質量發
展等國家戰略，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
運、貿易中心地位，加快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建設，激發香港社會發展活力，努
力實現發展基礎更牢固、動能更強勁、
空間更廣闊，推動香港在新的起點上實
現更好發展。

但香港一直缺乏充足的創科人才。有
鑒於此，特區政府於2018年6月推出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便利海外和內
地科技人才來港從事創科工作，並於
2020年1月把該計劃涵蓋的科技範疇增
至13個，其中包括5G通訊、物聯網、
綠色科技及微電子等重要技術。不過，
據政府文件顯示，計劃開始至2022年3
月底，入境處共接獲316個相關的簽證
或進入許可申請，當中285個申請獲
批，餘下31個申請由申請人撤回或未
能辦理。這個數字實在是差強人意，相
信計劃吸引力不足是原因之一。

在全球科技人才爭奪戰中，香港與其

他大灣區內地城市之間是能夠優勢互補
的，香港擁有高水平國際化的高等教育
和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等優勢，有
條件吸納國際頂尖科研人才。至於大灣
區內地城市擁有龐大人口及消費市場，
有轉化科研成果的能力。特區政府應借
助大灣區的力量和市場，促進香港與大
灣區各城市的「官、產、學、研」良性
互動。

特區政府同時必須檢視「科技人才入
境計劃」實施情況，創造更多誘因吸引
人才來港，如能否簡化申請程序和準
則、增加配額及協助人才解決本地住屋
問題等，以便有效地吸納更多頂尖人才
來港。此外，現時香港不少大學在粵港
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設立分校，政府應提
供便利人流、科研資源流動和開設業務
等方面的支援措施，促進大灣區的創科
人才流動。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作為推動本地創
科發展的政府部門，一定要深入貫徹
習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講話精神，擼起
袖子加油幹。特區政府於全球創科人
才爭奪戰中搶人才，應充分發揮「一
國兩制」優勢，與高教及科研等相關
界別合作，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全力
爭取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為建設祖國
成為世界科技強國作出積極貢獻。

九月開學大日子快到，新的學年帶來
新的盼望。隨着香港實施國安法、完善
選舉制度，「愛國者治港」得以全面落
實，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發展態
勢不斷鞏固，香港教育亦正迎來風清氣
正的時刻。當前，積極說好中國故事和
香港故事，培養青少年學生的國家意識
和民族認同，已成為香港特區政府和社
會各界的共同信念和責任。

青少年是社會的未來，是「一國兩
制」事業的接班人。要推動香港長遠發
展，特區政府必須全力深入推行開展愛
國主義教育，致力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
觀，讓家國情懷根植香港青少年心中。
據了解，為深化學生對中華文化及歷史
的認識，準確理解憲法、基本法及「一
國兩制」，教育局於新學年推出「國民
教育——活動規劃年曆」，內含10月
1日國慶日、12月4日國家憲法日等
18個重要日子，每個日子都列出了詳
細的活動建議，鼓勵全港中小學參照內
容籌劃相關的國民教育活動。例如
2022年10月1日國慶日，特區政府教
育局建議學校舉辦慶祝活動，設置展板
介紹科技、交通等方面的重大建設成
就，安排學生就國家近期發展成果進行
資料搜集、專題研習和分享等。此外，
規劃年曆還提出在「九‧一八」事變紀
念日安排歷史課討論「九‧一八」事變
的經過和影響、在國家憲法日進行有關
憲法與香港基本法的知識問答等活動安
排。

事實上，規劃年曆的
制定，令國情教育內容
更加豐富、形式更加多
樣，也能更好激發學生
的愛國主義情懷。試想
像，在9月1日開學典禮
上，學校安排了升掛國旗及奏唱國歌活
動，學生們看着國旗升起，自豪感即從
心底油然而生，可見這種具儀式感的體
驗式教育，效果實非紙上得來的可以替
代。當然，除特區政府制定政策外，各
界也可引領香港青少年從不同層面，以
多元方式了解祖國的文化、歷史和現
狀，例如學校從歷史教科書入手，內容
要做到有國家視角、有歷史情懷，更要
有正確的史實闡釋，充分利用教材中蘊
含的國民意識與歷史素材，積極開展正
態正向的教育，增強年輕人家國情懷的
認同和提升民族自豪的意識。與此同
時，社會也要注重中華文化教育普及活
動的開展，從小抓起，正確引導，使優
秀的中華傳統文化成為香港青少年健康
成長的精神源泉，讓中華文明傳播和教
育成為香港發展的新動力。

青年興，則香港興；青年發展，則香
港發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
相信隨着愛國主義教育在香港的全面推
行，越來越多香港青少年將增強民族自
豪感和主人翁意識。由此，他們將更好
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時代同向、與
祖國同行，用實際行動投身到建設美好
香港的行列中去。

用新思維推廣中華文化 增強港青對國家文化認同
國家文化認同是促進國家團結和發展的重要因

素。然而在香港，我們從多次的社會動盪可以看

到，由於歷史原因，香港社會特別是青年一代缺

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在別有用心的反中亂港者

以及西方反華勢力的挑撥和教唆下，香港部分青

年會迷失自我，淪為他人顛覆國家的棋子。所以

香港各個階層都要幫助香港青年一代，在社會建

立起對國家文化的認同和自信的體系。

譚耀宗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首先，學校要增加大歷史觀的培養。學習
中國歷史要有大歷史觀，避免片面看待歷史
問題。2019年修例風波讓香港社會反思，是
什麼導致了青年對國家認同的缺失。許多人
都認為，青年對於中國歷史認知的不足是最
主要的原因。但是我們看到，現時中小學及
幼稚園各學習階段的課程，已涵蓋國家歷
史、中華文化和國民身份認同等重要的學習
元素，那為什麼依然欠缺成效呢？原因可能
是我們在認知歷史的時候，只是簡單地介紹
歷史發展以及時間，缺乏一種大歷史觀的培
養。

推廣責任和義務的文化價值觀
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到，「要教育引導全黨胸

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
大潮、全球風雲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
律，提出因應的戰略策略，增強工作的系統
性、預見性、創造性。」而其中，辯證唯物主

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大歷史觀中的核心要素。
當我們運用大歷史觀看中國歷史的時候，才能
客觀分析其中的前進和曲折，才能實事求是地
看待國家發展中的問題，也才能學會從歷史中
汲取經驗，在現實發展中避免犯錯，更好地回
答「我們從哪裏來、現在在哪裏、將到哪裏
去」的問題。只有堅持大歷史觀，才能避免由
於片面看待國家發展中的問題而全盤否定祖國
的文化以及身份認同。所以，歷史教育應增加
大歷史觀的培養，從而使得青年一代以及香港
社會加深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建立起國家
文化以及身份認同。

第二是推廣中華優秀文化。每個中國人都有
義務推動國家發展。每一種文化在發展的過程
中，都有自己獨特的價值觀，中國文化亦然。
長期而言，香港一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強
調個人主義，但是社會政策都是從社會整體利
益出發，這就會產生很多社會問題。因此香港
社會需要積極推廣中華文化中有關責任和義務
的文化價值觀。

善用各種平台推廣中華文化
首先，中國傳統文化中強調責任優先於自

由。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個人對於國家和社會
富有責任，無論是「天下興亡，匹夫有
責」，還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
趨之」，都對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
傳統價值觀也成為了中國許多仁人志士維護
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的光榮傳統。其次，中
國傳統文化更強調義務和權利的統一。現代
社會中，各個國家的制度和法律都對個人的
權利給予了保障，但是如果只強調個人權利
的最大化，其結果必然會導致社會共同的權
利受損，所以我們在強調權利的同時不能忽
略義務。這是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倫理價值
觀。只有人人履行個人義務，社會整體利益
才能得到保障，個人利益才能受到保障。這
正是香港社會，特別是青年人所缺乏的。因
此，未來學校教育應該推廣責任和義務的教
育，為香港發展培養新時代的人才。

第三是跟進時代步伐，讓「新中式」成為青
年人的驕傲。近年來，內地新一代的青年開始
向世界推廣「新中式」文化，從網絡紅人李子
柒到漢服文化成為年輕人新的時尚，這背後透
露出的，是青年的一種文化自信，這也啟發我
們，推廣文化需要緊跟時代脈搏，善於運用各
種平台。

受到香港和內地觀眾歡迎的電視節目《聲生
不息》，用經典粵語歌曲勾起了來自不同年齡
層的回憶，讓更多人從歌曲中意識到香港和內
地血濃於水，引起共鳴。媒體平台未來應該繼
續打造更多類似的節目，推廣嶺南文化，或者
利用香港故宮製作文化IP，以青年喜歡的方式
來說好中國故事，推廣國家文化，增加香港青
年的身份認同。

只要社會樹立起正確的文化價值觀，推廣
中華優秀文化，持之以恒，定能增加香港青
年對國家的文化認同，增加身份認同，為落
實「一國兩制」以及「愛國者治港」貢獻力
量！

近月來，大批台灣青年被所謂「高薪」誘至柬埔
寨等地「打黑工」並遭虐待。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
20日發布題為《台灣同胞就是中國公民，有困難請
找中國大使館》的一封信，又表示館方會第一時間
啟動救助機制，積極同當地警務部門溝通聯絡，對
相關案件進行督辦。經駐柬使館協調，中柬兩國執
法部門迅速行動，現已成功解救多名受害人。據柬
埔寨媒體《柬中時報》報道，柬埔寨西哈努克省警
方26日開展突查行動，救出35名中國公民，抓捕3
名涉案人士。

國家從外交層面救助台胞，說到做到，一方面體現
出「以人為本」、「外交為民」的理念，及時實施領
事保護服務工作，落實一個中國原則的必然要求，把
維護台胞的合法權益視作中國駐外使領館的職責所
在；另方面體現中柬兩國合作不斷深化。

中國的海外利益從來不是一個抽象、空洞的概念。
8月19日，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台灣同胞是中
國公民，維護台灣同胞合法權益是我們的職責所在。
在海外的台胞遇到什麼困難，都可以及時聯繫中國駐
外使領館尋求幫助。事實上，在幫助海外台胞方面，
中國駐外使領館一直在用實際行動說話。今年俄烏衝
突爆發之後，中方撤僑行動就包括兩岸三地同胞。在
柬埔寨，無論是在接種新冠疫苗的「春苗行動」，還
是解救遇困同胞，中國駐柬使館對台胞一視同仁予以
重視。這些熱心、暖心之舉，就是把「台灣同胞是中
國公民」之言踐於實際行動。

大批台灣同胞受困於柬埔寨，台灣民進黨當局卻忙
着拉選票，想淡化此事，甚至甩鍋大陸，引發了島內
民眾憤怒。不少網友發表留言，痛批民進黨當局無能
且無人性。25日，中共中央台辦副主任陳元豐在上海

與率團來訪的中國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一行會面。大
陸方面表明，願意對近期在東南亞一些國家遭詐騙受
困的台胞及時提供救助。

其實，從2021年下半年開始，媒體就不斷傳出有
台胞輕信所謂「高薪」招聘虛假廣告，被電信詐騙集
團誘騙偷渡到柬，後遭非法拘禁並被勒索高額贖金的
消息。即便這些消息備受關注，對島內社會的安全和
人民的利益已構成一定威脅，但一直以來，民進黨當
局盡可能地置若罔聞。可以說，依靠民進黨當局自身
力量來解決這一棘手問題並不現實。

如今，在關鍵時刻，國家推動領事保護工作以救助
在柬台胞，而台灣當局卻對此歪曲，對救助工作進行
污名化攻擊，甚至危言聳聽，渲染類似「矮化主權」
「借機統戰」等歪理。即便如此，截至目前，中國駐
柬大使館已陸續收到十數份台灣同胞求助信息，其中
絕大多數是被迫從事網賭電詐活動，人身受到限制，
甚至失聯等情況。在柬台胞用腳投票，表達了對國家
外事能力的信任。

中國駐外使領館在駐在國沒有行政和司法權力，不
能使用強制手段，也不能超越領事職務的權限。此次
經駐柬使館協調，中柬兩國執法部門迅速行動，反映
出中柬是傳統友好的鄰邦，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命運共
同體。正如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8月初所言，兩國關
係友好，正是幫助這些台灣同胞脫離困境的基礎。

雖然全球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但中柬兩國關
係韌性十足，仍在推動各領域務實合作。面對在柬台
胞被迫「打黑工」、遭虐待等問題，相信兩國有空間
有能力做好妥善處理，從而深化中柬兩國執法部門合
作，這對構建牢不可破的中柬命運共同體將產生深遠
影響。

中國駐柬使館有力保護被困台胞
鍾安平

房屋問題困擾香港多年，土地短缺是
根源。經過多年討論，政府今年5月宣

布，明年9月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170公頃中的32公
頃用地，當中約9公頃用以興建約12,000伙公營房
屋。看似已進入直路的建屋計劃卻於環境諮詢委員會
再起波瀾。由於委員未有共識，故此委員會決定對審
議粉嶺高球場興建公屋項目的環評報告「延後決
定」，引起社會再次熱議。

在爭議中，不論支持收回建屋還是保留高球場的一
方，可謂各有理據。環諮會未作決定，不論日後高球
場命運如何，相信在一定程度上對政府興建公營房屋
的規劃有所影響。高球場用地是香港珍貴土地資源，
若政府最終決定收回建屋，是相當合理的，即使最後
政府以環境等因素保留高球場，也應檢視高球場的營
運權，改變高球場的定位，使之面向公眾。

早於2013年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時，社會已開始討
論政府應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作局部發展，紓緩
房屋問題。2018年時政府提出「土地大辯論」，以
「點心紙」方式進行民調，超過六成民意支持政府收
回高球場建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終將粉嶺高球場列
入優先土地發展選項。拖拉接近10年，政府今年5月
宣布，明年9月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32公頃用地。

至於要求保留粉嶺高球會的一方，則以歷史、環境
生態、以至高球場對香港競爭力等的價值，力陳高球

場的重要性。高球一向被認為是奢侈玩意，高調支持
保留高球場的，亦多是社會上流人士，客觀效果上即
使有再多的理據，公眾也會質疑，這選擇只為保障少
數人的享受，漠視基層住屋問題。

粉嶺高球場近年多作公眾宣傳，今年7月時亦首次
舉辦同樂日，讓公眾體驗高球、參觀蝴蝶園及古樹
等。不過，粉嶺高球場對一般人而言是陌生、遙遠
的，絕大部分市民至今仍沒踏足過粉嶺高球場。故
此，即使有人指粉嶺高球場是「城市中的綠洲」，相
信絕大部分人也沒有機會體驗過。

事實上，高球是世界職業運動，雖然在香港一直未
見普及，但大家不能否定高球發展可以增加香港的軟
實力。鄰近香港的新加坡，便有20個高球場，但在
香港只得4個。若要在香港推動高球運動，高球場有
其存在價值，但需要強調的是，即使粉嶺高球場擬建
屋的32公頃用地去向有待觀察，球場另外的近140
公頃用地，其實已經足夠承載兩個18洞的高球場。

即使政府決定不將高球場用地收回建屋，也要改變
現時高球場的定位，讓公眾人士有更多參與。政府應
把高球場日後的營運公開招標引入競爭，此外也要考
慮高球場是否仍可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運作，把
高球場轉為向大眾開放，推動高球運動平民化及普及
化，甚或考慮將高球場發展成公園，向所有市民開
放。

粉嶺高球場定位應更面向大眾
梁熙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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