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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春晚小品《坑》廣受好評，登上
熱搜榜。願「躺平式幹部」再無立足之
地，道出百姓心聲，港人看了會心一笑
之餘，也希望和相信落實「愛國者治
港」，急民所急、為民解困的施政新風
持續發揚，為政者真抓實幹，為民謀福
祉、聚人心，加快香港由治及興。

小品《坑》內有不少台詞和情景，
引發港人共鳴。沈騰扮演的郝主任振
振有詞說：「多做多錯、少做少錯、
不做不錯」；修坑需要七八個部門協
調、位置跨了兩个區域管理地段；當
沈騰還不知道掉坑的馬麗是「馬局
長」時，以為只是普通百姓，對馬麗
投訴「大耍太極」。這些話語和情
景，實在似曾相識，香港社會、輿論
不也一直存在類似的批評；香港不時
發生塌樹，甚至造成市民傷亡；鼠
輩橫行，影響市民健康，損害香港
國際形象。可是媒體一再披露，斬除
危樹、消滅鼠患，長期因為政出多
門，難以根治；還有聲音認為，作為
民意機關的立法會，在「愛國者治
港」的新時代，立法會的運作模式也
要與時俱進。

為官避事平生恥。內地有評論指，
「躺平式幹部」的社會危害是顯而易
見的。他們的行為，貽誤的是黨和國

家事業發展，損害的是民生福祉，而
且正如馬麗飾演的「馬局長」所言，
他們傷了百姓的心。「享天下之利
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樂者，同
天下之憂。」當前香港從由亂到治走
向由治及興，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
鼓實現的，更需要務實有為、不負人
民，把全社會特別是普通市民的期盼
作為施政的最大追求，拿出更果敢的
魄力、更有效的舉措破難而進。

新一屆特區政府在行政長官李家超
帶領下，「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方
略和措施開局良好。特區政府更注重
「民有所呼、我有所應」，年前市民
返鄉過年心切，多個檢測站出現人
潮，李家超要求有關部門迅速跟進，
檢測站大排長龍的情況明顯改善。兔
年初一、初二，多名司局長落區向基
層家庭送福袋，探訪長者，表明政府
會繼續加強福利及醫療等支援。政府
及時高效惠民的舉措，疏導民困民
怨，以民為本的施政情懷落到實處，
必將更有效凝聚人心砥礪前行。

大道至簡，實幹為要。新征程沒有
捷徑，唯有實幹。要求真務實，注重
實效，不做表面文章，不耍花拳繡
腿。「躺平式幹部」在其位而不謀其
政，只識打官腔，回家躺去。

政府由建立
香港大會堂開
始，表演場地
管理一直抱持

着「市政服務」(municipal services)
的概念，舉辦藝術文化活動主要是為
市民於工餘時間提供文娛節目。那是
1970年代，香港文化藝術政策在草創
的初期，整個表演藝術文化才剛開始
萌芽，當然是要經歷一個歷史的進
程，直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
署）於2009年開始在其管理的演藝場
地推行「場地夥伴計劃」，算是一次
很大的進步。2022年7月1日，文化體
育及旅遊局（下稱文體旅局）正式成
立，凸顯了文化藝術在香港擔當着非
常重要的角色，香港文化政策必須要
再躍升一大級，才能將香港定位為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使命達
成，當中最需要改革的就是場地配置
及租用政策。

香港主要表演藝術場地散布各區，
受不同的機構管理及營運，包括康文
署轄下的場地一共有16個（不包含計
劃興建中的東九文化中心及新界東文
化中心）；香港演藝學院於1984年成
立，正統地說她是一座學府，只是半
個可供公眾使用的表演藝術場地；西
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及自由空間分別
於2019年1月及2019年6月建成並啟
用，但由於文化區的租用政策以其主
辦節目作優先考慮，所以其場地租用
政策和租金等，一直具有爭議性。時
至今天，香港成立的專業或非專業藝
團和舉辦的演出活動越來越多，(據統
計共有300多個藝團)，其規模及水準
雖然參差，但是對場地使用卻有相同
的訴求，以上場地的供應或只能「半
供應」的情況下，當然不能滿足所有
藝術團體的需求。而文體旅局的成

立，剛好出現在解決如何有效使用土
地以配合急速的文化發展。

筆者認為文體旅局可與發展局詳細
研究有關土地用途及規劃，更充分和
有效利用空置建築讓藝團進駐，例如
虎豹別墅和香港藝穗會等，都是位置
非常理想並具有歷史意義的特色建
築，可以考慮給予有長遠營運思維的
中小或新成立的藝團作為基地及展示
演出。政府亦鼓勵私人發展項目加入
劇院等文化藝術表演設施，例如位於
北角的皇都戲院，聽聞將會改建成600
座位的表演場地，其舞台的大小及形
狀適合作為小型音樂會或小型話劇的
演出場地，再加上地區優勢，絕對能
吸引不少觀眾和人流。

場地租用政策不應該因輿論壓力而
去左右決策，而是必須要把香港作為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定位，
為在國際能拿得出手的藝術名片和品
牌作為最主要的衡量和分配機制，提
升香港文化在國際的價值和地位。建
議必須有清晰的數據、更仔細的評分
準則以供場地分配安排：以節目質
素、觀眾購票人數、演出場數、品牌
於國際的知名度、藝團全職人員數量
及與不同產業合作的數量等數據來進
行分配，當中也很關鍵的，是進行各
大小藝術機構的觀眾統計調查及18區
人口統計數據作為文化數據基礎。

就整個文化生態來說，各種類型的
藝團需要各自成長的空間，而場地就
是一個重要因素，在成長經營過程，
都會帶來市場價值和就職機會，再加
上文體旅局亦包涵了體育和旅遊，如
何充分利用土地給予文化及體育發展
並帶動旅遊業及營造文化地標，去有
利於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的產業發
展，檢討場地同，甚至土地規劃的政
策是勢在必行的。

落實施政藍圖迎兔年新發展
癸卯兔年新春，香港迎來一個春意盎然、充滿希望的

新年。筆者在此祝福全港市民新春快樂，幸福美滿；祝

福香港走出疫境，走向興盛，繁榮穩定；祝福國家繁榮

昌盛，國泰民安。

管浩鳴 立法會議員

今年是兔年，兔子純潔、溫柔、良善愛人，
又靈敏、跳脫、活力十足，更具有機智、謹
慎、小心翼翼的特點。兔子的這些特性，讓人
喜愛，也令人們對兔年有許多美好的願景。

春節前夕，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為香
港祈福，祝願福澤香江，以信仰之教化與力
量，與眾同心同行，扶貧濟困，燃點明燈，
共建和平正義之道；願政府與各界能與眾共
克時艱，復建興盛之城，眾民得以安居樂
業，身心健康。六宗教將協力共勉，胸懷祖
國，放眼世界，植根香港；更祝全體市民以
信實慈惠待人，心地光明，不畏艱難，一心
向善，止於至善。

聖公會主教院發出新春賀歲短片，陳謳明大
主教祝願市民將愛傳給更多的人，在新春家庭

團聚的時間，抽出時間探訪那些需要我們關心
的人，將甜美的愛，送給心中最渴望甜味的
人。

鄉議局則按傳統習俗為香港求得第11號中
籤，「凡事守舊、求財遂意、自身得運、婚姻
不合。」用漢高祖劉邦白登之圍的典故，寄寓
香港能謹慎行事，守住抗疫三年恢復通關後得
來不易的大好形勢，謹慎行事，促進由治及
興。

社會各界依照不同的傳統習俗，在新春期間
作出美好的祝福，代表着香港社會各界盼望能
在疫後有平穩發展的共同願望。

過去幾年，香港經歷了一段較艱難的時期，
2019年的修例風波，給香港帶來巨大的傷害，
2020年又出現全球性的新冠病毒疫情，香港經

歷了三年抗疫的困境。在中央的支持之下，同
時也在全體市民的共同努力之下，香港實現了
由亂到治，並且走上了由治及興之路；香港又
戰勝了疫病，社會穩步地走向復常，即將迎來
全新的發展。

今年春節前夕，我們實現了首階段與內地免
檢疫通關，讓分隔兩地的家庭能在新春佳節團
聚，讓疫情阻隔的兩地經貿、文化交流可以穩
步復常，香港將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
好地背靠國家，聯通世界。通關復常，為香港
社會發展帶來無限的動力，市民看到香港像兔
子那樣又重新活躍起來，社會百業復甦，市面
重新興旺起來，市民心中也充滿了欣喜，盼望
香港由治及興的新發展。

新一屆特區政府為香港帶來了新氣象，新一

屆特區政府守正創新，務實謙遜，按照習近平
主席去年七一重要講話中提出的「四個必
須」、「四點希望」，制定了新的施政藍圖，
針對香港社會存在的深層次矛盾，提出切實可
行的解決方案，積極回應了市民的呼求，贏回
市民的信任。

新的一年，將是新一屆政府落實一系列施政
綱領的重要一年，藍圖已繪就，方向已確定，
接下來就應該小心謹慎地做好每一項工作，謙
虛地聆聽社會和市民的意見，讓香港穩步走上
新的發展大道。

新的一年，社會充滿了新希望，社會各界須
珍惜來之不易的良好形勢，同心協力，共同努
力，讓香港更好地打開局面，為未來發展奠定
更堅實的基礎。

1月13日，全國港澳研究會舉辦「保證香港國安法準
確實施」專題研討會，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致辭中
重溫香港國安法的立法要旨和原意，指出要全面準確實施
這一法律，使其更好發揮為「一國兩制」實踐保駕護航作
用，令香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繼續大有作為。如
何全面準確實施，關鍵是要責任到人。無論是國安委成員
還是指定法官，無論是司法人員還是普通市民，都需要負
起自己的那份責任。

從「人人有責」到「主動擔責」
國家安全，人人有責。香港國安法實施兩年多來，相信很

多人對這句話都不陌生。維護國家安全，是所有港人的責
任。尤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治者而言，不僅要認識到這
份責任，還要有心，能夠主動作為，積極承擔這份責任。

香港國安法把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賦予了特區國安
委。國安委的主席是行政長官，成員主要是問責官員。但
並不是說，維護國家安全只是行政長官及其管治團隊的責
任。依據香港國安法，香港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
機關以及法定機構、諮詢組織等整個管治架構和每個港人
都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作為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專門機構，特區國安委責
任重大，它可以根據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形勢，制定
相關政策，也可以根據香港現有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運
行情況，推進制度完善，還可以在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行
動中，協調、調動整個特區的資源和力量。

一部法律制定實施後，執行者就是決定性的因素。套用
鄧小平曾講過的話，「政治路線確立了，要由人來具體地
貫徹執行。由什麼樣的人來執行，是由贊成黨的政治路線
的人，還是由不贊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間態度的人來執
行，結果不一樣。」香港國安法的準確實施、國安法與香
港本地法律的有機融合，既需要國安委切實履行職責，敢
做敢為，一一解決遇到的新問題，也需要能理解、貫徹立
法原意的司法人員恪盡職守，把好最後一道關。

制定法律的目的是明確紅線，教育、防範和制止犯罪比

懲治更為重要。香港國安法針對的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
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
嚴重罪行。實施兩年多來，警方共拘捕230多人，其中30
餘人被判有罪，人數很少，恰是香港國安法懲治極少數嚴
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保護絕大多數市民的佐證。

從「涇溪石」到「心中弦」
要充分發揮香港國安法的震懾力，防患於未然，就要在

港人心中形成一根弦，一根維護國家安全的弦。如果說這
根弦以前因為特殊的歷史、現實原因沒有存在或不那麼明
顯，那在2020年6月之後，維護國家安全的「弦」就要逐
步構建、明晰起來。

唐人有詩云：「涇溪石險人兢慎，終歲不聞傾覆人。卻
是平流無石處，時時聞說有沉淪。」國家安全就像「涇溪
石」一樣，提醒、警示着人們，避免出現「傾覆」的情
況。如果說香港國安法剛開始落地時，不少港人心理上會
不習慣、不適應，有這樣那樣的擔憂，但隨着國安法的實
施，及在實施過程中進一步明晰一些問題，尤其是去年
12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還就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進
行了解釋，重申該法的立法原意和要旨，讓更多人進一步
了解、理解國安法。這部法律是為香港好的，是保護港人
的權利和自由的，是打擊違法犯罪行為的，是堵塞法律漏
洞的、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

「一國兩制」之下，中央通過香港國安法授權香港特區
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中央負責處理特區層面難
以解決的問題，這種「雙執行機制」是中央全面管治權與
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統一的體現，是在維護國家安全
的實踐中 「一國兩制」的體現。隨着香港維護國家安全
法律及相關體制機制的完善，隨着社會對維護國家安全宣
傳教育的習以為常，隨着港人心中有了國家安全的那根
弦，曾經的「涇溪石」也終將由有形化為無形，成為港人
的「心中弦」。這是維護國家安全內化於心的過程，也是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治理念、法治思維、法治習慣形成的過
程。

全面準確實施香港國安法的關鍵
李環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港澳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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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平理

李易璇 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 香港芭蕾舞團行政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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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一院總體設計部總體室副主任顧名坤
1月18日透露，我國未來將攻克二子級軌道再入重複使
用關鍵技術，研製具備完全重複使用能力的重型運載火
箭。重型運載火箭是載人航天和深空探測的重要運輸工
具，也是航天強國的標配。如今，全球為數不多的航天強
國都積極拓展重型運載火箭，但由於重型運載火箭技術先
進複雜，涉及行業配套和工藝水平超高，系統集成難度更
大，除了美國之外，只有中國擁有研發重型運載火箭的發
展規劃和實施計劃，具備三個重要優勢。

探索太空要講究實惠安全可靠
要想實現中國人探索太空的鴻鵠之志，必然離不開重型

運載火箭，為此我國早就開始進行「長征九號」重型運載
火箭的研製工作。「長征九號」運載火箭是我國至今為止
研製的最大載荷能力的運輸工作，可以把重達130噸的超
大載荷送到地球低軌道。這就意味着，我們要發射大型空
間站只需要一枚火箭就可以實現運輸目標。

我國如今要把人送上太空，主要依靠載人運載火箭「長
征-2F」，但隨着我國新一代飛船研製成功，以及即將開
展載人登月規劃，研製安全性高、可靠性強、經濟實惠的
重型載人運載火箭就顯得至關重要。

致力研究可重複使用火箭
首先，我國正在研發的重型載人運載火箭，具備完全可

重複使用的能力。經過多年技術攻關，中國重型運載火箭
已經突破了總體設計、大推力液氧煤油發動機、大推力液
氧液氫發動機、大直徑箭體設計、製造及試驗、大功率伺
服機構等為代表的關鍵技術。我國正在攻克二子級軌道再
入重複使用關鍵技術，努力把載人航天重型火箭的一子級

和二子級打造成具備回收能力，加之新一代飛船也是可重
複使用，載人航天整體經濟性會更強，更加適合未來激烈
的載人航天競爭。

其次，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有效提高了火箭可靠性
和安全性，尤其是針對載人重型火箭更為重要。我國的載
人運載火箭「長征-2F」採用了大量先進控制和故障診斷
技術，安全性指標達0.997，從而確保載人航天任務實現
100%可靠性。同樣，重型載人運載火箭採用了大量全新
技術，並充分借鑒「金牌火箭」的成功經驗，更會讓我國
載人航天發展有可靠的技術保障。

第三，模塊化家族設計、組合化構型是中國重型運載火
箭特色。中國優化了重型火箭構型，基於重複使用和串聯
構型，形成了重型運載火箭系列化型譜及發展路線。重型
火箭基本型為三級串聯構型，地月轉移軌道運載能力約50
噸，用於執行深空探測任務，其一子級具備重複使用能
力。在基本型基礎上，取消三子級，形成兩級串聯構型，
低軌運載能力約150噸，用於執行近地軌道任務，一子級
具備重複使用能力。隨重複使用技術發展，一旦攻克二
子級軌道再入重複使用關鍵技術，我國航天將研製具備完
全重複使用能力的重型運載火箭。

相比於比較保守的美國「阿耳忒彌斯（Artemis）」計劃登
月火箭，中國重型火箭技術更為先進；相比於馬斯克的「重型
獵鷹」火箭，中國重型火箭大推力發動機更具實力和靈活性。
馬斯克發展商業航天思路比較前瞻，既全力降低成本，又充分
創新，甚至採用顛覆性的設計理念，如「星艦」系統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國航天既要立足自身，在關鍵技
術爭取突破，也要大力鼓勵民營航天發展，充分借鑒世界
科技文明先進成果，讓我國深空探測行穩致遠，推動人類
科技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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