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Y：克盡己任 迎難而上
接受新華社專訪 談未來五年治港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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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的願景就是我的追求。在未來五年的
時間裡，我將履行我選舉的承諾，行之正道，穩
中求變，和七百萬香港市民一起攜手共進，將香
港建設成更繁榮、更公義、更進步的社會。」

梁振英說，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在分析和
思考，如何順應香港現實環境和回應香港各界求
變的呼聲，重塑香港競爭力。目前全球不確定因
素很多，香港發展更是面臨新的很大的挑戰，社
會上求變的呼聲越來越高。內外環境都在變，我
們能做到以不變應萬變嗎？如果新一屆政府對大
環境的變化漠然置之，施政一成不變，要想保持
香港的繁榮穩定，肯定做不到。

適度有為 穩中求變
參選後，吸納香港社會方方面面的意見，梁

振英將政綱概括為 「穩中求變」。他解釋說，穩
定發展是目標， 「求變」作為一種手段最終是為
了求穩求發展，是為了給香港一個和諧發展的環
境，人人都有發展的空間，不僅老百姓安居樂業
，商界人士也有安定的營商環境。

梁振英說，提出穩中求變，就是想改變過去
多年來政府施政中民意意見最大的方面。包括一
些議論較多的方面，比如在經濟發展方面，政府
要不要有所作為。香港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
府不應該過多干涉，但是也並非無為而治，特別
是在市場調節失靈的時候，需要審時度勢，適度
有為，穩定市場秩序，為香港社會發展從方向上
、政策上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近年西方政府的
表現，也清楚印證了這一點。

梁振英提到，將在上任頭幾個月抓緊落實
CEPA、「十二五」規劃中支持香港發展的政策，以
及李克強副總理訪港時提出的三十六條惠港措施
，解決落實中的一些具體困難，實實在在地將國
家的支持，轉化為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果。

他談到，目前正在思考香港的幾大關係，除
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外，還包括如何處理
好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也就是 「一國
」與 「兩制」的關係；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包括
與各省區市的關係；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後的各階
層關係等等， 「我希望社會多討論，並形成積極
、正面、健康的想法」。

行政管治 以民為本
在梁振英的政綱中，提到 「凝聚人心維護核

心價值提高認受性」。他表示，七月一日上任後
，他將一如既往深入民眾，體察民情，傾聽民意
，並凝聚社會共識，確保政策緊扣市民心中所想
、切合市民生活所需。

在兩位行政長官身邊，在擔任行政會議非官
守成員召集人過程中，梁振英感受良多：得民望
的政策受歡迎，也給了政府施政的空間。而沒有
民意的政策市民不會買帳。他相信，民意才是施
政的基礎，政府的政策，一定要以民意為支撐。

他說，最近幾年下基層的過程，令他進一步
認識香港，了解基層市民的呼聲與願望，也獲得
了解決辦法的思路。他始終記得，一位老先生與
他在天橋底下談公共房屋的問題，老先生說，
「我理解你們暫時解決不了（問題），但是，你

願意走訪基層，我說的你願意聽，聽進去了，我
講了心裡就舒服。」

梁振英說，將來我和我的管治團隊一定會以
民為本，從香港的長遠和整體利益出發，掌握社
會脈動，確保政策符合社情，貼近民意。 「我不
僅要自己堅持深入基層，一支筆，一本簿，一張
櫈，與市民交流，也會帶領司局長等管治團隊，
到香港各區聽民生，擴大和提升政策研究的範圍
和水準，強化社會和經濟問題的調研工作，以科
學態度和客觀事實主導決策，提升施政水準。」

核心價值 重要元素
他說：我的理念是，要親商界，也要親基層

民眾。工商界對香港社會經濟發展有重大貢獻，
要滿足他們對企業發展的需求；而關注與滿足市
民民生等方面的訴求，達到社會穩定和諧，才是
營商的理想環境。工商地產業的利益與全社會的
利益總體是一致的，唯有穩定和諧的大環境，地
產商也好，其他工商業也好，普羅大眾也好，都
才有持續發展的空間。而經濟發展了，政府也才
有更多財政去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如貧窮問題
、房屋問題、環境問題，這樣香港才是一個更健
康的社會。

他特別強調：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法治、
人權、誠信、廉潔、新聞自由等等，不僅是香港

人生活的一部分，更是 「一國兩制」、 「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 「我們要
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同時要積極解決很多社會
問題，包括保持香港的和諧穩定。在經濟和民生
政策上，我會就分配不公、高物價、房屋、醫療
和教育等社會問題，跟市民一起共謀對策，解決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各界齊心 共撐香江
在三月二十五日選舉結果揭曉後，梁振英在

會展中心面向各界呼籲： 「選舉已經結束，合作
應該馬上開始。我衷心希望大家可以團結包容，
將正能量重新注入香港。」 「只要齊心，香港一
定成功。」

七百萬人的團結，齊心，一直是梁振英最大
的期盼。宣布參選第一天，他就呼籲： 「香港需
要我們，希望七百萬香港人，能夠齊心，一意，
撐香港。」在行政長官選舉競選過程中，梁振英
競選的標誌是 「齊心」兩個字，口號是 「齊心一
意撐香港」。他說，團結、合作、包容，是香港
發展的必要條件，我衷心期待團結香港各界人士
，包括選舉時反對自己的人；我也期望各行業、
各階層、各地區齊心合作，令經濟、社會和政治
獲得更健康發展。為了取得更廣泛的共識，從去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宣布參選第四任行政長官後，
梁振英就開始陸續推出政綱的各個諮詢版，希望
廣泛聽取各方意見。

「當時我提出，這些政綱應該不僅是競選時
的政綱，也應是執政的政綱，因此必須有操作性
，必須對香港社會、對國家負責。」如今，他希
望未來的管治團隊，包括公務員團隊，能把香港
市民的願景，把他向市民承諾的政綱，細化成政
策加以落實。

在結束記者專訪時，梁振英重複着他對市民
的承諾： 「作為一個基層子弟，我受到香港栽培
和恩惠，才在人生路上有一點成績，對香港，我
一直懷着感恩和報效的心……我的心願是能夠在
我生長的香港，和香港人共同努力，掌握機遇，
克服挑戰，把香港建設成為更繁榮、更公義、更
進步的社會。」

【本報訊】 「我明白行政長官的工作非常艱巨，但我一定會克
盡己任，以行之正道、穩中求變的治港理念，迎難而上。」 今年七
月一日，就是香港回歸祖國、香港特區成立十五周年紀念日。這一
天，梁振英將接掌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責任，成為這個年輕特別行
政區的第四任行政長官。近日，梁振英接受了新華社的獨家專訪，
並在訪問中暢談他未來五年的治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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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市民推崇這樣一類人：出身貧
寒，勤奮努力，專業人士，事業有成。這些
人是他們的榜樣，因為他們通過努力也可以
獲得成功。所謂 「獅子山下的精神」，就是
從底層起步打拚的精神。梁振英的成長之路
正是許多香港市民希望走的路。

梁振英出生於一個警察家庭。小時候，
家裡很困難，父親的薪金養活一家五口人。

梁振英的姐姐回憶，梁振英上學前班時
，需自備午飯。因為家窮，媽媽早上蒸一鍋
饅頭，梁振英就帶着水杯和一個饅頭到學校
去。天氣冷，饅頭變硬時，他就蘸着熱水吃
饅頭。 「那時我上下午校，中午在家吃飯，
常常看見媽媽邊吃熱飯邊紅了眼。她是想起
在外啃冷饅頭的弟弟。」

後來，為了貼補家用，全家大大小小都
做塑膠花。當時十一歲的梁振英是家裡唯一
的男孩子，上課之餘負責搬運材料和塑膠花
往返工廠。幾十公斤的材料常常令梁振英走
走歇歇，到今天，梁振英的右肩膊還比左肩
膊寬。

艱辛童年 鑄就堅毅
「記得最後一次交完塑膠花後，母親將送

花的最後一個袋子放入箱子收藏起來，說是要
留給孫子。」──這是梁振英的第一堂人生課
：不畏艱辛，自食其力。

青少年的艱辛還不僅於此。童年的深刻記
憶還包括：為了節省車錢，步行半小時上學；
吃不起學校的伙食，回家吃午飯。

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七年，梁振英赴英國
留學，三年多時間，除了姐姐的嫁妝資助以外
，他靠半工半讀維持自己的學習生活費用。他
每周到快餐店打工三個晚上，每次六個半小時
，回到住處時往往是凌晨了。和在香港一樣，
為了省幾個車費，每天上學放學靠兩條腿走兩
小時的路。

青少年時期的艱辛，不僅鑄就了梁振英堅
毅頑強的品格，也使他對香港社會基層有了更
多認識，成為他今天關注基層市民的歷史情結。

愛國行為 公民責任
不久前，一名初次見面的英國記者表示，

對梁振英過去幾十年的行為 「不理解」。他指
的是內地改革開放之初，剛從英國留學歸來一
年的青年梁振英，與香港一些專業人士一道，
跨過羅湖橋，參與到國家改革開放的大業中。
那時，國家還很落後，他們到內地講課的交通
費用，都是自掏腰包，沒有酒店，有時就一張
行軍床，睡在過道上。

這位英國記者說，這種情況在上世紀七十
年代的香港人中並不普遍，因為不少香港人對
內地有偏見。 「你這是愛國主義的體現吧？」

「我回答他，愛國是公民的責任。」他告
訴這位記者，這個信念最早是從英國人身上學
的。

梁振英一九七四年赴英國留學， 「有如面
前突然有了一面鏡子，看見了自己，看見了自
己的國家」。

梁振英讀書之餘在一家外賣店打工，每周
三次。這一天，他第一次請假了，為的是看一
場球賽，一場中國隊對英國一個地方球隊的比
賽。 「場上奏響中國國歌，這是我第一次在公
開場合站立聆聽中國國歌，感受很不一樣。」
「就在這場球賽中，我看到英國人對本國國歌

的感情和對本國球隊的支持。」
那時，他留學的英國布里斯托有一個中華

同學會，同學會的學生來自香港、馬來西亞、
新加坡等地，都是華人。大家對祖國、社會和
人生有很深的思考，這給了梁振英很大的影響
。 「那時，一些香港同學跑到在英國的中國使
館，自報專業，希望報效祖國，為國家發展出
些力」。其中，一位學習物理的博士，一九七
九年自己帶着錢，來到北京中科院為國家發展
做研究。

「這些經歷是我巨大的人生財富。自此，
我開始深思 『個人─社會─國家』的關係」，
思考能為自己的國家出些什麼力，做些什麼
事。

令梁振英十分欣慰的是，他參與了國家改
革開放的進程，在歷史發展的印痕中，留下一
個三十多歲香港青年的足跡：一九八八年憲法
修改中，他關於土地使用權可有償出讓和轉讓
的建議得到採納；參加深圳特區第一個城市規
劃、內地舉行的前三次大規模土地公開招標
，他都參與了，他還參與了中英文標書的寫
作……

他說： 「生在香港，學了些知識，能夠報
效社會、報效祖國，是我莫大的榮幸。」

家是香港 情繫香江
香港淘大花園是二○○三年在沙士中遭受

重創的居民小區。當時淘大花園E座遭遇沙士
突襲，三百多戶集體感染，無人敢去淘大花園
。但梁振英卻組織了一隊專業人士，來到淘大
花園E座檢查水管設施，找尋病毒源頭。他們
還當即籌集七十多萬港元，幫助這座樓更換了
全新設計的隔氣彎管。

參選行政長官後，梁振英競選團隊來到淘
大花園，小區居民夾道歡迎，這個故事才被披
露出來。

為全體市民，服務香港，是梁振英多年堅
定不移的信念。

當年在英國留學時，有海外機構欲留梁振
英在當地，但喝香江水長大的梁振英還是決定
回到生他養他的香港，他當時一句感性而實在
的話是，父母年事已高，要回到父母身邊照顧
他們。

作為測量行業的專門人士，一九八八年，
梁振英被評為 「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在香港
，這一殊榮是獎勵那些自身刻苦努力有成就並
對香港發展做出貢獻的年輕人。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這個中央對港的方針，如今已經成為香港人
的共識。在香港回歸祖國的進程中，梁振英和
一大批港人一道，催生着人類歷史上這個獨創
的政治體制的誕生。

自從一九八五年出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
員後，一個個頭銜丈量着梁振英的腳步，也成
為這位香港仔人生檔案中最珍貴的一筆：基本
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
，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預委會政務小組港方
組長，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副主任委員。

梁振英有一句名言 「家是香港」。過去幾
年來，梁振英每周定期在報章上撰文，大多數
是在思考香港這個 「大家」的未來。他說，我
們要思考，當我們退下來的時候，如何給我們
的孩子，我們的一代又一代留下一個更繁榮、
更公義、更進步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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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日前接受
新華社記者專訪，
暢談他未來五年的
治港思路 新華社

▲梁振英強調： 「只要齊心，香港一定成功。」 圖為梁振英上月當選後與支
持者一同會見傳媒

▲梁振英求學時認真專注地閱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