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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動議其心可誅

井水集

立法會議員、「支聯會」主席李卓
人，昨日在會上動議，根據「立法會權力
及特權法」，要求成立「專責委員會」，
調查二○○三年商業電台續牌以及與
二十三條立法遊行活動相關的事宜。

這真是一個目中無法、完全荒謬
的 「動議」 。

李卓人此一動議的目的，是 「項
莊舞劍、志在沛公」 ，既不是真的想
為商業電台 「討公道」 ，更不是關心
二十三條立法的事宜，動議背後的真
正目的，徹頭徹尾就是針對候任特首
梁振英！

眾所周知，事情源起於兩位建制
派候選人之間一次 「論壇」 對壘上的
言詞。當時，候選人之一的唐英年
「火遮眼」 ， 「爆」 出在商台續牌和

二十三條遊行有關問題上，指對手梁
振英曾說過一些態度強硬的說話。事
情當時引起過比較大的回響。

但是，隨特首選戰的結束，事
件很快也就平息下來，市民並未予以
深究，他們更關心的是已當選特首的
梁振英未來的施政風格與理念，是不
是會更關心和造福弱勢社群，提高施

政效率，團結各界共同前進。
但是，這個居心叵測的李卓人，

卻死抓住一兩句話不放，硬指政府當
年在商台續牌和二十三條立法問題上
有什麼見不得光的 「陰謀詭計」 ，要
運用立會 「特權法」 ，成立專責小組
進行調查。而一旦小組成立、調查展
開，政府內部包括行政會議上的討論
，都將會被全部公開，事情有可能因
此變得更複雜，在社會上造成更大的
傷害與撕裂……

而且，當日唐英年的有關講話，
被指可能公開了不應該公開的政府內
部討論，不論真實性如何，已經違反
公職守則，令他在誠信上大大失分；
如今李卓人假借調查之名，要政府公
開更多不應該公開的行政會議討論內
容，這不是要徹底破壞政府的施政機
密、破壞行政立法關係、破壞本港的
法治和誠信核心價值了嗎？

李卓人此舉，目的是抗中亂港、
阻撓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更企圖破壞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與全港市民的關
係，真是其心可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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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頂骨舍利蒞港供奉是一件 「發心
不可思議、因緣不可思議、功德不可思
議、果報不可思議」 的佛門盛世，目的
是淨化人心，淡化功利社會，促進世界
和平。此次盛舉堪稱千載一時，亦必將
成為進一步鞏固香港和世界各地佛教界
的黃金紐帶。

是次蒞臨本港的佛頂骨舍利是當今
世界唯一的釋迦牟尼佛頂骨舍利，於二
零零八年四月被考古人員在南京大報恩
寺遺址發掘，並於二零一零年，在海內
外一百零八位高僧大德的共同見證下，
在南京棲霞寺盛世重光。

佛教中有 「見舍利如見佛陀」 一說
，是次迎請的佛頂骨舍利更是佛教界的
至聖之物，亦為中華文化遺產的瑰寶。
佛頂骨舍利蒞港實屬不易，是經過香港
佛教聯合會與各界信眾的積極爭取，才
獲國家批准，使得香港成為唯一供奉過
佛牙、佛指、佛頂骨舍利的城市。是次
供奉是佛頂骨舍利重光後首次出巡，選
擇在香港回歸十五周年之際，又體現出
國家對香港市民的關懷。

另一個特別的安排是，第十一世班
禪額爾德尼．確吉杰布亦將首次來港出
席此次盛舉，據悉，香港佛教聯合會作
為主辦方之一將負責接待的工作，至於
具體的行程安排則會在稍後公布。

▲香港富豪酒店大廚何志堅介紹 「千僧齋」 主菜羅漢齋的
18種食材 中新社

蔣堅永表示，應中國佛教協會、香港佛教聯合會、中華
宗教文化交流協會的邀請，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十一世班禪
額爾德尼．確吉杰布將出席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並作發言。
「十一世班禪作為藏傳佛教的重要領袖，亦是中國佛教協會的

副會長，受到宗教界和信眾的廣泛崇敬和擁戴，也曾參加過第
一屆和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蔣堅永稱。

首次到境外參加活動
十一世班禪現年22歲。此次前往香港參加第三屆世界佛

教論壇，將是他首次在內地之外的地方參加活動。據了解，
2006年4月，十一世班禪曾出席在浙江杭州和舟山舉行的首屆
世界佛教論壇，並作發言；2009年3月，他出席在江蘇無錫舉
辦的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開幕式，並用英語作了發言。

蔣堅永指出，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和佛頂骨舍利赴港澳供
奉兩大活動同時在香港和澳門舉辦，不僅是中國佛教界的大事
，也是世界佛教界的大事，將會給香港和澳門帶來和諧、安定
與繁榮，增進內地與港澳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他表示，在兩場活動主辦方、舉辦方和各支持、協辦單位
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兩場活動的籌備工作進展順利，基本就緒
。他相信本屆世界佛教論壇定會平安、順利、圓滿地舉辦。

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常務理事劉威透露，本屆世界佛教
論壇經過了精心籌備，內容豐富，精彩紛呈。

劉威還舉例道：開幕式上將舉行 「千僧萬眾誦《心經》」
；舉辦六場電視論壇和一場網絡論壇，就普遍關心的佛教議題
、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等深入研討。屆時，來自海內外的高僧
大德發表精彩的演講。據了解，開幕式上，王菲將唱誦心經，
劉德華等唱論壇主題歌。

劉威稱，論壇期間還有一大亮點，佛頂骨舍利將蒞臨香港
供奉，接受廣大佛教信眾瞻仰。 「此次是佛頂骨舍利在南京盛
世重光後的首次出巡，這使香港成為佛牙、佛指、佛頂骨舍利
都蒞臨供奉過的唯一城市。」

24僧人貼身保護舍利
被問及佛頂骨舍利安保工作時，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執

行副秘書長郭偉表示，佛頂骨舍利定於25日下午從南京啟程
前往香港供奉，因佛頂骨舍利是佛教界的聖物，此次赴港，將
依慣例由佛教界護法團護送。屆時將由24位僧人組成佛頂骨
舍利護法團，24 小時貼身保護。作為迎請方，香港方面也組
織了相關的護法團及保安進行外圍的保護。

蔣堅永還透露，佛頂骨舍利不僅是佛教界的聖物，也是國
寶，此次赴港澳供奉，內地與港澳警方高度重視，港澳政府已
承諾給予相關安保支持。據介紹，4 月 25 日至 30 日，佛頂骨
舍利將在香港供奉。4月30日至5月4日，佛頂骨舍利將赴澳
門供奉。

佛教論壇籌備就緒
班禪赴港出席盛事

佛教論壇暨佛頂骨舍利蒞港供奉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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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頂骨舍利安奉大典─公眾觀禮

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揭幕

千僧齋

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閉幕典禮
祈禱世界和平儀式

佛誕浴佛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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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 下周即將在香港盛
大開幕。今日在北京舉行的 「第三屆世界佛教論
壇暨佛頂骨舍利赴港澳供奉活動媒體見面會」 上
，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蔣堅永
在回答大公報記者提問時指出，第三屆世界佛教
論壇的籌備工作已經就緒。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
．確吉杰布將赴香港出席本屆論壇。

【本報記者張靖唯北京十九日電】

◀蔣堅永（中
）透露，十一
世班禪將赴
港出席第三
屆世界佛教
論壇

中新社 ▲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籌委會執行主席釋寬運接受
記者採訪

班禪赴港意義重大
【本報記者北京十九日電】內地佛教界人士對大公報表示，十一世班禪將赴香港出席

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這對全世界關心藏傳佛教發展的人士來說，是非常好的信息。
這位不願具名的法師表示，班禪在香港的亮相，一是傳遞出了藏傳佛教發展的穩定和

向上的積極信號。目前，藏傳佛教是中華佛教三大語系中非常重要的組成，藏族同胞大多
都信仰藏傳佛教，十一世班禪作為藏傳佛教的最高領袖，具有極強的代表性，他的出席代
表藏傳佛教的最強音。

二是，十一世班禪的出席也將護佑香港的社會和諧安定，同時增加藏傳佛教與香港的
漢傳佛教之間的交流與溝通。內地佛教與香港佛教，法乳一脈、同根同源，也意在增進民
眾的相互理解與信任，擴大了世界佛教界的聯繫與交往。

在2000多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在中華大地形成了漢語系、藏語系、巴利語系佛教
流派，即中華佛教三大語系。三大語系佛教共生、相融合，完美展現中國佛教的形象。

三是，作為藏傳佛教的最高領袖，班禪大師赴香港出席本屆論壇不僅讓更多關心藏傳
佛教的各界人士能夠看到藏傳佛教發展的希望，也會讓敬重班禪大師的人能有機會目睹宗
教領袖的風采。這位法師稱。

【本報記者張靖唯北京十九日電】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學誠法師表示，佛
頂骨舍利首次赴港澳供奉，彰顯了香港
與內地佛教界法乳一脈，情誼深厚。

學誠法師指出，香港在1999年首次
佛誕公眾假期期間，迎請北京靈光寺佛
牙舍利到港供奉七日，當時的香港因受
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而一度陷入經濟低
迷、人心不穩，佛牙舍利的供奉為穩定
人心，增強香港的社會經濟活力做出貢
獻。2004年，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
法師率領香港佛教界代表到陝西法門寺
迎請佛指舍利來港供奉，為香港社會走
向發展與繁榮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學誠法師表示，時隔八年之久，因
緣際會，香港佛教界又一次將佛教聖物
─佛頂骨舍利迎請至香港供奉，這也
是南京佛頂骨舍利重光後的首次出訪，
也使香港成為迎請供奉過佛牙、佛指、
佛頂骨舍利的唯一城市。凸顯了香港與
內地佛教界之間的密切關係。

此外，香港佛教聯合會還是第二屆
世界佛教論壇的主辦方之一，今年又承
擔起了第三屆論壇的主辦工作。可以說
，香港佛教界為世界佛教論壇的順利成
辦，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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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竭誠堅持做好呢份工
行政長官曾蔭權，昨日結束新西蘭

及南美外訪之行返抵本港。
下機伊始，曾特首就滿腔熱情地向

傳媒講述了此行的收穫，包括與新西蘭
進一步落實了 「自由貿易協議」 ；與智
利的 「自貿協議」 有望今屆政府任期內
完成談判工作，九月簽協議；在巴西則
力推香港作為人民幣清算平台的優勢，
以期吸引更多巴西企業來港上市……。

可以想見，過去這九天，儘管曾蔭
權人不在香港，儘管本港所有的傳媒主
要篇幅都在報道候任特首梁振英的一舉
一動，市民眼中耳中都是 CY；但是，
身在外地的曾蔭權仍心繫香港，仍在盡
心盡力的工作，為本港經濟進一步發展
打開局面。昨日談及此行成果時，更再
次強調面對歐美傳統市場經濟不振，本
港必須積極開拓新興市場，以維持國際
金融、貿易中心地位。那份以香港為家
、以香港為榮、以香港為念的深厚感情
和責任感，是溢於言表、令人感動的。

然而，就在曾特首仍盡忠職守、奔
波勞碌，堅持為港工作到任期最後一分
鐘之際，本港少數反對派政客和個別亂
港傳媒，卻在加緊向他射出一支又一支

的毒箭，企圖在這 「最後關頭」 置特首
政績和聲譽於死地，並且挖空心思企圖
挑撥離間曾、梁兩任特首之間的關係，
那種險惡用心和卑劣手法，實在令人不
齒和憤慨。

就在昨天，議員陳淑莊在立法會提
出了「對行政長官曾蔭權投不信任票」的
動議，政務司司長林瑞麟、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對此作出了有力的駁
斥，指出曾特首任內領導特區抗擊金融
風暴、推出「置安心」及決定復建居屋、
實施法定最低工資、成功爭取國家「十
二五」規劃將港澳部分單獨成章，並成
功推動政制發展，二○一七可以普選特
首、二○二○可以普選立法會……，事
實俱在，「動議」僅以所謂接受富豪招待
及租住深圳房子等事否定其全部政績，
提出「不信任動議」，是既不公平，亦沒
有充分理據的。陳淑莊動議最終被否決。

過去七年，反對派對曾特首的依法
施政從未給予過任何正面的評價，也從
未給予過任何積極的支持，直到曾特首
任期只餘下兩個多月，他們仍要 「拿
雞毛當令箭」 ，死抓住什麼 「坐遊艇」
、 「住大屋」 等事不放，實行人身攻擊

。他們 「不信任」 的並不是曾蔭權個人
，而是 「一國兩制」 和依照基本法由中
央任命的特首，正因如此，這種敵意已
經 「提早」 同時加諸於梁振英身上，
「第一招」 就是挑撥兩任特首之間的關

係。他們以 「雙非」 問題為藉口，指梁
振英上任前宣布不予 「雙非」 童港人身
份和私院 「零配額」 ，是 「架空」 現屆
政府、 「多了一個權力核心」 ，曾蔭權
已經變成 「跛腳鴨」 ……。

九七回歸前，港人曾經用「跛腳鴨」
來形容「末代港督」彭定康，那是對一個
已再無出路的殖民管治政府的真實寫照
：彭定康好事不為、壞事也再難起到什
麼作用，正是「跛腳鴨」之謂也。今天，曾
蔭權和梁振英，同是「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代表和執行者，
同樣肩負中央重託、港人支持的歷史
使命，「曾下梁上」，反映的只是「香江代
有才人出」，曾、梁之間必會有不同的施
政風格和理念，但在效忠國家、服務港人
這一點上是絕無二致的。完全可以確信
，特區第三、第四任特首和政府之間，將
會平穩過渡、順利交接，曾蔭權將會「做
好呢份工」，直至任期的最後一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