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國教聯盟揚言再圍政府
教界嘆要挾撤科手法如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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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通脹、貧富懸殊、樓
價不斷攀升等社會問題困擾不少本港家庭。有調查發現
，跟十年前對比，香港家庭的抗逆能力較十年前有所下
降；而最困擾香港家庭的問題是 「住屋」、 「婚姻危機
」及 「欠下債務」。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於去年十至十一月進行一
項名為 「香港家庭的抗逆力」問卷調查，訪問了二千多
名家長，了解他們面對逆境時的抗逆能力、家庭正在面
對那些困難，以及面對困難時的支援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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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家庭抗逆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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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無人中
二獎：2注中，每注派1,214,320元
三獎：122注中，每注派53,080元
多寶獎金：26,362,129元 展巍巍中華風土人情

【本報訊】因應 「佔領中環」行動約 30 人日前企
圖重新 「佔領」中環豐總行地下廣場，豐銀行昨日
發表聲明，表示廣場屬於私人物業，該批人士的行動是
違法。豐銀行又稱，在日前清場行動中，有一名保安
人員在遭到 「佔領中環」行動人士 「突襲」後，豐銀
行已關閉廣場。

豐銀行發表聲明
指佔領廣場屬違法

【本報訊】記者王欣報道： 「六十三醒獅耀香
江」大型龍獅賀國慶活動昨日在維園舉行。六十三
頭 「醒獅」在維園舞動，慶祝祖國六十三華誕。香
港東區各界協會會長黃順源致辭時表示，今年，中
央繼續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保持繁榮穩
定，隨新一任特首順利產生，標誌香港進入新的
發展階段。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三周年和香港
回歸祖國十五周年，東區地區團體和區議會昨日舉
行 「六十三醒獅耀香江」大型龍獅賀國慶活動。中
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立法會議員曾鈺成、
李慧、鍾樹根，香港東區各界協會會長黃順源等
擔任活動主禮嘉賓。

黃順源致辭時表示，六十三年來，國家發展一

日千里，成就巨大。特別是近十年，堅持全面、協
調、可持續的發展理念，國民經濟高速發展，人民
生活持續改善，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成為世界第二
大經濟體。今年，神九飛天， 「蛟龍」入海，航母
入列，中港運動員在倫敦奧運會、殘奧會再創佳績
，進一步增強了全體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今年，
中央繼續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保持繁榮
穩定，隨新一任特首順利產生，標誌香港進入新
的發展階段。市民 「一人兩票」選出新一屆立法會
，推動香港民主政治的不斷進步。

大會還進行了金龍醒獅點睛及簪花掛紅的傳統
儀式，現場有六十三頭醒獅表演，場面壯觀，充滿
旺氣。活動開始時，參加活動人士全體肅立為南丫
島海難遇難者默哀一分鐘。

六十三醒獅賀國慶

由於梁振英上月三十日表示，將於今日聽取
委員會會議口頭報告後再作回應，大聯盟因此再
發撤科限期通牒。不過，大聯盟中不同團體對撤
科各說各話。大聯盟發言人葉寶琳認為，只要政
府撤回官方指引，就宣告聯盟行動成功。葉建源
認為，撤科要滿足三點： 「無實施期限，不獨立
成科，以及不存在指引。」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則
強調： 「政府應立即停止與國民教育科有關的其
他配套措施，包括教師培訓等。」

學民思潮再次威脅罷課
學民思潮發言人張秀賢再次威脅發起罷課。

「十七日雖然要上課，但下午四點已經放學。」
他呼籲大、中學生參加集會，支援葉建源的撤科
動議。而 「反國教」大專行動發言人李澤民聲稱
要發起 「全民公投」，決定是否應清除城市大學
反國教聯盟違規集會，甚至無視校方警告，毀壞
公物的塗鴉。而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發言人陳惜
姿一方面攻擊特區政府 「無能」，另一方則說，
「希望特首把握最後一次獲得市民掌聲的機會。

」教協理事韓連山把矛頭直指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謝凌潔貞，表示不排除再次進行絕食行動。

此外，不同天主教學校國民教育關注組昨組
成 「天主教學校國民教育關注組聯盟」，要求政

府撤回指引。
就在上個月立法會選舉在即，學民思潮於八

月三十日突然宣布佔領政府總部，反國民教育家
長關注組、教協、學聯及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
聯盟只隔一日便一齊宣布加入佔領行動。有媒體
踢爆 「反國民教育大聯盟」搞的這場佔領騷，與
康文署舉辦的嘉年華規模有過之而無不及，會場
內有極為先進的影音設備，成本相信在百萬元以
上，政治意圖昭然若揭。事件在學生 「絕食」的
煽情宣傳下迅速升級，9月8日民間反對國民教
育科大聯盟發起 「黑衣黑絲帶，全城大集會」，
學民思潮甚至揚言要 「癱瘓金鐘」。在政府一再
讓步下，9月9日佔領行動宣布結束。

政府尋理性討論遭拒
對於反國教人士、團體不斷以罷課要挾政府

撤科，有中學退休女校長曾慨嘆，香港正進入教
育界 「文化大革命」，一派順我者生，逆我者亡
的氣氛，但她認為煽動罷課，只會引起更多社會
人士反感，實際支持者不多。家長教師會聯會負
責人也曾表明，反對以大罷課迫政府撤回國教科
的立場。他們強調： 「政府尋求理性討論，有人
卻拒絕討論，甚至人身攻擊，他們如何教育我們
的下一代？」

「民間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 昨日向行政長官梁振英發公開信，威脅若政府
不撤回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課程指引，將重返政府總部，並包圍立法會。教育
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也將在十七日立法會提出撤回國民教育科動議，並促請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引咎辭職。就此，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回應： 「開展國民教育科委
員會是一個有廣泛參與的委員會，政府期望在會議內取得共識，亦會盡快回應委
員會作出的建議。」

實習記者 彩 雯

兩岸四地攝影家作品

【本報訊】記者戴
正言報道：反對國民教
育科人士早前在國慶日
升旗禮附近被警方帶走
，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
昨日表示，警方是根據
《觀禮守則》行事，有
合理地懷疑對方可能干
擾升旗禮，才會採取行
動。他舉例說，外國亦
會阻止被列入 「黑名單
」的人入球場觀看賽事
，以免不愉快事情發生
時覆水難收。如果被帶

走人士不服，可以提出法律挑戰。
張志剛又表示，很難討論當時保安的行動是否

合法，而是應該討論示威人士，應否在升旗儀式期
間示威。他相信當日警方行動是防患於未然，他們
有理由懷疑示威人士將會干預升旗儀式，並非單純
是因為他們身穿黑衣而將他們帶走。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則聲稱，在升旗禮前兩
天已向警方表示，不會在升旗儀式進行期間有任何
示威。學民思潮只是普通的學生組織，張志剛以
「黑名單」作比喻並不合適。

另外，就國教討論事宜，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出席另一公開場合時表示，今日由胡紅玉為主
席的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將會延續在
上月二十七日的討論再次開會，這是一個有廣泛

參與的委員會，特區政府亦很期望在這個有廣泛參與的委
員會內能夠在會議內得到一個共識。行政長官早前已經表
示，會盡快回應委員會向政府提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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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鄧如菁報道：中電及港
燈計劃明年加電費，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
表示，政府已收兩電提交的電費調整建議，
但沒有透露建議加幅，強調政府會謹慎把關
，當中包括電費結構等細節，相信能平衡各
方利益。有關電費調整的具體建議，今年底
將交行政會議和立法會審議。

中電去年底曾提出今年加價百分之九點
二，港燈也要求加價百分之八，在各界反對
下，中電將加幅下調至百分之四點九，港燈
就調低至百分之六。環境局已收到中電及港
燈提交的報告，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出席活
動後說，當局會根據《利潤管制計劃協議》
的精神審視，嚴謹把關，但他沒有透露建議
詳情，強調會平衡社會考慮， 「除了平均加
費外，有些細節是要按照社會和政府商討」
，譬如電費結構。至於電力公司提出成本上
升的因素，他認為要視乎客觀情況，包括全
球以至香港的能源價格，預計會在今年底向
行政會議和立法會，提交電費調整建議。

近日，中電提出希望用較長年期攤分電
價升幅，令每年電價加幅減低，恒生管理學
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認為，市民的訴求是電
費加價太高，中電指攤分電費加幅並不代表
不會加價，只是分開加而已，認為是 「換湯
不換藥。」他表示，政府要靠民意與兩電討
價還價。

另外，黃錦星又認為，垃圾徵費的意義
重大，可以改變市民的行為，但仍有很多細
節考慮，需要社會廣泛討論，希望年底前會
向立法會報告進度，希望明年由公眾參與討
論。

對於環保團體反對政府在大埔龍尾興建人工泳灘，
黃錦星說，有關工程已經經過十多年討論，亦通過環評
、城規會及獲立法會撥款，政府今天會召開跨部門會議
，與環保團體會面，交流意見，了解各方面關注，暫時
未打算叫停工程。

街市燈、街市
秤和鹹水草是香港
傳統街市三寶，滿
載港人的集體回

憶。然而隨地道街市式微，這些物品也
漸漸淡出人們的視線。有經營街市攤檔數
十年的老行尊慨嘆，面對超市競爭及成本
上漲，生意日漸難做， 「舊時可以養起成
頭家，而家淨係夠自己飽肚」。他們懷念
舊時濃濃的人情味，希望政府提供協助，
保留香港的街市文化。

受超市衝擊生意淡
在旺角街市賣雞蛋三十年的蕭瑞貞，

幾歲已隨父母到街市幫忙，一家扎根旺角
逾六十年。她說，上一輩的人情味更重，
鄰里街坊感情深厚， 「搬走都會返幫
襯，好似朋友一樣」，商販間守望相助。
街市擺檔講求誠實、夠分量，才留得住客
，檔口八成雞蛋都要她親自驗收，用街市
傳統的紅燈，照一照便知好壞，口碑傳出
去就有生意。但近年超市搶生意，令生意
難做， 「連蒜頭、豆豉呢少少配料都唔
放過」，唯有不時賣些合時宜的菜來 「搵
快錢」。街市的世襲制讓自稱 「讀唔到書
」的她有生存機會，還養大兒女。

六十五歲的何順銘（銘叔），賣了二十五年的自家製
腐乳和雲吞。七歲起就跟家人擺檔的銘叔，學得用鹹水
草捆紮食材的好手勢，三兩下就將節瓜、綠豆和雞蛋捆
好，「唔使特別練，熟能生巧」。他一人擺檔養大三個子
女，現都已成材，他慨嘆，現在的收入較九七年前少了
一半， 「上一輩一層樓先幾千蚊，但每日賺到十幾廿蚊
，而家差好遠」。現在唯一「賺多」方法就是勤力，
「有開工時間，無收工時間，有時間搵錢無時間使」。

冀政府保育街市文化
港九新界販商社團聯合會主席鄭素娥說，現在街市

的生意非常不好，已漸漸式微，但這是香港獨有文化，
應該獲得保留，希望政府正視。她認為，政府應首先改
善街市營商環境， 「而家檔口太細，出界就要罰，試過
最貴罰五千蚊，無半個月生意」。她已向政府建議，
若長者願意交還牌照，應逐年提供合理補償，至最少八
十五歲， 「你可以限制佢地期間唔可以申請綜援，又可
以讓老人家有尊嚴」。

奧海城昨日舉辦 「香港地道街市王」比賽，進行
「照蛋」、 「秤重」和 「綁紮」三個環節，銘叔以最高

分榮膺 「街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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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汪澄澄報道：由香港中國旅遊出
版社舉辦的 「兩岸四地攝影家合拍中國大地 24 小時
十年回顧展」昨日舉行開幕式，展出數以百計兩岸四
地攝影師，在過去十年間走訪中國各地拍攝的百幀作
品，從不同視角展現我國各省市的地理風貌、歷史遺
跡和風土人情，將於今、明兩日繼續展出。

「兩岸四地攝影家合拍中國大地 24 小時十年回
顧展」開幕儀式，於昨日傍晚在 「天際100」香港觀
景台盛大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國務院僑務
辦公室副主任何亞非、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公署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實、台灣《中國時
報》總監林聖芬和本港著名攝影師簡慶福等，應邀出
席典禮。

緣於十年前的巧合
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社長王苗在開幕式上致辭介

紹，是次攝影展的緣起，要追溯到十年前，當時該社
與台灣《中國時報》合作，啟動 「兩岸攝影家合拍中
國 24 小時」系列活動，當時就有六十多名大陸攝影
師赴台拍攝作品，得到廣泛回響。十年來該活動不斷
延續，如今，已經有數以百計，來自內地、香港、澳
門和台灣的頂尖攝影家，先後聚焦台灣、北京、貴州
、澳門、西藏、浙江、山東、上海、吉林、雲南、青
海和新疆等省、市、自治區等地，拍攝大量作品。

王苗形容這次活動是兩岸四地攝影家的真誠對話
，而拍攝的作品，則全方位地反映了中華大地的各種
自然景觀、人文風貌和時代精神，是中國各地尋常百
姓生活的一個個精彩縮影。何亞非則表示，是次展出
的一百幅作品，鮮活而真實地敘述了一個個中國故事
，視角豐富、主題鮮明，很容易讓人產生共鳴。何亞
非並在儀式上，贈送精選作品集予董建華。

儀式結束後，嘉賓們紛紛遊走於展板間，從這一
百幅作品中，充分領略我國各地的壯麗風景、多彩風
情，並從作品中感受和體會中國各地在這十年間發生
的變化。昨日的展覽現場也聚集了不少中外遊客，他
們既可於三百六十度觀景台上，鳥瞰整個香港，亦可
透過展覽，了解中國。是次展覽將由昨日起至九日。

▲張志剛在城市論壇
表示：搞事黑名單外
國有先例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在旺角街市賣腐乳、雲吞二十五年的何順銘（前
排中）贏得 「街市王」 稱號 本報記者虢書攝

◀ 「六十三醒
獅耀香江」 慶
祝國慶活動昨
日舉行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兩岸四地攝影合拍中國大地24小時十
年回顧展昨在港舉行開幕儀式，全國政
協副主席董建華（右八）、國務院僑務
辦公室副主任何亞非（左六）、全國政
協常委余國春（右七）、台灣《中國時
報》總監林聖芬（左四）等應邀出席典
禮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兩岸四地攝影展展出數以百計兩岸四
地攝影師，在過去十年間走訪中國各地
拍攝的百幀作品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