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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果斷妥善處理海難 彰顯急民所急施政理念
來論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高敬德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首席顧問 施祥鵬
面對本港近四十年來最大海難，梁振英及其團

隊臨危不亂，果斷高效，配合默契，為救災忘我投
入，盡心盡力，做好協調救援和善後工作，彰顯了
梁振英心繫市民、急民所急、 「民生無小事」的施
政理念，受到社會的廣泛肯定。特首梁振英上任將
近百日，各項民生工程逐步落實。然而，反對派刻
意針對梁振英，事事政治化，刻意狙擊干擾特區政
府施政，甚至連南丫島慘劇也政治化，竟然將梁振
英透過中聯辦協助聯絡廣東打撈船及拯救隊誣衊為
破壞 「一國兩制」，是 「干預香港事務」，暴露這
些人反梁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反中，而且到了走火
入魔的地步！

一、及時妥善處理海難
受到社會廣泛肯定

南丫島大海難，釀成 39 死的慘劇。對於上任
未足百日的梁振英政府而言，無疑是一次重大考驗
。作為特首的梁振英，在應對危難處理上顯示出高
度的責任感和敏銳性，充分展現了高效的危急救災
能力和珍愛生命的核心價值，令海難中的死亡人數
減至最低，避免災難擴大。梁振英在出事當晚第一
時間到拯救現場視察，政府的災難協調機制亦在海
難發生後立即啟動，消防、水警、醫管局等不同部
門有條不紊地展開拯救行動。同時，考慮到 「人命
關天」，必須動用一切手段協助尋找生還者，梁振

英當晚透過中聯辦向廣東省提出協助打撈，獲得積
極回應。至凌晨一時多，梁振英走遍接救傷者的五
所醫院，探訪傷者，直至深夜三、四點鐘才 「收工
」；翌日又親自率領有關部門官員召開記者會交代
政府救援工作。

梁振英及其團隊遭遇本港近四十年來最大海難
，臨危不亂，配合默契，為救災忘我投入，盡心盡
力，做好協調救援和善後工作，行動果斷迅速，受
到社會的廣泛肯定。是次被撞船隻的港燈母公司集
團主席李嘉誠表示，港府在災難處理的表現已十分
好。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亦讚賞特區政府在處理
南丫島海難上有效率，做得很好。資深立法會議員
曾鈺成透露，梁振英身邊不止一個人說， 「CY有
超人的精力，幾乎不用睡，不用休息」，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高永文亦指，發生海難當晚，梁振英整晚
沒有睡。

二、逐步落實民生政策
履行親民特首承諾

處理海難果斷高效，與梁振英心繫市民、急民
所急、 「民生無小事」的施政理念一脈相承。上任
後，梁振英和他的團隊走遍全港十八區，和居民直
接溝通交流，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走入民眾，零
距離接觸市民，拉近政府和市民之間的地理、心理
和政策距離，履行他要做個親民特首的承諾。

新政府上台未幾即推出多項民生措施，包括於
今年十月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發放相當於
雙倍 「生果金」即每月二千二百元的 「長者生活津
貼」，長者醫療券由明年開始倍增至一千元，明年
一月抽籤讓五千名白表人士免補地價購買二手居屋
，全額資助非牟利機構興建青年宿舍，設立五億元
的社會企業發展基金，涉及總開支超過七十八點五
億元，受惠人數超過七十萬人。另外，新政府還推
出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包括長者兩元乘車，交通津
貼雙軌，安裝無障礙電梯。這些民生工程有的看起
來並非大事，但卻體現了梁振英關心民生疾苦的施
政風格。清代鄭板橋《墨竹圖題詩》： 「衙齋臥聽
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
一葉總關情。」鄭板橋說自己只是一個小縣吏，然
而只要是有關民生疾苦，事無巨細，都會放在心上
。作為特首，梁振英把七百萬市民的民生疾苦放在
心上，令市民感到欣慰。

樓價高企是本港市民最關注和焦慮的問題之一
。梁振英上任後已着手加快公屋、居屋興建，除了
先容許五千名白表人士免補地價購居屋，又計劃興
建青年宿舍。七月三十一日，梁振英宣布十項穩定
樓市措施，反映政府有決心協助市民置業，加快審
批預售樓花申請亦有助紓緩樓市供求緊張。九月六
日，梁振英明確港人港地政策的具體內容，顯示政
府平抑樓價、幫助市民解決住屋問題的決心。

當然，香港積壓的深層次問題不少，不可能一

蹴而就，相反還存在重重阻力。梁振英亦深明任重
道遠，面對的挑戰不容忽視，但他迎難而上，堅持
為民做實事、排解困難，以務實客觀的態度推動落
實各項政策。梁振英明確表示，已經成熟的決策，
會盡早執行；需要諮詢和進一步研究的課題，特區
政府一定虛心聆聽、審慎決定。特區政府會急市民
所急，為市民解困，繼續以成熟一項、落實一項的
做法，致力改善民生。應該說，梁振英上任以來推
出的政策比較準確把握了民意的取向，積極回應了
市民的訴求。

三、反梁反中走火入魔
禍港殃民暴露無遺

值得注意的是，梁振英上任以來，一直受到反
對派咄咄逼人的狙擊。從反對政府架構重組，到近
期的反國教、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來看，反對派是
不放過任何干擾、破壞梁振英施政的機會，大有不
推倒、不癱瘓特區政府誓不罷休的氣焰。更令人難
以接受的是，一些最激進的反對派將南丫島慘劇政
治化，指責梁振英全力指揮救援是 「做騷」、 「發
死人財」、 「玩水屍」。更有甚者，梁振英透過中
聯辦協助聯絡廣東打撈船及拯救隊，竟被誣衊為破
壞 「一國兩制」，是 「干預香港事務」。這些的指
控非但是生安白造，更暴露這些人反梁的最終目的
就是為了反中，而且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中央一貫關愛港人，維護香港福祉，從董建華
、曾蔭權到現在的梁振英當特首，中央都一如既往
地支持特區政府，這是 「一國兩制」優勢的體現
，也顯示香港與內地血脈相連、休戚與共和互
相扶持的關係。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少數
反中政客公然煽動 「反回歸」，赤裸裸
搞 「去中國化」，其禍港殃民之心
已暴露無遺，必將被市民唾棄。

【本報訊】海難中傷重不治的女童
徐凱盈，生前就讀學校昨日舉行默哀儀
式。校長梁越美表示，儀式中有同學感
到傷感落淚，校方亦會密切關注學生的
情緒，教育局已安排心理輔導人員到校
支援。

十歲的凱盈生前就讀紅磡灣馬頭涌
官立小學，校方昨晨安排學生在課室悼
念。校長梁越美說，凱盈的班主任和一
些老師也不太接受這個事實，經過溝通
交流，老師們的心情已平服，學生方面
「大致上還可以」，不過，有幾位與凱

盈相熟的同學在儀式中哭泣，校方說會
密切留意情況，教育局亦已派出心理學
家到該校支援。

凱盈弟弟已出院
梁越美形容凱盈溫文有禮，不少老

師都懷念她，特別是班主任。徐凱盈的
弟弟在同一所學校就讀一年級，同在海
難中受傷，梁越美曾到醫院探望他，以
及同在事件中受傷留醫的徐媽媽，雖然
弟弟已經出院，但未知何時回校上學，
無論如何校方會盡量提供支援。

另校方在校門外貼上告示，通知家
長和學生有關事件，又稱對於學生在海
難中逝世，感到惋惜及難過；學校大堂
的壁布板也讓同學貼上心意卡，表達心
意。

同校學生對於徐凱盈逝世感到難過
，直言： 「不開心，學校走了一個同學
。」又有學生認為 「出了去玩，但結果
這樣，覺得很可惜。」有家長表示，意
外讓人不開心，會教導子女與同學間要
互相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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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李家祺報道：南丫島海難意外
發生以來，榕樹灣居民對慘劇一直難以忘懷。昨有
佛教團體及原居民自發於停泊 「南丫四號」殘骸的
牙較灣舉行追悼會。二十多名喇嘛及市民為死難者
唸經，期望死難者早日安息。

無情海難奪去三十九條無辜生命，昨有佛教團
體及市民為死難者舉行祭祀，並燃起大型火堆超度
亡魂，冀死難者能早日安息。主辦組織為藏傳佛教
團體，傳統風俗把死者死後的第七天作 「頭七」，
會舉行祭祀儀式，但藏傳佛教的頭七則定為死者死
後八日，故特意到此超度。

南丫島居民陳先生表示，今次首次參與追悼會
，期望死難者家屬早日忘記傷痛。亦有居住市區特

意到來的區小姐表示，自己是藏傳佛教徒，故特意
前來榕樹灣參與追悼會及唸經，為死難者出一分力。

兩鄉委會明辦悼念活動
另外，南丫島南、北段兩個鄉事委員會向撞船

意外的死難者致祭，會於明日於榕樹灣碼頭舉行聯
合悼念拜祭儀式，由下午五時至晚上十時為止，方
便下班回南丫島的居民參加，一同向死難者致祭。

警方為尋找事發當日的目擊者擺放於榕樹灣碼
頭的攤位，今日會停止擺放，但供市民查詢死傷者
資料設立的熱線一八七八九九九亦已停止運作，市
民如有資料向警方提供，可致電九一八八二七一○
與水警總區重案組聯絡。

佛教團體為死難者超度

六成七人滿意善後工作
市民促檢討海上交通安全指引

研究機構認為，政府應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
徹查意外成因，及盡快完善海上交通安全指引，
加強保障海上交通使用者的安全。

六成七人指救援效率高
香港研究協會於十月三日至七日，以電話隨

機訪問一千六百多名十八歲以上的市民，以了解
他們對南丫島撞船事件的意見。結果顯示，有六
成七人認為政府於撞船意外發生後，救援的工作

效率較高，表示一般的佔兩成三，而表現低的則
只佔百分之五。

同時，受訪的六成七人滿意政府對意外的善
後工作，不滿意的不足百分之五；另有五成五人
滿意行政長官梁振英處理事件的表現，反映政府
專業救援工作得到市民認同，及對特首處理危機
的手法持正面態度。

倡規管兒童須穿救生衣
同時，有八成人認為政府有需要立法規管海

上交通安全指引，認為沒有需要的不足一成；認
同加強海上交通安全指引的被訪者中，有五成五
人認為在船上的兒童都應穿上救生衣，並應立法
規管這一行為。對於海難意外發生後，有五成人
滿意港燈於意外後的公關處理手法，不過有三成
八人則不滿意港九小輪於事件後的回應，感到滿
意的只有一成五人。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表示，慘劇已激發起公
眾對海上交通安全的討論及關注，協會促請政府
做好救傷扶危、支援死傷者家屬等善後工作，並
責成特別調查委員會盡快徹查意外成因，還受害
者、其家屬及公眾一個真相。同時應盡快完善海
上交通安全指引，加強對海上交通使用者的安全
及保障他們的生命，避免再有類似慘劇發生。

南丫島海難意外發生不足兩個小時，行政長官梁振英即率高官探望傷者，並
成立委員會徹查事故，贏得市民讚賞。有機構調查發現，近七成被訪者滿意政府
處理南丫島撞船意外的處理手法，有八成人認為，政府有需要檢討海上交通安全
指引，亦有逾五成人認為應立法規管兒童於船上須穿上救生衣。

本報記者 戴正言

南丫島一場撞船大海難
，見證了無數的人間大愛，
作為醫管局主席的胡定旭目

睹了救人的瞬間，他感受至深： 「在醫院裡，人人
都很團結，你幫我我幫你，很感人。」

說起海難事件，胡定旭依然有點激動。他說，
事發當時正在請人吃飯，八時許收到撞船的消息，
起初以為不會是什麼大事，但約十數分鐘後的情況
便意識到 「大鑊」，到九點的時候，醫管局的醫生
護士已經抵達了海怡半島，對傷者進行分流的工作
。而第一個傷者十點前已經送抵了瑪麗醫院，而醫
管局的重大事故控制中心亦正式啟動。胡定旭說，

當時醫管局臨時共調動了一百多人。
「在醫院現場，傷者都驚魂未定，有人會突然

哭了出來，場面很震撼。」胡定旭說。當時，為了
安撫傷者的心靈傷痛，醫管局十時許已經派了很多
的心理專家在現場坐鎮。

家屬拉着特首哭
那一晚，胡定旭忙到了凌晨四點。因為陪同特

首梁振英去完五間接收傷者的醫院已經是清晨了。
對於外間指他們去現場有礙救援工作那些不負責任
的聲音，胡定旭淡然處之。 「我覺得去探望傷者是
好的，現場就有家屬拉着特首哭，希望協助找回七

十多歲的家婆。現場大家都幫助大家，很感人。」
那一晚，最辛苦的還是那些前線醫生。胡定旭

說，東區醫院急症室的一位醫生一直工作到翌日晚
上才回家睡了一覺，但他們都毫無怨言。

胡定旭說，這次海難醫管局的反應非常快，效
率也非常高，這是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無法相比的。
香港之所以有這樣迅速的反應，完全是由於○三年
沙士後成立的重大事故控制中心已經變得非常成熟
，香港已經擁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處理災難性事件的
系統。他舉例說，日前來港的沙特男童事件 「嚇死
人」，因為若真的是 「新沙士」，事件會很麻煩。
他透露，由於該男童的父親不希望兒子入院，衛生
署要臨時發出扣留令才可強制該小童入院檢查的。
胡定旭說，由於對方是中東人，醫管局連翻譯也安
排好了，因為這些涉及公眾健康的事情， 「做多點
好過做少」。但他強調市民無須擔心，香港的保護衣
物和口罩等裝備數量已經起碼有三個月的存量了。

胡定旭：災難應變系統成熟
本報記者 戴正言

特稿
【本報訊】記者連達曦報道：約50名市

民昨晚響應網上號召，身穿素服，參與於中
環九號碼頭為南丫島撞船事故死難者舉行的
燭光晚會。主辦單位向參加市民派發黑絲帶
，又為海難中死者默哀三分鐘致哀。有參加
者表示，希望政府能繼續主動對死者家屬提
供支援，又促請當局全面檢討香港海事交通
安全指引，避免慘劇再生。

九號碼頭燭光晚會

▲佛教組織在南丫島舉行法事，為死難者誦經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特首梁振英（左一）到醫院探望傷者
。旁為醫管局主席胡定旭、站立者為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資料圖片▲

南丫島居民繼續就是次海難寫心意卡
，盼死者一路走好，傷者堅強生存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