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旦將至，不少民間團體組織遊行，冀和平地表達
支持特區政府施政的民意。其中，由香港各界慶典委員
會主辦，包括工聯會、新界社團、廣東社團、福建社團
等在內的21個籌備機構協辦的 「新年新希望元旦遊
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遊
行活動，就將於2013年1月1日舉行，預計會有5000人參
加。另外民間組織 「愛港之聲」 於元旦日舉行 「愛香港
、撐政府 元旦嘉年華」 ，希望以輕鬆愉快的方式，來
表達對現屆政府及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支持。

本報記者 戴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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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舊樓施壓陰謀論宇文劍

各界慶典委員會主席鄭耀棠（小圖）表示，現時社會各界的不少
團體都希望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新的一年有新
的希望，因而決定在元旦舉行遊行，向社會和政府表達他們的訴求。
他續說， 「今次遊行是順應團體要求，以和平的遊行表達訴求。」

各界慶典委員會主辦
當被問及是否與其他同日舉行的其他遊行打擂台，製造 「歌舞昇

平的效果」時，鄭耀棠表示，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各有各的
表達」，不擔心來自各方的猜測。他指出，遊行本身並非 「歌舞昇平
」，而是表達希望政府發展經濟的強烈訴求。他續謂，過去一年本港
戾氣過多， 「新政府在過去半年，好少人講經濟，我們強烈希望梁振
英政府繼續發展經濟。儘管在短短半年內已有多項民生措施出台，但
都受到相當程度的無謂阻滯。」

他表示，特區政府需要得到更多市民的支持來推行有關民生的政
策。同時，無論外界如何揣測遊行的目的，遊行的本意都是希望表達
支持特區政府繼續依法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普遍民意。他還
說， 「相信大家都會和平地表達意見，我們的遊行隊伍肯定不會與其
他團體衝突，我們強調正面地表達訴求。」

鄭耀棠續稱，此次元旦遊行是很早之前已經決定舉辦，與梁振英
到北京述職無關，亦不擔心同參與反對派遊行的人士發生衝突。他強
調，今次遊行是為了表達民意及市民正面的要求，工聯會的會員正召
集更多市民參與。他說，按照香港現時法例，任何遊行、嘉年華、請
願等都會有糾察，今次的元旦遊行亦不例外。至於其他團體發起不同
形式的反對政府遊行，鄭說， 「無法估計他們會怎麼搞，也無法預測
，但我們自己的團體會努力組織好此次遊行」。

愛港嘉年華同日舉行
另一項撐政府活動由 「愛港之聲」舉辦，在元旦日下午3時至6時

，於新政府總部露天劇場舉行。節目內容包括歌唱及舞蹈，又邀請了
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以及民建
聯黨員王紹爾等嘉賓在台上，就香港未來發展方向作專輯演講。另外
，參與市民在登記後亦可在台上發言，表達他們對特區政府的支持及

提出施政建議。組織歡迎愛香港的市民及各社團組織、商會、同鄉會
等帶同橫額、標語出席，為政府打氣。

愛港之聲召集人兼主席高達斌說，梁振英上任至今，不斷被反對
派議員 「拖後腿」和拉布，民生政策未能順利推行；有人以梁振英僭
建為藉口，不斷誣衊他的誠信，打擊管治威信，影響政府未能改善民
生。他表示，愛港的市民忍無可忍，不能再三容忍反對派及亂港分子
胡作非為，決定自發地站出來，希望以行動支持特區施政。

他強調，組織成員都是獨立個體，並無任何政黨或外國勢力支持
，連嘉年華活動都是成員間夾錢舉辦，對於坊間有傳言指稱組織出錢
請人參加集會，強調絕無此事。他又說愛港之聲每位成員都只是普通
市民，但看不過眼一些 「有政治目的的惡勢力」，想為建設和諧社會
出一分力： 「我們不怕做傻仔、做爛頭卒，只是想香港人可以安居樂
業」。

愛港之聲副主席孟家強說，自己本來對政治沒有興趣，但新政府
上任後看到反對派橫蠻無理地反對政府，尤其是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一役對政府更是步步進逼；加上某些傳媒就梁振英的住所僭建的炒作
， 「為反對而反對」，令他終於按捺不住，要站出來支持政府。他認
為，梁振英上場後推出多項利民政策，例如推出長者生活津貼、買家
印花稅、打擊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等，讚揚政策是為社會所有人的利益
。愛港之聲表示，團體只成立三個月，所以會實事求是， 「不會報大
數」，坦言以其知名度大約會有5百至1千人出席嘉年華。

元旦撐政府活動詳情
「新年新希望元旦遊行─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遊行活動

主辦機構

時 間

地 點

∗歡迎支持特區政府的市民及組織
帶同橫額、標語出席

愛香港 撐政府 元旦嘉年華會

主辦單位

時 間

地 點

節目內容

∗歡迎支持特區政府的市民及組織
帶同橫額、標語出席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

上午10：30集合，11
時起步

由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
區遊行至新政府總部東
翼前地

愛港之聲

下午3時至6時

新政府總部露天劇場

歌唱、舞蹈、嘉賓及市
民發表意見

冀和平表達民意 料五千人參加

撐施政大遊行元旦起步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本月的調查顯示，特區政府三位
司長和管治班子的評分都上升，當中以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表現最好，評分為60.4分（最高為100
分，最低為0分），較上月升1.2分，而市民對中
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信任度亦增加，當中對中央
信任的人數比例為今年下半年最高。

中大在本月18日至22日以電話訪問了758人，
19%的受訪者滿意特區政府的表現，較上月升
0.08%。至於三位司長的評分都上升，林鄭月娥和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分別得60.4分和56.5分，二人得
分都較上月增加1.2分，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得51
分，較上月增0.1分。至於整個管治班子就得48.5
分，較上月升0.9分。

另一方面，市民對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信
任度亦增加，有25.3%受訪者表示信任中央政府，
較上月升2.9%，亦是半年來最高。至於信任特區
政府的人則有26.5%，較上月升1.4%，百分比僅次
於7月時的27.7%。

不過，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得分只有48.9分，
較上月跌1.1分，重回不合格的水平，當中以30歲
以下的人士給分較低，平均只有44分，相反51歲
或以上的人則平均給予52.5分。調查機構指，梁
振英在答問大會上交代大宅僭建事件仍無助提升
民望，相信他只能從具體政績入手，而即將公布
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將是重要的一仗。

警促遊行勿設街站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下周二的元旦日將有多個

團體發起遊行，並已獲得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而反對派的
遊行隊伍則打算設街站籌款。警方表示，當日下午維園一帶
會封路，71條巴士線和五條小巴線會受到影響。由於當日是
元旦日，維園內正舉行工展會，因此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時，
已要求團體不要擺設街站，否則警方不排除採取清除行動。

元旦有三個遊行會途經維園一帶，全部來自反對派，包
括人民力量、民陣等舉辦的遊行。由於維園足球場現時正舉
行工展會，因此警方安排民陣的遊行人士在維園中央草坪集
合，而封路會分兩階段，下午2時45分的第二階段影響較嚴
重，警方會開放三條軒尼詩道的西行線。警方估計，當日會
有71條巴士線及五條專線小巴線受封路措施影響，維園附近
的巴士站在下午3時至6時會暫停服務，呼籲市民如沒有必要
，不要駕車前往銅鑼灣，並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警方會
預留興發街停車場，讓參加工展會及維園集會的市民排隊。

反對派向來習慣在遊行時設街站籌款和宣傳，但警務處
港島總區高級警司鄭耀武指，考慮到維園正舉行工展會，很
多市民遊客趁元旦日到區內消遣，三個遊行亦會一個接一個
出發，擔心設街站會造成障礙，會產生骨牌效應。他續說，
警方做了風險評估後，在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時向主辦團體提
出了附加條件，就是不可在維園出入口和遊行路線設街站。

至於若發現有街站，鄭耀武表示，警方會按當時情況作
風險評估，會先勸喻團體將街站移離，但假如對方不聽勸告
，不排除引用警隊條例移走街站，甚至採取拘捕行動，強調
警方有足夠的法律依據。他表示，會否拘捕擺街站人士非考
慮要點，警方會以公共秩序和安全作為考慮，重申有足夠警
力維持秩序。至於警方會否向遊行至政府總部後集結的團體
清場，警方就表示，若團體依照原先與警方的協議，便不存
在清場或拘捕行動。

監警會表示，知悉各界關注警方處理大型公眾活動的安
排，委員會今年便派代表出席七一遊行，今次亦派代表參與
今次活動，希望了解警方各方面的安排。

久未有人提及 「壓力論」， 「巴士阿叔」似被
遺忘了，如今卻有媒體舊事重提。這裡說的是市建
局收購橡樹街地舖一事。

市建局收購該地段一波三折，有人反對，有人
贊成。其實是贊成的居多，原因是市建局願付出可
觀的收購價。但這個世界總有人不高興。結果於聖
誕前夕限期屆滿前大業主答應了政府，收購成功！
於是乎， 「陰謀論」便出籠，指當局有 「蠱惑」，
「業主承認受到壓力，但不肯說是什麼壓力」云。

年前網上流傳有阿叔在巴士上與其他乘客爭執
， 「你有壓力，我有壓力」之言由此而來。收購橡
樹街地舖一事，說是 「有人受到壓力，才答應政府

的要求」。宇文劍想提提說這話的記者，回想一下
「巴士阿叔」事件，你自己又如何看 「壓力」這個

詞？作為都市人，每天必然或多或少承受壓力，有
人想賣舊到發霉的舖位，而政府又肯出好價錢，以
便重建樓宇，讓有需要的市民安居。這原是大家好
的事，但總有人寧做 「釘子戶」，這中間必然由此
衍生一些爭論， 「我肯搬你不肯搬」 「不要阻人發
財」等街談巷議是免不了的。此外，當局向有關人
士說 「何時何日是作交舖與否的決定的最後限期」
。這算不算是 「施壓」？算！然而期限一定要說清
楚，說了出來，有關人士總會思前想後，但不說怎
麼行？政府並沒有用槍指嚇業主，沒有語帶恐嚇，

你肯或不肯交舖，最終仍由你決定。
「長毛」在議會裡玩 「拉布」，你說他有沒有

壓力？肯定有，他經常 「拉布」，因為他要向 「老
闆」──選他出來的激進搞事者交代。但是其他很
多市民卻大罵他 「阻住地球轉」，不理大多數人的
利益，這就是他的壓力。

說此 「陰謀論」的人別太幼稚了，隨便入人以
罪前，請先搞清楚何謂 「壓力」。你作為記者
，本身也不無壓力吧，你之所以這樣說，
你老闆可有給你施壓： 「捉政府的痛
腳為上」？

【本報訊】記者馮慧婷、成
野報道：亞洲電視演藝訓練計劃
昨開放予傳媒參觀，特意邀請著
名導演高志森向藝員介紹電影電
視與舞台劇的異同，又邀請鮮魚
行學校校長梁紀昌分享感動香港
的故事，勉勵藝員面對逆境要迎
難而上。亞洲電視執行董事盛品
儒重申，有關訓練計劃旨在讓藝
員認識國家、了解行業、社會的

現狀，自我增值，並非所謂 「洗腦」。
對於早前有報道稱，有關訓練計劃是 「洗腦」班，亞洲電視執行董事盛品儒

對事件被政治化感到匪夷所思。盛品儒表示，亞洲電視藝員培訓班從一九六七年
已開辦，零二年後培訓班時斷時續，適逢亞視改革之期，培訓班重新啟動，以培
養演藝雙修的藝員。

盛品儒續稱，亞視明年開始會有不少與內地合作的項目，課程有助藝員認識
國家，包括普通話教學，在全球都要了解亞洲、了解中國的大環境下，香港作為
中國的一部分，更應獨佔先機。

至於早前有報道稱有藝員因缺席課程被解僱，盛品儒表示，每個公司都有規
定，若規章無人遵守，長遠會影響公司發展。他坦言，解僱部分藝員實為 「揮淚
斬馬謖」： 「我只能講好可惜，因為他們在亞視的舞台上表現都不算差。」

而亞洲電視高級副總裁鄺凱迎亦坦言，過去三十多年亞洲電視的確發生很多
變化，能夠闖出一片天，全靠同事的創新精神及不斷提升、增值，今次訓練班是
一個新嘗試，透過嘉賓講者的分享，激發藝員思考。

作為嘉賓講者之一，高志森昨日主要向藝員介紹電影電視與舞台劇的異同，
他認為，戲劇的編排重視觀眾心理，鼓勵藝員在發揮創意時，要做到 「第一的」

、 「最好的」或 「最與眾不同的」。

被指政治化感匪夷所思
高志森又表示，不明白為何外界會認為課程 「洗腦」。他強調，無人限制過

他的演講內容，屬自由發揮，主要想分享演藝經驗，若將此定性為 「洗腦」，對
出席者並不公道，在課堂上感覺到藝員的提問都很有水平及思考性，相信課程有
增值作用，而創意行業尤其需要增值。

而另一名主講嘉賓2012感動香港年度
人物、鮮魚行學校校長梁紀昌，則與藝員
分享面對挫折的經歷。梁紀昌是教育界風
雲人物，他擇善固執，堅持開辦國民教育
課程。被問及來之前是否擔心被外界傳為
幫助 「洗腦」，梁紀昌甚感荒謬， 「從未
這樣想過，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立的判斷，
怎麼會洗腦。」過去十年間，梁紀昌兩度
以一人之力對抗 「殺校」巨輪，借助傳媒
的力量促使教統局正視問題，不僅帶領學
校逃出危機，更接獲過千萬元捐款，助基
層學生學習成長。

藝員感受：獲益良多
亢帥克（首屆亞洲星光大道亞軍）：其實每日課程不同。根本不是
傳言的洗腦教育啦，公司安排的課程都比較全面。現在是每周一、
三、五上堂，自己都會有小小收穫。

陳蕾（亞洲星光大道選手）：完全沒有外界所講的政治因素，外界
可能是一種猜想，或者誤解。今日講的內容都是關於創作和面對逆
境的心態，話題都比較有趣。我一直好欣賞梁紀昌校長，可以見到
他都好開心，覺得這些課都很值得聽。

亞視：訓練班助藝員增值

▲盛品儒表示培訓班重新啟動，希望培
養演藝雙修的藝員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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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電視演藝訓練計劃昨開放予傳媒參觀，特意邀請高志森（左面站立者）
向藝員介紹電影電視與舞台劇的異同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愛港之聲舉行 「愛香港、撐政府 元旦嘉年華」 ，高達斌（中）
希望以行動表示對政府的支持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特區政府需要得到更多市民的支持來推行有關民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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