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要有夢，就有實現的可能，無止橋
慈善基金的義工本為山區兒童興建方便
上學的步行橋的夢想，成立6年完成26個建
橋項目。無止橋慈善基金表示，希望透過
「起橋、搭橋」 行動，為內地貧困地區建
便橋外，也為香港與內地年輕人搭通更多
溝通之橋，讓他們互相學習，共同進步，
達致兩地共融目標。建橋行動吸引不少社
會名人參與，環境局局長黃錦星也曾赴內
地建橋。

本報記者 林丹媛

6年內地建26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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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員倡購新光推動粵劇
【本報訊】記者陳錦輝報道：施政報告提到向各區區議

會撥款最多一億元，用作推行重點項目，但區議會內部對如
何利用款項有不少建議，部分更是創意無限。有元朗區區議
員建議在元朗十八鄉興建骨灰龕場，既可滿足區內需求，又
可作為一盤生意，實行錢搵錢。至於港島東區，有區議員建
議，購買新光戲院的股權，推動粵劇發展。

各區區議會磨拳擦掌，構思如何利用一億元興建硬件或
推出服務，甚至有人異想天開，打算用一億元興建游泳池。
有東區區議員笑言，該區一名獨立的區議員曾提出，以一億
元購買新光戲院的股份，免卻每數年要與業主傾談續約的問
題，以推動粵劇發展。當然有關建議私下得不到其他區議員
支持。

至於元朗區議會方面，有指民主黨的黃偉賢提出，在十
八鄉大棠荔枝山莊附近興建骨灰龕場，一來以商業模式經營
，賺得的款項可用於區內其他服務，二來區內對骨灰龕位的
需求殷切，實行一石二鳥。

不過，龕場建在接近梁福元有份經營大棠荔枝山莊，有
該區區議員指出，鄉民對建議亦有很大的反對聲音，相信成
事機會不大。

【本報訊】房屋署建議東涌公屋地盤提升發
展密度增建千個單位，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到
訪大澳和東涌期間，從高處視察有關公屋地盤及
東涌海旁的房屋發展，聽取規劃署官員匯報當區
規劃。

陳茂波昨日早上先到大澳，了解當局的文物
保育工作和最新發展。他先參觀由舊大澳警署活
化而成的大澳文物酒店，然後到大澳鄉事委員會
歷史文化室，大澳鄉事委員會主席李志峰向陳茂
波介紹了大澳的文物及文化特色。

陳茂波下午到東涌逸東，探訪一個四人家

庭並向他們拜年。他和已退休的男戶主一家閒談
，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需要及關注事項，並祝
願他們萬事如意，身體健康。

陳茂波其後分別在東涌西和東兩個地點，從
高處眺望區內發展，並聽取了西貢及離島規劃專
員鍾文傑匯報當區的規劃，包括東涌第39區的公
營房屋計劃和東涌海旁的房屋發展。在結束訪問
行程前，陳茂波和離島區議會主席周玉堂與14位
議員會面，聆聽他們對離島區的發展和其他議題
的意見。

無止橋慈善基金昨日舉行新書《二十四橋明月
夜》發布會，書中輯錄基金在2007至2012首個5年完
成的24座無止橋的點滴。無止橋慈善基金義務秘書
兼主編紀文鳳表示，書名來自燈謎，謎底為 「夢」
字，希望啟發年輕人追尋夢想，更多人加入無止橋
。她說，無止橋除了興建有形的便橋，也是一條建
立兩地學生和村民之間的 「心橋」，推動本港和內
地大學生親身到內地偏遠貧困地區修建便橋，改善
村民生活，也讓本港青年透過體驗及感受，深入了
解內地實況。

新書《二十四橋明月夜》發布
現為實習律師的蘇孜穎，2009年在英國修畢法

律學位後，曾到四川、雲南和甘肅的貧困農村參與
無止橋建橋項目。她說，建橋工作讓她學會感恩和
欣賞，她亦特別珍惜農村簡樸的生活方式，和村民
的相處也讓她反思 「物質上的給予」不一定是快樂
的來源。在建橋過程中，她亦認識到來自不同省份
的義工，大家守望相助的精神讓她留下深刻印象。

無止橋慈善基金成立6年，不少社會知名人士曾
參與，身兼無止橋慈善基金榮譽顧問的環境局局長
黃錦星，2005年夏天任職建築師期間，到甘肅毛寺
村參與無止橋建橋活動。他說，建橋的意義除是城
市人和鄉村人間溝通的橋樑外，也是尊重環境的環
保構思。他特別欣賞義工蘇孜穎在《二十四橋明月
夜》書中，在題為 「在無止橋點燃青春」的文章提
及在鄉村的短暫體驗，學懂用簡單角度看待生活，
與環保理念中提倡簡約樂活的人生態度不謀而合。

紀文鳳表示，前布政司兼無止橋榮譽主席鍾逸
傑亦為無止橋慈善基金 「出錢出心出力」，是無止
橋慈善基金的精神領袖。時任發展局局長的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曾在2009年及2011年，到甘肅太白
村及雲南為無止橋主持竣工禮。

據了解，無止橋義工中也有名人二代，特首梁
振英的兒子、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兒子也曾參與
建橋，醫院管理局新界東聯網總監馮康兩位女兒亦
是無止橋的義工，二人也有在書中分享建橋點滴。

不少名人子女參與建橋善舉
無止橋慈善基金成立於2007年，直至2013年在

內地貧困山區完成26個建橋項目、一所生態學校、
兩個社區中心和一個綜合重建農村示範，總共有超
過1000名學生和義工參與，受惠村民逾4萬。由於無
止橋是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為慶祝中大今年50周
年金禧校慶，無止橋將聯同中大、北大與史丹福大
學，在5月4至8日於甘肅省一農村興建一條金禧橋。

紀文鳳籲包容勿分化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對於港大民調對

特區官員的評分，曾擔任梁振英競選辦副主任的紀
文鳳表示，現時社會是一面倒針對政府，認為這樣
只會使香港分化。

紀文鳳昨出席無止橋慈善基金新書《二十四橋
明月夜》發布會後接受訪問時表示，現時誰做特首
都會出現問題，因為社會一面倒針對政府，如特首
在維園年宵開幕當日遇示威人士滋擾，大家只批評
特首，卻沒反省示威者行為。她又說， 「香港社會
有病」，社會出現分化，有部分人士擾亂社會治安
，希望在新一年社會能多點包容，勿分化。對於劉
皇發初二求得下籤，籤文指 「宜慎小人」，她說，
相信香港可否極泰來，凡事到了谷底都會反彈，而
梁振英在競選政綱中曾提及要 「行之正道」，若非
行之正道的就是籤文中所說的小人。

【本報訊】記者戴
正言報道：有議員和學
者研究在天橋底建臨時
房屋，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張炳良昨日出席電台
節目時表示，他認為想
法創新，相信發展局會
考慮意見。但張炳良亦
指出，在天橋底起臨時
房屋，要考慮空氣質素
，而從住屋角度看，他
希望興建比較永久性的
住所。城規會副主席兼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
席黃遠輝則表示，在天
橋底興建房屋須詳細研
究，但認為可行性低。

張炳良：梅窩建公屋需配套
對於有報道說，政府考慮在梅窩興建居屋，張炳良（圖）

說，有地區人士認為梅窩是適合地方，政府亦希望有土地建
屋，會作各方面嘗試，若要在梅窩建公營房屋，需考慮交通
能否負荷、對環境的影響及社區配套等。

城規會副主席兼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則表示
，想像不到在天橋底興建房屋，須詳細研究，但認為可行性
低。黃遠輝指出，首要考慮是空氣質素問題，天橋上汽車排
放的懸浮粒子容易沉澱，住宅亦要有適度採光及天然光。

市區公屋難求，輪候冊突破20萬大關，有意見認為要檢
討富戶政策，但黃遠輝認為，目前樓價高企，即使公屋富戶
也買不起私樓，不是時候檢討富戶政策。

他又說，在偏遠地區例如梅窩興建居屋，要考慮公共交
通配套，大嶼山的大幅土地，如果可以改善交通、加以善用
，長遠對香港的房屋發展有好處。被問到在偏遠地區是否應
興建資助房屋，黃遠輝表示，要研究個別地盤再作考慮。他
亦指出，不論公屋或居屋，都要有足夠的交通配套，否則對
住戶造成不便。

此外，政府就紅隧和東隧分流推出三個方案，諮詢公眾
三個月。張炳良在電台節目中亦表示，三個方案的基本考慮
是希望減少紅隧的擠塞情況，但承認都並非徹底解決方法。
他說，方案中無提及西隧，是因為西隧現時的連接路限制，
流量已經超負荷，起不到分流作用。對於有建議將紅隧加費
及東隧減費的幅度調高，張炳良說，加減多少，除了經濟方
面，亦要考慮市民的接受能力，他又重申，局方有聆聽運輸
業界意見。

天橋底建臨時房屋
黃遠輝指可行性低

政 壇 小 八 哥

無止橋愛無止

陳茂波視察東涌房屋發展

居民倡元朗設農墟
【本報訊】記者陳錦輝報道：新界社團聯會在新界

九個地區設辦事處，向市民提供服務。該會會長梁志祥
表示，新社聯經費不足，計劃在今年9月至10月首次舉
辦籌款晚會，籌款目標為500萬元，以加強地區服務和
工作。梁志祥又透露，新社聯會員人數已增加到21萬，
目標每年增加2萬會員。他亦提到，居民建議在元朗設
立農墟，在假日時間售賣有機農產品。

現時新社聯在大埔、元朗、屯門、北區、西貢、沙
田、荃灣、葵青和離島九個區提供服務，各區辦事處每
年可得約20000元舉辦活動，若需要其他經費，則要自
行籌集。梁志祥昨與傳媒聚會時表示，該會舉辦活動的
經費不足，正研究在今年9至10月首次舉辦籌款晚會，
目標籌500萬元。他強調，有關款項只作地區活動和工
作的用途，與選舉無關。

身兼元朗區議會主席的梁志祥亦表示，區內有不少
農戶反映，希望可以設立一個農墟，在假日或其他時間
售賣有機農產品，而他初步構思可選址元朗劇院附近的
空地。他續說，區內在兩年前已醞釀有關構思，而有關
建議將交到區議會跟進，但需要政府有關部門批出地方
，因此難以預料具體落實時間。

莫乃光招攬葉建源食檸檬
反對派公共專業聯盟希望擴大政治版圖，並邀請獨立立

法會議員葉建源和李國麟加入，但葉建源昨已經表明無意加
入，令公專聯的立法會議員莫乃光和梁繼昌新一年先 「食檸
檬」。葉建源表示，無意改變自己獨立的身份，擔心太多政
治組合會令公眾混淆。李國麟則說仍在考慮中，會在農曆新
年後再與二人商討。

現時公共專業聯盟中，有資訊科技界莫乃光和會計界梁
繼昌兩位立法會議員，另一主要成員、法律界郭榮鏗在議會
內只跟隨反對派公民黨的大隊，因此他們希望壯大聲勢。二
人昨與傳媒聚會時，表示已邀請教育界的葉建源和衛生服務
界的李國麟加入，希望在議會內發揮更大影響力。莫乃光表
示，對成功邀請二人感到樂觀，表明願以任何形式合作，不
會作捆綁式投票，只會就各議題交流意見，而二人正在考慮
中。

不過，葉建源昨日接受查詢時，表明拒絕二人的邀請。
他表示，無意改變自己獨立的身份，擔心太多政治組合會令
公眾混淆，自己亦無意 「多戴一頂帽」，希望有較強的獨立
性。他續說，不介意與其他組織互相補位，在大家專長的範
疇上交換意見，他對與各政黨合作持開放態度。

至於同樣獲邀的李國麟就說，自己在思考會否有新發展
，現時仍在考慮會否加入公專聯，預計在新年後再與莫、梁
二人商議。

他相信，雙方會在民生議題上交換意見，而自己在醫療
方面較為熟識，若果加入公專聯後希望有所貢獻。

梁國雄剪布上訴失敗
【本報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去年5月終止辯論遞補機

制的 「拉布戰」，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提出司
法覆核不獲受理後，早前再向上訴庭提出上訴，2月1日被駁
回。立法會主席及作為有利害關係的一方列席聆訊的律
政司司長判獲訟費。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昨日向議員發
出通告。

通告中亦指出，上訴庭同意林文瀚法官於2012年5月判
決書中的看法，包括：任何根據《議事規則》參與立法程序
的憲法權利均不可能包括 「拉布」的權利。這項發言或參與
的權利必須與《基本法》第七十二（一）條賦予立法會主席
主持會議的權力一併理解，並須受該項權力所規限；及《基
本法》第七十二（一）條賦予立法會主席的權力必須包括行
使適當權力或控制會議的職權，當中包括以有秩序和公平恰
當的方式進行會議，以及在適當情況下終止辯論和將事項付
諸表決的權力。第七十二（一）條所賦予的權力，由《議事
規則》訂明的其他職權予以補充。

【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廣深港高鐵預計2015年
通車，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表示，港府正研究如何處
理 「一地兩檢」的方案和法律問題，亦會與其他相關的
政策局以及內地有關部門一同協調溝通。他又強調， 「
一地兩檢」並不會影響目前的出入境政策。

黎棟國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說，對於高鐵出入境檢
查問題，必須在現行法律框架下，找出可行的出入境檢
查方法。他又指，無論是 「一地兩檢」抑或其他方法，
都是複雜的問題，需多方面合作與協調，並非朝夕間事
，當局正 「快馬加鞭」研究可行性。他以於深圳西部通
道實施 「一地兩檢」為例，稱由於當時本港和內地各需
立法，也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達成雙方都認為合法

而可行的共識去處理。
當被問及會否引起外界擔心內地機關在本港執法時

，黎棟國強調，香港的法律清晰且明確，不僅僅是內地
，任何非香港的機關都不能在本港執法。

廣深港高鐵後年通車
廣深港高鐵連接廣州、深圳、東莞以及香港，分為

廣深段和香港段兩段。廣深段已於2011年12月26日開通
；香港段始於香港西九龍填海區西九龍總站，止於香港
與深圳邊境，全長26公里，於2010年4月正式動工，預計
於2015年落成通車。根據《兩鐵合併條例》，屆時會以服
務經營權的模式租賃予港鐵營運，直至2057年12月1日。

黎棟國：不影響出入境政策

港府研高鐵一地兩檢

▲左起：無止橋慈善基金行政總幹事周嘉旺、
義務秘書紀文鳳、榮譽顧問黃錦星、榮譽主席
鍾逸傑及中文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兼無止橋慈善
基金主席吳恩融出席新書發布會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陳茂波（
右三）和離
島民政事務
專員李炳威
（右四），
與離島區議
會主席周玉
堂（右二）
及14位議員
會面，聽取
對離島區發
展和其他議
題意見

◀黎棟國表
示，港府正
研究廣深港
高鐵實行 「
一地兩檢」
方案和法律
問題
資料圖片

◀梁志祥（
右）昨邀請
傳媒到家中
品嘗屏山盆
菜，左為梁
太

本報記者
陳錦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