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最近一個時期，香港一些媒體報道了內地遊客在公共場所 「打尖」 、 「蹲街
」 、高聲講話、隨地吐痰、不給特定人士讓座位、在商店試新衣等現象，引發了市民的一些
議論。近日中聯辦宣文部郝鐵川部長藉參加香港集美中學校友會舉行的 「2013年新春團拜暨
三八婦女節聯歡」 活動，即席發表演講 「讓世界充滿愛」 ，闡述了他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郝鐵川籲寬容對待差異
就內地遊客行為引起媒體議論發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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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就埃及熱氣
球意外死者家屬指責旅遊團領隊撇下團友及隱
瞞死訊的指控，勝景遊總經理吳道榮表示冤枉
，認為當時根本未證實消息，不可能即時告知
家人，又指出事後一直與家屬密切聯絡。另6
名死者購買了招商局的旅遊保險未能獲得賠償
，招商局集團副總裁李引泉重申保單條文寫得
很清楚，但會繼續與家屬洽商。

勝景遊總經理吳道榮稱，家屬對帶團領隊
的多項指控乃出於誤解，當時事實並非如此。
對於家屬指領隊撇下玩熱氣球團友自行回酒店
食早餐，吳道榮指洋名Wilson領隊本人沒有離
開現場，一直在車上守候，其後更目睹爆炸及有
熱氣球墜落。由於其時多具熱氣球同時升空，
他不能即時肯定出事的便是團友所乘的一具。

領隊未確實屍體屬於港人情況下，團友黃
先生詢問時他只好說 「熱氣球飄遠了」，及後
領隊到殮房看見屍體及比對人數後終證實，才
折返酒店告知有團友遇難，並隨即帶黃先生前
往認屍。吳道榮認為領隊已經盡責，沒有刻意
向團友隱瞞事實。死者家屬與入境處人員抵達

開羅後，領隊已經啟程陪同其餘取消行程團友回港，無
法在埃及與家屬會面，致令其誤會領隊迴避交代。

另外，對於家屬指熱氣球不列入承保事項，招商局
集團副總裁李引泉在北京重申，內裡是有確切的文字表
述，保險合約是很清楚，但儘管清楚仍會出於人道考慮
，在過程中一些費用已提供資助。他承諾會認真處理有
關事宜，包括有關方面協商，派專責的香港同事跟進。

內地准港旅行社辦出境遊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13日電】3月12日，國家旅遊局

發出《關於試點經營內地居民出境旅遊業務的內地與香港合
資旅行社名單的公告》，批覆康泰國際旅行社（深圳）有限公司
獲得經營內地居民出境旅遊業務資格，成為國內首個也是唯
一一個獲准經營內地居民出境旅遊業務資格的合資旅行社。

此舉是旅遊管理部門落實《內地與香港／澳門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相關精神，國家旅
遊局1月份發出《關於受理內地與香港／澳門合資旅行社試
點經營內地居民出境旅遊業務申請的公告》，開始受理內地
與香港／澳門合資旅行社申請試點經營內地居民出境旅遊業
務。深圳市文體旅遊局推薦了康泰國際旅行社（深圳）有限
公司和深圳順風旅行社有限公司作為第一批試點經營內地居
民出境旅遊業務的內地與香港合資旅行社參加備選，最終康
泰國旅（深圳）公司奪得頭魁。

郝鐵川說，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是在一個淳樸的北方
古城度過的。上個世紀80年代初碩士畢業後，在一個同
學的鼓動下，決定去上海同時幹兩件事，一是參加華東
師範大學的博士生入學考試；二是順便旅遊結婚。當時
上海的公車有一個特點，即：有的公車不預報站名，有
的公車只用上海話報站名，而且在每個停車點只停留幾
十秒。因此快到目的地時，乘客要提前擠到車門口，等
車門一開趕緊下車。而北方乘公車的習慣與此大不同，
乘客不用提前擠到車門口，可以等車子停穩之後再起身
慢慢走下車。他和太太從上海真如火車站出來，乘62路
公車到華師大，不知道要提前擠到車門，當車子在華師
大門口停下時，才悟到情況不像在北方乘車，於是他利
用自己身強力壯，起身飛奔而出，但他的太太被迅速關
閉的車門關在了裡面。為此他們當時大罵一通上海人不
近人情！

親身體驗南北文化不同
讀博士期間，一位同學結婚，邀請他和其他同學參

加婚宴。新郎按照上海市民的習慣，端上來一個菜之後
，如果大家不吃完，他就不上第二個菜。但北方人的習
慣是，不能把主人端上來的菜吃光，覺得那樣做是對主
人不禮貌。郝那一桌的人大都來自北方，因此最後大都
沒有吃飽，回到宿舍又吃了幾包速食麵才填滿肚子。第
二天他們責怪新郎官小氣，新郎官則很不服氣地辯解道
： 「我也看不慣你們北方的餐桌浪費！」

郝鐵川說，對這兩件事情，他在上海長期生活之後
，有了新的看法。首先，上海人的乘車習慣是對的，符
合現代生活追求效率的原則。你提前擠到車門口下車，
節省了大家的時間，這是有社會公德的表現。北方保留
農業社會生活慢節奏的人應該學習上海人的這些先進理
念。但當時上海的公車也有問題，要麼是不提前預報下
一站的站名，要麼只是用外地人聽不懂的上海話預報站
名，對外地人確實考慮不周！同樣，那位邀請人們參加
婚宴的新郎官同學節約開支、不浪費糧食的做法也符合
現代社會的良好生活理念，克服了大花灑、講排場的落
後習慣。但如果他能事先和北方同學講清這些道理，也
不至於要人家餓肚子回去。

港台遊客行為亦曾惹爭議
平生喜愛文學的郝鐵川引述英國作家簡．奧斯丁的

《傲慢與偏見》，敘說人與人交往切忌傲慢。在18世紀
末充滿等級觀念的英國，伊麗莎白是小鄉紳班內特家五
個女兒中的老二，被認為是最博學和最機智的。達西開
始自恃貴族出身，英俊有才，覺得伊麗莎白出身平凡，
其母親和妹妹言行粗俗，因而傲慢地看不起伊麗莎白，
故意在別人面前奚落，第一次見面便認為她不配做他的
舞伴，傷害了伊麗莎白的自尊心。伊麗莎白雖然喜歡達
西，但出於自尊，也拒絕和達西交流，誤會日益加深，
差一點錯過一段美好姻緣。在這部小說裡，我們可以看
到伊麗莎白和達西由於生長環境、社會地位、經濟條件

等方面的差異，相互之間產生了諸多傲慢與偏見，這些
傲慢和偏見最終通過溝通、理解和寬容得以解決。

從古到今，郝鐵川又介紹了當代文化人金庸和龍應
台的有關評論。金先生1981年9月在接受《明報月刊》
訪問時也說，香港到中國大陸去的遊客很多，大家的言
行要多多檢點。有一小部分香港遊客的作風，就好像二
次大戰後初期去世界各地旅遊的美國人，自恃有錢，氣
焰囂張，令當地人士大為反感。雖是個別情形，但反感
的積累，對港人相當不利。龍應台女士去年在香港和兩
岸三地記者交流的時候說，所有的社會走向文明都需要
一定的時間，那些發生在某些大陸遊客身上的不文明行
為，30年前都在台灣人身上發生過。她以自己18歲首次
到火車站的見聞為例說道， 「那時的台北火車站亂成一
團，所有的人都在拚命地擁擠。有的人直接把行李從窗
戶扔進車廂裡佔座，更有人直接鑽車窗搶座。」龍應台
說： 「我要一些對陸客不屑的朋友們說，你們太年輕了
，你們知道30年前台灣人是什麼樣子嗎？我們要捫心自
問，我們又文明優雅了多久呢？」

互諒互助讓世界充滿愛
郝鐵川指出，各個國家、各個地方的社會發展不可

能是同步而行的，總是有先有後、有快有慢。因此，大
家要本人生而平等、天賦人權的理念，如同《簡．愛
》裡所言： 「你以為，因為我窮、低微、不美、矮小，
我就沒有靈魂沒有心麼？你想錯了！──我的靈魂跟你
的一樣，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樣！如果上帝賜予我財
富和美貌，我會使你難於離開我，就像現在我難於離開
你。上帝沒有這麼做，而我們的靈魂是平等的，就彷彿
我們兩人穿過墳墓，站在上帝腳下，彼此平等──本來
就如此！」

最後，郝鐵川強調，寬容有時比自由更重要。而寬

容的前提是：大家都是地球村的村民，只有滿懷愛心、
守望相助，才能幸福自由。正如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為
世界和平年而創作的《讓世界充滿愛》唱的那樣：

輕輕地捧你的臉
為你把眼淚擦乾
這顆心永遠屬於你
告訴我不再孤單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不需要更多的語言
緊緊地握住你的手
這溫暖依舊未改變
我們同歡樂
我們同忍受
我們懷同樣的期待
我們同風雨
我們共追求
我們珍存同一樣的愛
無論你我可曾相識
無論在眼前在天邊
真心的為你祝願
祝願你幸福平安
數百名與會者對郝鐵川的演講報以熱烈掌聲。集美

中學校友會李鳳翔會長說，郝部長的演講深入淺出，旁
徵博引，生動有趣，展現了內地新一代學者型官員的風
采。

反對派成立聯盟爭普選
【本報訊】多個反對派昨晚開會，決定成立新平台 「真

普選聯盟」爭取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表示，日後將每星
期3開會，討論政改問題，爭取在下星期四上午正式交代聯
盟的宗旨和工作計劃，但人民力量表示，要先理解平台性質
，並經黨團開會才決定是否加入。

多個反對派包括民主黨、公民黨、工黨、民協、新民主
同盟和公共專業聯盟等，昨晚派代表開會，決定成立新平台
「真普選聯盟」，召集人是公民黨的鄭宇碩。鄭宇碩表示，

社民連已承諾參與，人民力量就需要經黨團及執委會商討才
作決定。對於為何不等到人民力量的議員答覆參與，鄭宇碩
說，各個黨派磨合的工作仍在進行，真普聯是一個開放的平
台，會繼續和不同的公民團體接觸。

鄭宇碩說，希望聯盟在本月底至下月初成立。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埃及熱氣球事故6
名死者透過教協買的旅遊保險不獲賠償，繼死者家
屬日前哭訴教協亂賣保險，昨日有資深教協會員 「
踢爆」教協賣保險從不解釋清楚受保範圍，涉嫌違
反《保險代理管理守則》。立法會會計界議員陳健
波表示，家屬可向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投訴教協銷
售手法，若情況屬實，有關代理可被暫停牌照1年。

6名埃及熱氣球事故死者經教協購買的旅遊保險
保單，條款列明不保 「空中活動」而跳傘除外，卻
沒有列明熱氣球不受保，教協被質疑推銷保險時對
保單內容解釋不清，令死者錯買無保障的保險。昨
日更有多名教協會員忍不住站出來，致電港台節目
「千禧年代」，「踢爆」教協推銷保險手法有問題。

袁小姐是退休教師，經常去旅行，10多年來都
是透過教協買旅遊保險。她說，自己對保單有不明
白的地方，都會詢問教協職員，但 「買咁耐保險，
從來無一個（教協）職員主動同我講受保範圍，只
不過是我自己返屋企睇」。

袁小姐表示，買保險時通常是教協職員給她一
張表填，填完交錢， 「買完之後，佢畀返兩份（保
單）我，然後同你講，你要帶一份出外，另一份留
在屋企，基本上都只是這些說話，都無話我是保險
從業員……」袁小姐又說，對教協副會長張文光的
解釋感到不滿，並表示會考慮轉向其他保險代理買
旅遊保險。

同樣是教協會員的盧小姐說，在教協買過好多
旅遊和醫療保險，都只是填單交錢，沒有代理解釋
條文。她認為，教協保險的價錢較其他代理便宜，

相信是因為無需代理主動向客人解釋保險計劃， 「
如果同你（指客人）度身訂做，相信價錢會不一樣
。」

教協副會長張文光接受同一個節目訪問時，間
接承認教協賣旅遊保險時的確沒向客人解釋保單條
文。他表示以前如果買家不問，代理保險的職員就
不會解釋保險內容， 「有些人可能是幫家人買，只
寫旅遊地點，未必會告訴職員去到外地如何玩。經
過今次事件，教協會作出改善，即是無論佢去哪裡
，買什麼保險，我們一定問佢會不會玩一些刺激的
高風險的活動。」

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健波表示，《保險代理管
理守則》規定，代理必須解釋清楚保單的受保範圍
，確保買家明白保單的內容，但無規定代理要主動
解釋，因此有些代理因為保單金額小，從中獲利不
多，往往要求買家自行閱讀條款，他認為這種做法
不理想，政府有需要進行檢查，並檢討業界有無改
善的空間。

陳健波說，家屬若不滿教協的銷售手法，可向
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投訴，但他指出，人壽保險投
訴個案較易證明保險不適合買家，但旅遊保險個案
則取證困難， 「除非有錄音，證明當時顧客有問，
但代理無答或解釋不清。」若情況屬實，有關代理
可被暫停牌照1年，甚至永久釘牌。

消費者委員會發言人表示，消費者向旅行社報
團購買保險時，旅行社有責任向客人講解保單是否
有包括危險活動，消費者簽署前亦應留意保單是否
有包含其他條款。

【本報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張瑤
昨在瑞士日內瓦，於香港參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提交第三次報告的審議會開幕致辭時向聯
合國人權委員會重申，香港特區政府會以堅定的決心

和努力保護香港的人權。
特區政府向委員會介紹自2005年完成第2次報告

後的發展，包括訂立《種族歧視條例》，此條例於
2009年全面實施；經改進的酷刑聲請審核機制，機制

的詳細法例已於2012年12月制訂；及於近年大幅提高
了法律援助服務的財務資格限額和擴闊了服務的涵蓋
範圍。政制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承諾會繼續堅定地致
力推動政制發展。

張瑤表示： 「特區政府會致力按照《基本法》
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2007年12月通過的決
定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我們會在適當時候就
2016年立法會及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展開廣泛諮
詢，並啟動所需的憲制程序。」在審議會上，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就香港回應委員會在2012年
11月公布的問題清單上所提及的部分範疇提供總結資
料，包括平等機會委員會新任主席的公開招聘程序。

另外，劉江華解釋了處理警察投訴的2層架構，
包括投訴警察課和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並
於2009年通過的《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
》。劉江華又解釋特區政府致力保障外傭的權益。外
傭除在《僱傭條例》下與本地勞工享有同樣的法定僱
傭保障外，亦透過政府特別為其訂立的標準僱傭合約
獲得額外保障。

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
織代表團代表劉振民大使於是次審議會上，介紹了香
港特區政府代表團。特區政府的9人代表團由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張瑤率領，成員包括律政司
法律政策專員潘英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
華及律政司、保安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香港警務
處的代表。

會員踢爆職員從無解釋保單內容

教協售旅保手法涉違守則

張瑤日內瓦致詞
特區決保護港人權

▶代表團團長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
常任秘書長張琼
瑤（前排中）及
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副局長劉江華
（前排右一）出
席會議

▲中聯辦宣文部部長郝鐵川冀各界以寬容態度對待
內地遊客一些引起爭議行為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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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費爭拗菜園村重建受阻
【本報訊】記者余育奇報道：兩年前鄉議局宣布菜園新

村路權已解決，但至今入村通道卻有欄路柱，妨礙重建工程
開展，菜園村民批評鄉議局失信於人。八鄉鄉委會主席曾憲
強反指村民不願繳付修路費在先，是亂扣帽子。菜園村支援
組表示願意付費換取順暢工程。

村民原本計劃於上年10月正式動工重建家園，未料有不
明人士在村口道路上豎立欄路柱，阻礙工程車進入。

菜園村支援組成員朱凱迪說，村民已在買地及重建工程
上投資6000多萬，但工程一再拖延，30多戶村民現居簡陋的
臨時屋，夏熱冬寒，打風落雨更會嚴重漏水。菜園村菜園新
村綠色生活社執委高春香說，有兩名村民未等到工程開展就
去世，批評政府不理村民死活。

八鄉鄉委會主席曾憲強表示，通往菜園新村道路是由元
崗新村及大窩村的村合資興建，涉及十多個業權。他曾與村
民斡旋，稱菜園村村民不願承擔50萬元的道路維修費，更指
斥眾業主強行佔用，結果觸怒兩村村民，會議不歡而散。他
批評菜園村村民刁蠻，亂扣帽子，不認為鄉議局失信於人。

朱凱迪表示，菜園村曾派代表於本周一與曾憲強會面，
當時菜園村提議將50萬維修費交付八鄉鄉事委員會管理，方
便需要時可迅速調用，不明白曾憲強為何指斥菜園村不繳道
路維修費。

曾協助調停 「新菜園村」進村道路問題的鄉議局主席劉
皇發，承認入村道路問題出現波折，因為出現新的持份者，
希望再一起商討。運輸及房屋局發言人回應稱，涉及的村路
位於私人土地上，需由各方相關人士協調共同使用，元朗民
政事務處會在調解工作方面提供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