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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青年活動委員會委員青年有話說＞＞＞

里約殘奧會已閉幕，香港代表隊在今屆賽事取得兩金兩銀兩銅的成績，實在
可喜可賀。不過，截至現時為止，本地所能提供運動員使用的體育設施，未能追
上國際城市步伐，啟德體育城也只停留在規劃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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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運動員需要體育城

發展跨境商品集散場

近幾年來，我們經常提到創新創科
，特別是在互聯網應用上的購物體驗，
更是愈來愈盛行。在購買進口貨來說，
本港在地理位置和關務稅收方面有很大
的優勢，所以內地跨境電商企業在踏出
國際做海外倉及進口配送業務時，第一
站會用到香港。據有關方面調查，香港

在大中華跨境電商業務佔有額上居第二
位，僅次於廣東省，這亦是香港的優勢
所在。

香港在航運和空運優勢顯著，中轉
港突出，是亞州區重要商貿和金融重鎮
。加上我國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產
業升級，促使大部分國民生活水平大為
提升。當收入增多，自然開始追求更佳
品質、更好的商品，因此對進口貨物需
求猛增，經常出現到歐美日韓掃貨，但
畢竟大部分人不可能經常出外掃貨，在
加上互聯網購物興起，引致數以億計的

國人在互聯網淘寶，促進了 「海淘」的
發展，跨境電商的興旺。

近年來內地政府逐步開放相關政策
，支持國民在互聯網平台上： 「購全球
，賣全球」，將外國產品引進來，把國
內產品賣出去。國家特此亦設立十三個
國內城市作為跨境電商試點，亦逐步推
出更多不同的優惠扶持。

微信、APPLE PAY等支付服務先後
登陸，我想對香港作為跨境商品集散市
場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助推器，因為解決
了網上一直以來缺少的支付方式。這一

類支付模式，擴闊了香港在FinTech（金
融科技）上面的發展，亦帶動了香港跨
境電商的發展。跨境電商的模式實際是
新時代，新經濟下的產物，一切圍繞着
「互聯網＋」來運轉。 「互聯網＋」帶

給青年人時代機遇，因為改變了傳統零
售模式，不用經過中間商、代理商、昂
貴的舖租，就可把自己的產品、服務模
式和資源賣出去。

這亦是對傳統零售一個殘酷的打擊
，致令傳統零售節節敗退，網商節節領
先，誠然亦印證出新時代的新需求。

鵬黃
香港菁英會理事

▲ 「互聯網＋」 帶給青年人時代機遇
新華社圖

言論自由前提不可違法 金三
湛江雷州市香港海外同鄉會
宣傳部部長

別讓子女成擲磚下一代 議員為民實幹方可支持

「港獨」熱潮下，不同媒體持有不同
意見。坊間有評論指言論自由不應被禁止
，甚至指該大逆不道的思想和言論也有其
存在價值。

本人非常同意言論自由是必須受保護
的，但對於錯誤甚至大逆不道的言論有存
在價值這個觀點是反對的。當然，我們只
能對人的言論作出應對，但不能管制人的
歪曲思想。

現今的文明社會受法律的保護，法律
的目的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護和
擴大自由。但言論自由前提是不可違反法
律下進行。

根據自由論壇組織Freedom Forum
Organization，法律制度和社會大眾特別
是當言論自由與其他價值或權利衝突時，

認識到言論自由的局限。言論自由是一項
基本權利，但它不是絕對的，不能被用作
發表暴力、誹謗、煽動顛覆或淫穢言行的
理由。

在國家面臨威脅的情況下，有理由禁
止可能會激起暴力、損害他人名譽、推翻
合憲政府或鼓動淫蕩行為的言論。甚至在
美國，法院藉由累積許多言論自由的案例
，發展出一套規則，稱之為雙階理論（
The Two Level Theory），以決定那些言
論受法律保護。

這理論認為 「淫蕩、猥褻性言論、粗
俗言論、誹謗性言論、侮辱或挑釁性言論
，並未涉及任何思想及意見之表達，而無
任何社會價值，即使可能為社會帶來利益
，其利益也明顯小於限制這些言論所欲維

持之社會秩序及道德規範」。
筆者慨嘆現時言論自由凌駕了社會規

範。想問一問在當下社會熱話的題目是什
麼？可以肯定的便是在校內流傳的 「港獨
」話題。

這個議題自由的討論並流傳，筆者認
為本港的言論自由是受保護，然而言論自
由不是無界限的，是必須在法律制度的規
範下實現。

所以，在談及違反基本法的情況下，
這類鼓動必需大家注意，並且不能擴展開
去。

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在月初舉行，
結果已塵埃落定，約有220萬人投票，累
積投票率約58%，創出歷史新高。非建制
派意外取得了29個議席。今屆選舉的其中
一個特點，就是在某某民調中一直穩佔高
位的中間派議員，到最後也意外落馬，不
論建制派和 「泛民」派，均有資深議員連

任失敗。建制派仍然佔據絕對優勢，依舊
主導議會；第二，傳統 「泛民」派選票卻
被瓜分、席位被激進 「本土」派搶走了。

筆者早前在多篇文章也提過傳統 「泛
民」派均不會獲選民支持，結果證實了此
預測。 「本土派」根本沒有往績，甚至連
社會經驗也沒有，缺實踐經驗。他們可以
當選，靠的是年輕人的 「新鮮感」，尤其
是一大批 「首投族」的 「年輕人」，被這
批候選人的極端與激進的言行 「出位」所
感動。

令筆者最失望及氣憤的是，一位候任
「本土」派議員，未上任便已自我 「製造

」出連串新聞，又說有家歸不得、全家受
威脅，又說性命難保，行事高調得風頭比
任何一位議員亦有過之而無不及，不斷的
炒作又拿不出任何具體證據確實令人生厭
。筆者借一位傳統 「泛民」派議員的話：
「未做議員先做政棍」。競選時說到自己

天不怕地不怕，過往如何 「誓死保衛」等
。現在卻貪生怕死，自我 「製造」新聞的
行為。筆者建議他應規劃好自己參選時的
政綱如何實行，用心做好議員工作，不是
天天借題做show，對民生根本沒有改變
，只會令社會更分化。

選舉中 「新舊交替」是難免的，筆者
也贊成給予年輕人一個機會。建議 「本土
」派幾位作為 「民意代表」的立法會議員
，應放下抗爭的心態，以 「三不」的態度
（不 「為反而反」，不 「為抗而抗」，不
「為做而做」）合力着眼發展經濟、民生

事項，為香港前途而努力才是正確之路。

松
傑高

香港菁英會理事、音樂堂慈
善基金會創會主席

▲2016立法會選舉累積投票率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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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殘奧會的由來嗎？傷殘人士
奧運會的前身是1948年創辦的史篤曼維爾
輪椅運動會。史篤曼維爾是英國一間醫院
，二次大戰之後，由於傷兵人數大增，醫
院就通過舉辦運動會，作為復康的一種途
徑。四年後，荷蘭派隊參加，運動會規模
漸漸擴大，到1960年發展成為傷殘人士奧
運會，這就是殘奧會的起源。

擁有平等參與機會
首個依循奧林匹克運動會模式，並專

為傷殘運動員而設的運動會，於1960年緊
接奧運會之後在羅馬舉行，該屆亦視為首
屆傷殘人士奧運會。其時約有400位分別
來自23個國家的運動員在八個比賽項目中
參加競逐，其中六項目前仍然是傷殘人士
奧運會中的賽項，包括射箭、游泳、劍擊
、籃球、乒乓球和田徑。由1960年開始，
傷殘人士奧運會便定為四年一度，與奧林
匹克運動會同年舉行。

本來兩個奧運會是各自運作，並選擇
在不同地方舉行。直至1988年，兩個奧運
會首次安排在同一個城市上演。當年的東
道主是韓國漢城，亦即是現在的首爾，首
次先安排舉行傷殘人士奧運，然後舉行夏

季奧運。及後奧委會檢討，發覺先舉行夏
季奧運較易銜接，所以由1992年巴塞隆那
開始，傷殘人士奧運會就安排在夏季奧運
之後兩星期舉行。

及至2000年，國際奧委會同傷殘人士
奧委會正式簽約，這種關係終於在政策上
得以確認。從此，主辦奧運會的城市就一
定要同時主辦傷殘人士奧運。

傷殘人士奧運會，英文叫Paralympic

Games， 「Para」係 「Parallel」的簡寫，
意思係平衡，表示傷殘人士與健全人士擁
有平等的參與機會，兩個運動會能夠建立
正式的關係，肯定有助於引起更多人關注
傷殘人士的體育運動發展。

1500米賽鬥智鬥力
今屆里約殘奧會中，有一項田徑項目

賽後為人熱烈談論。
男子田徑1500米T13級賽事，完成頭

四名跑手的成績都是比里約奧運金牌得主
為快（田徑項目的視障組賽事會分為T11
，T12及T13級，當中T11是嚴重一組，而
T13級是當中最輕一級）。

在里約奧運，田徑項目的金牌得主美
國代表森度維茲（Matthew Centrowitz）
成績是3:50，竟比殘奧第四名還要慢！談
一談森度維茲，他是美國在108年以來，
首個奪得奧運1500米賽事金牌的運動員，
也同樣是奧運近80年來，最慢的男子1500
米金牌得主。

有人說： 「1500米賽事不單單是鬥體
力，還要鬥智力！」所講的智力是指跑手
自身的部署，例如在何時發力、初段中段
佔據什麼位置等，這些是各個參賽的跑手

必須留意的地方。而在里約奧運1500米決
賽中就正正出現了遲遲沒有跑手帶出的現
象，一眾跑手比賽時大部分時間聚在一起
，直到最後500米才發力，以至整場賽事
的步伐都拖慢了。森度維茲在決賽的成績
也相比預賽時慢了11秒，假如在過去16屆
奧運中以3:50成績完成賽事是不會拿到任
何獎牌的。

關鍵就是永不放棄
從上述的比賽結果我們可以看到殘障

的人也可以表現得與普通人一樣，甚至超
越正常人，關鍵就是永不放棄的精神。

是次閉幕禮，香港代表隊由今屆奪 「
首金」、游泳選手鄧韋樂擔任持旗手。總
結港隊在今屆賽事取得兩金兩銀兩銅，共
六面獎牌，列獎牌榜第40位。不論在里約
奧運會或是里約殘奧會，代表香港、代表
我們的運動員全心全意，全程投入去參與
賽事，也看出他們在這四年的時間付出很
多的汗水、精神、時間進行練習。根據當
局公布最新消息，按照其最新時間表，要
推遲至2022年才竣工，這亦表示香港運動
員還需等待六年，才有符合世界級標準的
體育綜合場館設施訓練。

▲殘奧男子田徑1500米T13級賽，頭四位
跑得比里約奧運金牌得主更快 網上圖片

▲殘奧閉幕禮，鄧韋樂擔任港隊持旗
手 資料圖片

新一學期轉眼已半個月，學生也從暑
假 「玩樂的心」回到正常學習心態，然而
學校似乎還沒 「回到正軌」，或者說是正
在 「偏離正軌」。

播「獨」扼殺思考空間
開學前一些自命 「本土」的組織，倡

議要在中學宣傳 「港獨」，又印製傳單派
發，亦有學校指老師應在課堂上進行相關
討論。那些組織一面聲稱學生有個人思想
，另一面又指要令學生了解 「港獨」具有
「香港人的精神」，一再吹噓有 「港獨」

就有自由、有未來，持相反意見者就是打
壓 「港獨」的壞人。未經討論先下定義，
這樣算給予學生思考的空間嗎？

更甚是有些校長不但不在乎學生受影
響，甚至還鼓勵老師在課堂上以 「港獨」
為題，相關教材參考亦不乏教協出品。眾
所周知教協作品不少經由支持 「港獨」者
製作，如果說是 「中立」恐怕無人相信。
這樣的學習環境與風氣下，何來 「言論自
由」？就算學生容許道出反 「港獨」言論
，難道有信心能獲得老師認同？

除此之外，不少支持 「港獨」的政客
或 「名人」到不同學校演講，亦有自稱畢
業生表示已畢業不受學校約束。這些人認
為自己的言行可以全無顧忌，可隨意宣揚
任何思想，認為是在 「打救」同學們，代
表學生把 「港獨」傳開去，故意把所有學
生說成是 「港獨粉絲」。 「被代表」的學

生除了無言之外，無法作出任何反擊，否
則一發聲就是 「打壓言論自由」。

幸有學校堅守正道
國教科早前遭大力反對，香港學生至

今仍沒有認識祖國及認識香港歷史的課堂
，連 「一國兩制」也是一知半解，筆者更
聽到有中學生表示因為有 「兩制」， 「所
以香港政府跟中央是沒關連的」。在這種
歷史基礎全無的情況下， 「港獨」卻要提
出來做課堂上題目，要學生行使所謂 「言
論自由」去了解它，是可笑還是可悲？

當社會以 「自由」包裝 「港獨」時，
真正的自由已不知還剩多少。當老師以 「
有思考能力」包裝學生的無知時，真正的
思考能力彷彿被禁錮了。幸而，仍有學校
堅持正道，出信表示不容 「港獨」傳播。
然而，能受得住壓力堅持正道的學校又有
幾多呢？或許政府在這方面的支持應該更
強硬些，畢竟沒有父母想子女變成 「擲磚
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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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香港市民，每日看看報紙
、滑滑手機，對身邊事說不完
道不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