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忠義文章對社會人心的正面影響（二）

2012年「第八屆忠義文學獎」於10月20日

在台灣師範大學頒獎典禮後，為重建受刑得

獎者的信心與鼓勵，於12月5日特別安排到

南部一所監獄為五位得獎同學頒獎。頒獎後

的第六天，12月11日我便收到該監所一位

得獎同學寄來的限時掛號信，信開頭很誠懇

的對主辦單位給他們的榮譽表示感謝，接着

提到當天我對他們的演說，讓許多受刑人哭

了。然後他表示過去年輕時不懂事，做了很

多傻事，自從教誨師勸他投稿「忠義文學

獎」後，他讀了關帝經典和許多勵志書籍，

深深醒悟自己錯了，而且錯的很離譜，如今

他很後悔，他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兄弟姊

妹，對不起家人，他現在最大的心願，就是

向父母家人悔過道歉，已經十三年了，家人

一直不能原諒他。每想到《桃園明聖

經》:「為人子，孝為先，孝順兩字緊相

聯。勿使惱怒常使歡，暖衣飽食毋飢

寒。……。不孝子，惹災愆，虎唅蛇咬病相

纏。官刑牢獄遭充配，水火之災實可憐。或

是懸樑刀毒死，不孝之人苦萬千。」他心就

有如針刺，常因此半夜驚醒痛哭，他想求我

能幫他，去看他父母親，轉達他對父母親及

家人的真誠悔過與懷思，他對不起父母及家

人，並要弟妹代他好好照顧父母親。我看完

此信後，從旁了解，知道這位受刑人是吸毒

犯，三十歲時因搶劫殺人被判無期徒刑，已

入獄十三年了。了解他的背景後，馬上想到

曾有警界朋友提醒過我，受刑人很聰明，但

也很狡猾，教我對他們要理性小心不能感情

用事，因而我很審慎思考此事。

上回提到「忠義文學獎」能給受刑得獎

者帶來榮譽與信心，並且改惡向善，讓社

會少一顆毒瘤，多一份正能量。下文就舉

一實例供讀者參考。

2012年12月18日又收到該同學第二封限

時掛號信，他說曾再三思考，以為我長年

在宣揚關帝經典，是關帝代言人，唯有我

能幫他。12月21日又收到第三封限時掛號

信，信說曾經請三位出獄室友去見他父

母，父親一直不能原諒他，只說我沒藥救

了，已當做沒有這個兒子了，信中他一再

自責過去的懵懂無知，說不孝父母是他最

大的罪過，希望有機會彌補，懇請我能救

他幫他，了卻他唯一的心願。讀到這裏我

再也狠不下去了，三天後，我專程到南部

監獄看他，我們隔着玻璃窗以對講機通

話，他一見到我馬上跪下不斷的叩頭感

謝，突然遇到此景讓我也緊張了，請他起

來有話好好說。經這一次的面談，讓我對

他有進一步的了解，他曾把家中的房子謄

本偷偷拿到錢莊借高利貸，造成家裏很多

麻煩，還刺傷過弟弟，怪不得父母親不原

諒他，真是自作自受。但從他最近種種的

表現和監所的行為成績單及監獄給我的信

息，似乎是很真誠的懺悔改過。關帝曰：

「世人孰無過，改之為聖賢。」上天都有

好生之德，既然真誠懺悔，應該要給他贖

罪的機會。後來我透過各種關係的安排去

見他父母，我將他兒子榮獲「忠義文學

獎」，我到監獄為他們頒獎，及他兒子寫

給我的信和我去見他的整個過程闡述一

遍，他父母聽我說他兒子見到我馬上跪下

不斷叩頭，我看他父母眼睛都紅了，這就

是親情的可貴啊！我想我的話他父母聽進

去了，最後，他父母說可能真的變了。第

二天他弟弟帶着母親煮的飯菜去看他，他

一見到弟弟馬上忍不住大哭，一直跟弟弟

說對不起，請弟弟原諒他過去的無知，因

為他曾刺傷過弟弟，弟弟也忍不住哭了，

到底是骨肉親情，他一再叮嚀弟弟，要好

好照顧父母親，他不孝，讓父母操心，希

望以後還有機會補償。一個星期後，他父

母親也去看他，場面一定很感人的。過沒

幾天，我又收到這位同學的限時掛號信，

信裏除了感恩再感恩，說我救了他及他的

家人，大恩不言報，從今起不管在監獄或

將來假釋出獄，一定會以最虔誠的心來推

廣關帝的忠義精神，以報答關帝神威庇佑

和我的恩德。信中還附一件他用手工製成

的精美紀念品表示最高的敬意和謝意。一

個月後，他父母親和弟弟到台北來拜訪，

父母親一再表示感恩，說救了他的兒子，

讓他浪子回頭，其實這都是寫忠義文章投

稿「忠義文學獎」的效應啊！

一篇好文章，能讓好人更具信心，能使

懦夫發奮圖强，更可讓惡人改過向善。如

《覺世真經》：「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

義等事，方於人道無虧，可立於天地之

間。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

心已死，是謂偷生。」又如《易經》：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

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

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例此文章，都能讓人震

撼而去暗投明。

有許多犯重案者，他們過去對「忠義」

有極偏差的認知，以為服從老大就是忠，

兄弟有難鼎力相挺就是義，不管是殺人放

火或是傷天害理之事。而自開始投稿《忠

義文學獎》，參閱許多勵世好書後，才理

解忠義的真正義涵，此乃寫忠義文章最大

之成效也。(待續下星期五)

忠義人才培育學院院長 黃國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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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飆升昨錄11091宗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本港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昨日新增11091
宗確診個案，再多12名患者離世。同日，
特區政府宣布將 「疫苗通行證」 年齡下限

由12歲降至5歲，以及縮短12歲以上人士接種第二、三劑疫苗之間的寬限期至五
個月，新措施將於9月30日及11月30日分階段實施。

經民聯獻策施政報告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行政長官李家超

首份《施政報告》下月發表。經民聯昨日與李家超會
面並提交12大範疇共108項建議，包括爭取海外抵港
人士檢疫政策改為 「0+7」、盡快落實發展郊野公園
邊陲、增加北部都會區土地供應、加快發展祖堂地、
推動大型 「公屋重建計劃」、訂立更進取的輸入人才
政策等。

建議聯通內外推動復蘇
建議的12大範疇包括：聯通內外、推動復蘇；全面

拓地、加快建屋、突破房屋難題；全面對接 「十四
五」規劃、大灣區和 「一帶一路」；扶助青年發展，
緩解青年 「四業」困難；推動金融可持續發展，深化
互聯互通做大金融體量；推動 「再工業化」、創科和
智慧城市；完善政策支援，推動體育文創產業；提升
香港抗疫能力，完善醫療體系；完善交通規劃，強化

基建聯通；完善社福規劃，推動精準扶
貧；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推動良政
善治；改善環境衛生，建構宜居城市。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稱，政府應盡快落實
發展郊野公園邊陲，進一步發展濕地緩衝
區，全面增加北部都會區土地供應，並將
地積比放寬至平均兩至三倍；在現行收地
補償金額的基礎上提高五成，加快發展祖
堂地；推動大型 「公屋重建計劃」；原區
興建接收屋，落實原區安置。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據香港總商
會調查顯示，38%受訪者有計劃或已有行動將公司或
部分業務遷離香港，當中73%受訪者稱，若香港放寬
入境檢疫要求，會考慮搬回香港。經民聯建議制訂
「通關」路線圖，積極爭取 「0+7」方案，鞏固香港

國際商貿城市地位。

經民聯副主席梁美芬說，香港應訂立更進取的輸入
人才政策；全面檢視本地人才供求情況，研究重推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發放 「大灣區外籍人才通

行證」，便利灣區人才流動；建立 「新經濟人才
庫」，吸引相關產業人才來港。

縮短第二三劑疫苗之間寬限期
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茵表示，首階段由9月30日

起，5至11歲兒童必須要在三個月內接種第一針疫苗
才可以進入表列處所，若已超過三個月，便需要打多
一針。第二階段由11月30日起，5至11歲兒童統一
必須接種兩針才能進入表列處所。若5至11歲兒童曾
確診，則跟從12歲或以上康復人士接種要求；但有關
康復者已接種一針復星疫苗，則暫不用打第二針。考
慮到兒童或未擁有可供顯示其 「疫苗通行證」二維碼
的智能手提電話，兒童或家人可攜帶及出示印有二維
碼的紙本紀錄或以儲存於手提電話的相片展示二維
碼，作 「疫苗通行證」之用。

由9月30日起，12歲以上人士接種第二、三劑疫苗
之間的寬限期，會由原來的六個月縮短至五個月；第

二階段為由11月30日起，12歲或以上人士須已接種
第三劑疫苗方能符合 「疫苗通行證」的接種要求；有
關調整不影響康復者。

李夏茵指，第五波疫情有38名3歲至11歲的小朋友
確診並出現嚴重、危殆情況，當中31人從未打針、四
人只是接種一針；有八人離世都是沒完成接種兩針疫
苗。她說，分兩階段實施是考慮接種疫苗的時間，讓
接種人士有足夠的時間打兩針。而因應 「疫苗通行
證」適用年齡將會降至5歲，政府由今日起增加5至
11歲兒童接種復星疫苗的名額，並即時在網上預約。

新增12宗死亡個案涉七男五女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表

示，昨日新呈報12宗死亡個案，涉及七男五女，年齡
介乎68至101歲，其中一宗為法醫科殮房呈報個案。

院舍方面，共五間院舍出現確診個案，包括三間安老
院舍及兩間殘疾人士院舍，共涉及13名院友及兩名職
員。學校方面，共接獲777間學校呈報1356宗陽性個
案，包括1163名學生及193名教職員。

變異病毒株方面，懷疑帶 BA.4 或 BA.5 佔比有
69.5%。若按比例及以變異變毒分支推算，BA.5約為
62.55%、BA.2.2 約為 23.2%、BA.2.12.1 則有約 7%、
BA.4只有6.95%。

醫管局表示，由今日起九龍城的中九龍診所轉為指定
診所，暫停普通科門診服務，醫管局轄下門診服務時間亦
會相對調整，預計開學及長假期後，服務可能要再調整。

袁國勇確診暫無出現相關症狀
另外，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系講座教授袁國

勇確診，他表示現時無出現有關症狀，並已按政府防
疫指引在家隔離。而早前確診仍在家隔離的政務司副
司長卓永興，上月26日染疫後，最初並無病徵，半日
後開始發高燒和咳嗽，其後曾連續幾日快測陰性，但
到本周一再驗出陽性，昨早亦快測陽性。他目前已沒
有病徵，仍在居家隔離。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良表示，新冠病毒
不會消失，未來可能會有如季節性流感般發展，每人
都有機會受到感染，關鍵在於接種疫苗，防止重症及
死亡，減少確診後的後遺症及誘發其他長期病患的風
險，建議政府引入更多疫苗選擇。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 「香港新坐標─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高峰論壇昨日在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表示，將於下
個月發表的《施政報告》現正進行公眾諮詢，政府會
與各界攜手同行，全面發揮香港在 「一國兩制」下的
獨特優勢，落實 國家 「十四五」規劃綱要中發展香
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目標，讓香港成為充
滿活力的國際文化都會。

李家超：逐步建立世界級文化設施
李家超稱，會逐步建立世界級的文化設施和多元文

化空間，為藝術家、藝團和從業者提供土壤，共同

孕育文化藝術創作。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已於今年7
月開幕，向公眾展示珍貴的故宮文物；而現正興建
的西九文化區演藝綜合劇場將在日後提供另一個頂
級舞蹈和戲劇表演場地。西九文化區完全具備充足
的條件，可以進一步打造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化樞
紐。

他續指，東九文化中心可望於明年起分階段啟
用，到時將成為藝術科技重鎮及培訓搖籃。連同預
期將在明年底至 2024 年分期竣工的啟德體育園，香
港舉辦文娛康樂盛事的場地將大增，可望與西九文
化區產生協同效應，帶動香港成為國家級文物及藝
術品全國首選的展出地、全國首選的表演藝術文化

旅遊中心。
李家超說，政府將會加強與內地以及海外藝術文化

機構的交流合作，進一步確立香港在國際藝壇的地
位。善用 「一國兩制」的優勢，傳揚中華文化，透過
香港的平台，加強內地與海外文化藝術的交流，向世
界說好中國的文化藝術故事。

盧新寧：香港應增強文化自信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在致辭時表示，香港應

增強文化自信，大力弘揚以愛國愛港為核心的主流
價值觀；講好中國故事，不斷提升中華文化傳播力
感染力；做好頂層設計，拓展香港綜合競爭力；增

強發展動能，推動文化產業成為香港經濟發展新引
擎。

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說，未來將
加強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交流活動，為本地藝團提供
更多演出機會。他表示，西九文化區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等為香港文化藝術基礎設施帶來世界級的新景
象，而東九文化中心有望於明年起分階段啟用，屆時
將成為藝術科技重鎮及培訓搖籃。

是次高峰論壇由李家超和盧新寧擔任主禮嘉賓，其
他嘉賓還有楊潤雄、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
英年、立法會議員霍啟剛、旅遊發展局總幹事程鼎一
等。

「香港新坐標：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高峰論壇舉行

疫苗通限齡降至5歲 【 香 港 商 報
訊】記者萬家成
報道：香港賽馬
會昨晚公布截至
2022 年6月30日
止 的 2021/22 財
政年度業績。過
去一年，香港遭
受 疫 情 嚴 重 打
擊，然而馬會一
直 「馬照跑」，
創 出 破 紀 錄 的
2900 億 元 投 注
額，令馬會得以
回饋社會336億元、刷新紀錄，當中包括繳納特區
政府創新高的270億元博彩稅、利得稅及獎券基金
撥款，以及已審批慈善捐款增至66億元，當中包括
14 億元為應對疫情之用。同日，馬會舉行周年大
會，會後由新一屆董事局選出利子厚為 2022/23 年
度主席，同時選出李家祥為副主席。

沒有賽馬日因疫情取消
馬會指出，投注額能夠取得如此佳績，有賴馬會

在世界級賽馬、博彩及科技方面的長遠策略性投
資，令馬會得以靈活有韌性地應對疫情，加上香港
各政府部門及內地機關對賽馬運動的支持，2021/22
年內沒有任何一個賽馬日因疫情而取消。

賽馬投注額於 2021/22 財政年度上升 3.1%至 1404
億元；以馬季計算，則上升3.0%至1405億元。馬會
於 2021/22 財政年度繳納的賽馬博彩稅，上升 2.9%
至141億元；以馬季計算，亦上升2.8%至141億元。
縱然來自香港顧客的賽馬投注額，因場外投注處在
第五波疫情期間暫時關閉而輕微下跌，本馬季賽馬
投注額的主要增長動力來自匯合彩池，其投注總額
上 升 11.1% 至 257 億 元 ， 佔 整 季 賽 馬 投 注 總 額
18.3%。

另一方面，足球博彩於 2021/22 財政年度的業務
表現亦非常理想，投注額上升2.6%至1438億元，超
越上一個年度的紀錄新高。六合彩方面，投注額於
2021/22財政年度上升72.6%至58億元。

利子厚李家祥獲選正副主席
此外，除了利子厚及李家祥分別獲選為馬會正副

主席之外，各遴選會員亦選出了三位新任董事胡家
驃、龔楊恩慈、馮婉眉，任期分別為由 2022/23 年
度起三年、兩年及一年；以填補榮休馬會主席陳南
祿，及退任馬會董事的鄧日燊及王鳴騰出的空
缺。同時，輪值退任馬會董事的廖長江、楊紹信及
韋安祖，則獲選連任，任期由 2022/23 年度起各三
年；至於另一董事陳智思，亦獲選連任，任期由
2022/23年度起為期一年。

馬會年度投注額
2900億創紀錄

經民聯成員昨與特首會面提交施政報告建議。 記者 李銘欣攝

利子厚當選馬會新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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