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今年5月20日在香港美國商會的演講中，對中國

人權狀況進行無理指責，他聲稱中國人權狀況轉趨負面，又聲稱：「美

國國會於1992年通過《香港政策法》，該法例設立了法律框架，使我們可

繼續和擴大數十年來與香港市民及其官員建立的廣泛、多層面關係，藉

此承認及支持香港的自治權。但這裡有一個伏筆，該法例允許我們僅在

總統可證實香港擁有充分自治權，以證明區別對待的合理性⋯⋯不同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享有者時，方可給予與香港自治權相當的特別待遇。」

在楊甦棣的暗示和策動下，所謂「香港自治運動」隨後出籠。披 學

者文人面具的激進反對派政客陳雲今年6月27日在信報拋出《香港自治運

動》一文，聲稱「香港在英治時期的一百五十年基礎，是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的預備。故此，我們用龍獅香港旗為自治運動的徽號」，「香港目

前的『國中之國』地位，其文化根基來自香港的城邦史」，「萬一中共轉

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解體，自治運動的同仁將敦促香港政府代表香港人

與新的中國政府交涉，維護香港本土利益，不致被新的中國政府蠶食」。

陳雲並在facebook搞了個「香港城邦自治運動」，呼籲網民 住港英政府充

滿殖民統治色彩的龍獅旗在「七一」遊行中爭取「自治」。

挑釁中國主權 傷害港人民族感情
緊接 ，由陳雲擔任顧問的「香港自治運動」，今年「七一」在維園大

派龍獅旗，約30名成員在遊行中舉起港英時代的「龍獅香港旗」，聲稱要

求所謂「真正自治」和所謂「減少中央干預」，聲稱拒絕「宜居灣」等

「兩地融合」政策，以及國民教育之「洗腦」云云。「美國之音」翌日如

獲至寶，以「七一大遊行，民眾批北京公開干預香港腦」為題稱，民眾

走上街頭是不滿北京的操控，要求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云云。「美國之

音」又聲稱，香港人成立「香港自治運動」，捍衛香港的「自治權」云

云。據稱，楊甦棣對「香港自治運動」雀躍不已，不斷加大暗中指揮和

支持的力度。香港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等也心領神會，至今不斷鼓

噪和宣揚「香港自治運動」。

許多網民憤怒抨擊楊甦棣策動「香港自治運動」，有網民指出：「楊甦

棣策動的『香港自治運動』，是反華分裂組織，在七一遊行中揮動港英的

賊旗，瘋狂挑釁中國主權，傷害港人的民族感情。」有網民指出：「香

港須認清問題的嚴重性，及早取締相關的反華分裂組織，徹底粉碎『香

港自治運動』欲把香港從祖國分裂出去的企圖。」

楊甦棣走到哪裡就搞到哪裡
很明顯，楊甦棣企圖把其推動「顏色革命」的經驗推廣到香港，他在

香港策動「香港自治運動」包藏禍心，與他策動「顏色革命」和支持

「台獨」的劣跡一脈相承。楊甦棣在2003年至2005年期間擔任美國駐吉爾

吉斯共和國大使，在他的策動下，吉爾吉斯發生「鬱金香革命」，楊甦棣

因此受美國國務院頒發獎狀。楊甦棣來港之前，於2006年至2009年擔任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期間他和陳水扁打得火熱，支持「台

獨」，而陳水扁亦向楊甦棣頒過大勛章，這個大勛章從未有其他駐台美國

官員獲頒。

自楊甦棣來港就職之後，香港反對派勢力的政治活動就出現了新的形

態。不但遊行活動密集了，而且遊行方式進一步暴民政治化，並從以往的

以香港特區政府總部為遊行終點，改為在香港中聯辦門前聚集，尋釁鬧

事，以至跑到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的門外叫囂。楊甦棣最險惡的做

法，是策動「香港自治運動」，企圖把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這些動向顯

示，「顏色革命搞手」楊甦棣走到哪裡就搞到哪

裡。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間接警告楊甦棣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傅瑩今年7月13日指出，外國領事館人員不應干涉香

港及澳門特區的內部事務。所有在港澳的領事、領事館職員及其餘外國

機構，於駐外期間應遵循國際條約行事。她說，國際條約清楚列明所有

領事館及其人員，以及其他外國機構的權利及義務。根據有關條約，外

國領事館及其人員的主要職責，是推進派駐地區及本國間的經貿關係及

民間交流。傅瑩明確指出，外國在港澳的總領事和機構有一百多個，亦

有很多外國人。他們都應受到國際法和《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的規

範。傅瑩這番話，被視為是對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的間接警告。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規定，領館和領館成員應當承擔的主要義務

有：尊重接受國的法律規章，不干涉接受國的內政。《維也納領事關係

公約》和各國雙邊領事條約均規定，領館成員應有不干涉接受國內政的

義務。領館官員在執行職務時，不參加亦不支持反對接受國政府的組

織、集會活動、示威遊行等。這意味 ，外交人員作為一個國家的代

表，必須避免一切直接或間接干涉駐在國內政的言論和行動，例如，不

公開批評駐在國的領導人及其內外政策，不參加也不支持旨在反對駐在

國政府的集會、示威、遊行、罷工等活動。更不得通過與反對黨接觸，

或組織反對派，向其提供援助或積極聲援，表示同情，介入和煽動騷

亂，策劃顛覆接受國政府。這些行為是與使館和外交人員的地位與職能

不相符合的，既傷害接受國的感情，又破壞國家間正常友好的關係。

互不干涉內政是當代國際關係重要準則之一。試想今日，若有外國勢

力策劃和支持阿拉斯加環保團體搞甚麼「阿拉斯加自治運動」，美國當局

和民眾會接受嗎？古語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楊甦棣不顧國際法

準則，利用所謂人權問題干涉中國內政，策動「香港自治運動」，違背了

《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尊重國家主權和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這是任

何主權國家不能容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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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甦棣策動「香港自治運動」包藏禍心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責任編輯：袁偉榮　

謝偉俊不排除單挑吳靄儀

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企圖把其推動「顏色革命」的經驗推廣到香港，他在香港策動「香港自治運動」包藏禍心，與他

策動「顏色革命」和支持「台獨」的劣跡一脈相承。「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既不是楊甦棣策動顏色革命的吉爾吉斯，也

不是他當年支持陳水扁搞「台獨」的台北，決不容許楊甦棣在香港策動「香港自治運動」，進行分裂中國的非法活動，楊

甦棣必須遵守他作為美國駐港總領事的本分職責。

政壇最近有傳聞
指謝偉俊明年會由

旅遊界轉戰法律界，挑戰公民黨吳
靄儀。阿Paul就說，外界一直有很多
關於他的傳聞，但流傳他轉戰法律
界則還是第一次，聽到後覺得「好
有趣」，但他現階段不會排除任何可
能性：「不過我覺得自己在旅遊界
尚有不少改革工作未辦完，而且我
相信旅遊界的朋友也會支持我連
任，故仍未落實來年參選安排。」
阿Paul又說，自己性格喜歡向難度

挑戰，但亦珍惜不同方面的經驗：

「我正在考慮是否應該參加其他更高
難度的挑戰，不過最後仍然要根據
實際情況作決定。」至於會否挑戰
難度，嘗試爭飲頭啖湯做首批「超
級區議員」，阿Paul就謙稱，現時立
法會議員的工作已佔去不少個人時
間和資源，「超級區議員」超出了
其能力範圍：「況且『超級區議員』
雖然有『超級』之名，但始終是功
能界別議員，與直選議員有分別。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做新嘗試，參加
直選會更有挑戰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未有決定

哪 善明 插旗發叔捧場
區選臨近，各大

小政團紛紛加強地
區工作及拓展地區網絡。專業動力
西貢區議員方國珊（哪 ）繼在將
軍澳及坑口設立辦事處後，昨日於
調景嶺善明 再增設一議員辦事
處。哪 在新辦事處開幕禮上表
示，難得爭取到落戶，自己過去亦
很努力於地區工作，故於3個港鐵站

的地區開設辦事處，以服務居民。
哪 又寄望，能夠多與附近學校

團體合作，又指本身出自工商界，
除地區工作外，仍可與商界及各階
層合作，現在落戶屋 更能感受街
坊所需。鄉議局主席劉皇發亦有出
席開幕禮，他表示與哪 早年已經
相識，並形容她是世姪女，所以來
捧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加強服務

特首選舉明年3月才舉
行，不過政壇已興起「估

領袖」遊戲熱。作為「熱門疑似候選人」
之一的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早前在網
站轉載了一個關於行政長官選舉的民調，
他昨日回應記者提問時，就感謝市民支
持，並指轉載民調是過去一貫做法：「過
去都有發布民調結果，是一向都有的做
法。而過去兩年，都認為這是一個有用的
過程，將自己對香港社會的意見放到網
上，與大家分享。」他更指當中意見各有
褒貶，但可以反思及改善自己的工作。
CY又指，自己有一定支持度是基於市民

對他的理解：「大家支持是基於對我進一
步的理解，不單只是我的背景或過去的工
作，而是個人的理念，及將來繼續在公職
服務時，會代表甚麼理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反遞補研討會小貓三幾隻
反對派為否決遞

補機制，昨日舉行
一個所謂「研討會」，找來一批「自
己友」，大彈諮詢文件。出席人士更
將所謂「變相公投」合理化，聲言
當議員透過辭職再參選表達對政策
的不滿，引起選民及外界關注，並
無不妥，當局不應改變現有補選安
排。民陣又計劃在下月24日，即遞
補機制諮詢期最後一天，舉行一個
反對遞補機制遊行。
由民陣舉辦的「反對遞補機制」

的研討會只得20多名自己人出席，
場面冷清，出席者只得自說自話。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聲
稱，法例若無問題，便不應冒被司
法覆核的險，硬要作出修改。至於

當局指去年進行的補選不獲市民支
持，他就稱，有關議員屬民選議
員，市民一旦不滿意的話，便不會
再投票支持他們。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成名更歪理連篇指，剛過去的補選
安排，特區政府只花了1.26億元，即
每名市民18元，連一餐晚餐都不
及，更把政改方案獲通過歸功於所
謂「公投」：「今次行動又令中央
政府願意讓步及引起市民關注，已
經算成功！」明知「公投」違憲，
公民黨黨主席陳家洛卻指，外國很
早已有「公投」安排，又認為市民
眼睛相當雪亮，指政黨不會任意行
使「公投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場面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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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80後黃潤昌
立志幫扶社群

香港近年興起所謂「80後」一詞，而大

部分打 「80後」旗幟的，所作所為令人

對這批年輕人留下極為負面印象。出身基層家庭、在工聯會尹

才榜議員辦事處任職的「80後」社工黃潤昌，坦言外界覺得

「80後」代表一些「做人態度hea（懶散），對外界諸多苛刻要

求的年輕人」，但其實那只是個別例子。他又以身作則，全力

投入社區工作，為街坊服務，以實際行動證明，年輕人只要實

事實幹，即使只得一己之力，也可以為市民帶來

更美好的生活環境。

實事實幹

阿昌父母均為工聯會成員，自小就跟隨父母參與工會工作，幼承庭訓，在
雙親薰陶下，已立下服務社群的宏願，認為自己有能力，就應該盡己所能去
幫助別人：「小時候，我們一家人住在木屋區，其後搬到公屋居住，故從小
我就開始訓練自己，對生活不要有太大要求與期望，只要生活簡單，有一份
穩定工作及收入，便可做自己喜歡的事，這件事就是去幫助別人。」

棄當社工 助人為樂
因此，阿昌雖身為註冊社工，但他沒有「執業」，而是全心投身地區服

務，這決定令他成為同學及朋友眼中的怪人：「有時遇到學校老師，佢 都
會問我點解仲未轉工？ 其他社工機構打工，人工會好好多喎！」不過，他
未有因此打「退堂鼓」，坦言總要有一些「怪人」去做這些工作，而自己所
受的專業社工訓練，透過地區工作，絕對能學以致用。
他還記得，有一名60多歲街坊因要照顧90多歲的母親，身心都相當疲

累，由於自己受過社工訓練，知道如何善用現有的社會福利，及與政府有
關部門接觸，解決了該名街坊面對的資源問題。在物質支援的同時，他亦
不忘以社工的專業知識，為該名街坊「心理輔導」。事後，該名街坊開朗了
很多，更主動參加一些地區活動。

不博出位 默默做事
從19歲開始擔任議員助理，阿昌10年來見證了土瓜灣區的發展，「近年

區內有很多重建規劃，這個老區正在更新當中，注入不少活力，能夠參與
其中，是一個很好經驗」，並坦言一些譁眾取寵的議題，的確較吸引媒體注
意，而實際的地區事務往往會被忽視，就以區內 房問題為例，他「身水
身汗」在區內跑了一周，做了一個具質素的調查都「乏人問津」，有時難免
感到洩氣，但「小小苦楚等於激勵」，令自己繼續撐下去的動力來自街坊的
一句「多謝」：「這已經是最好的回報。」
阿昌的努力並沒有白費，近年區內有很多重建計劃，居民都會邀請阿昌

陪同出席，與發展商傾談收購事宜。他十分感激街坊的信任，但最重要的
是，所有決定還是應以街坊的意願為依歸：「有時居民會問，好唔好簽
（約）呀，但成幾百萬的交易，我不能代街坊做決定，所以我會提供所有相
關的資料，例如區內同類交易的價格等，讓街坊自己作決定，而非由我單
憑一己的判斷去越俎代庖。」

民生為本 超越政見
經過10年的歷煉，阿昌形容自己已成熟了不少，「以前心中這團火，勁過

頭，心口只有一個勇字衝呀衝，無從整盤局去考慮問題，現在經驗多了，明
白到需要平衡每名街坊的訴求」，尤其自己是一名地區服務者而非「政客」，
故他緊記地區服務者的首要目標，是要協助居民解決問題，盡量全方位改善
大家的生活質素，「畢竟街坊最關注的仍是民生問題，而非政治爭拗」，故
他對政治環境的起伏從不上心，即使面對不同政見者的批評及無理指責，他
都可以「忍」字功應對。
有今日的成果，阿昌歸功於積極投入工會工作的父母及太太一直以來的

支持，「家人無私的力撐，是我堅持理想的加油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阿昌服務土瓜灣已有10年，與街坊熟絡。黃潤昌供圖

■阿昌以解決民生問題為首要目標。 黃潤昌供圖

■阿昌與義工一起摺單張。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梁振英稱網誌貼民調平常
一貫做法

■梁振英回應關於特首選舉
的民調。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