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13

論壇

■責任編輯：黃偉漢

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
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王惠貞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遊行之都不可成為亂港之都

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和平理智地上街遊
行，表達各自的訴求，相信廣大市民是支持
如 既 往 ， 反 對 派 繼 續 操 盤 反 政 的，但是向有遊行之都的香港，近年似乎愈
府，誤民生，不惜破壞新年的節 來愈走向亂港之都。事實是，反對派當天的
遊行，與改善經濟民生無關，與促進政府施
日歡樂氣氛，擾亂香港的生活節
政無關，其實只是一場政治騷。他們甚至連
奏，企圖將香港帶入到「反反反」 一些像樣的要求也提不出，只是在那裡重複
的惡煞混亂世界。最令人無法容 指責梁振英「僭建」、「講大話」，令人生
厭。
忍的是反對派元旦「倒梁」遊行
在日前的元旦反梁遊行中，一些人不僅不
中，部分參加者入夜後瘋狂衝擊 理會警方勸喻，沿途擺「街站」賣物籌款，
警 方 防 線 、 躺 佔 馬 路 、 霸 企 街 而且衝破警方防線，大肆搗亂。當中，一批
頭戴「V煞」面具的青年衝出畢打街與德輔
道，令來往交通受阻達數小時。 道中交界，坐在馬路中央，幾度癱瘓中環交
此外更有遊行人士手持殖民象徵 通。不少參加完元旦慶祝活動的市民都急於
回家，他們只能響號表達不滿，個別駕車人
的「龍獅旗」到中聯辦門前播英國
士則氣憤得下車和「V煞」理論，質問你們
國歌，搞升旗儀式，肆意挑釁中 有示威的自由，難道我們就沒有使用道路和
央。警方對此種罔顧他人權利、 回家的權利？事件中還有人指罵不滿他們惡
行的的士司機及內地乘客「我最憎你們這些
破壞社會安寧的做法予以譴責，
蝗蟲」，被傷害的內地遊客無奈地表示：
並拘捕了數名犯事者。警方這種 「我真想不到香港是這樣的！」
事後，民主倒梁力量發表聲明，誣衊警方
維護大眾利益的舉措，得到了市
「在無警告下阻攔遊行隊伍，選擇性拘捕示
民大眾的支持，事件顯示，大多 威者，打壓異見聲音」。有人則指警方成為
數市民對部分遊行示威人士亂港 「政治打手」及「香港已淪為警員社會」。事
實並非民主倒梁力量聲明所指，警方「在無
擾民的惡行越來越反感。
警告下阻攔遊行隊伍，選擇性拘捕示威者，

一個鬧哄哄的元旦過去了。一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履新後出席一個公
開活動，在「青年人的發展與承擔」論
壇中強調：大家正處在一個大時代，
「這個大時代要求我們香港青年要有大視
野，要立足香港，胸懷祖國，放眼世
界」
，並勉勵要「識大勢」
，「明大義」
，
「講大局」
，做一個有眼光青年，才能參
與到這個大時代中。
香港在反對派的傳媒和喉舌煽起的一
片反國教、反國家、倒特首的妖霧迷
漫、顛倒黑白輿論中，一些港青迷失了
方向。張曉明的講話，像一陣春風，颳
清了香港寒冬陰霾，使大家看清了方
向，鼓舞了香港青年重新起步前進，真
是「玉宇澄清萬里埃」！
「識大勢」放在首位，是因為大勢是
總的趨勢，它像河流由西向東滾滾向前
不可阻擋，又如東風浩浩蕩蕩能壓倒西
風。大勢代表正能量、正義事，故它能
一往無前，即使有逆流也阻止不了。近
代史如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帝國發動第
二次世界大戰，表面氣勢洶洶，終也被
正能量和正義的人民所打敗。美帝國主
義妄圖在新中國剛成立就要將她扼殺在
搖籃之中加以圍堵，但中華民族要解
放、要自由、要獨立勢不可擋，幾經艱
難曲折，終於站起來了，崛起了，強大
了，以致今天成為全球經濟復甦和前進
的正能量、原動力。
「識大勢」很重要。這是因為古希臘
哲人赫拉克利特說：「人不能兩次踏入
同一條河流」
，因為河流逝者如斯夫，川
流不息。青年人不識大勢，逆流而動，
黃
即會被大流 走，被時代淘汰。革命家
熾
鄒韜奮在《萍 寄語．弁言》就告誡
華
說：「我們研究中華民族的出路怎樣，
不得不注意中國在這個世界的大勢怎
樣」
。今日的中國大勢，是我們一天天好
起來，敵對勢力一天天爛下去。十八大已規劃了要中
國在2021年建成全面小康社會；2049年建成繁榮富強
現代化強國，認識大勢所趨，我們就能分清主流、支
流，順流、逆流而不會迷失方向，站錯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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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大勢」
「明大義」
「講大局」
「明大義」是大道理。大義即要義，要義是一種正
氣，更屬正義。這恰如文天祥《正氣歌》所言：「天
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
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我們若能明白中華
民族的大義，就會為中華數千年文化而自豪，為民族
的勤勞勇敢而驕傲，就會為自己作為中國人而倍感光
榮；我們若明白國家要統一，民族要富強這個大義，
就會秉持中國傳統的價值觀，「正其義則利自在」
，
「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
，把自己的理想
和為民族的大義結合在一起，就能義無反顧，不怕挫
折；也能大義凜然，不畏威逼利誘，有浩然之氣；在
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關頭不徇情，慷慨以赴。
「講大局」是胸有一盤棋。國家、民族是大局，沒
有國族這個大局，就會目光如豆，只顧眼前，不顧長
遠；更會抱殘守缺，只撿芝麻，丟掉西瓜。故張曉明
語重心長告誡香港青年人：眼睛能看到的東西叫視線，
眼睛看不到的東西叫眼光，張曉明說「視線決定現在，
眼光決定未來」
。是的，要是青年人只看到今天的中餐
或晚餐而「餐搵餐食」
，而看不到將來的中華民族有歡
慶的節日和盛大的筵宴，那就是胸無大局。不講大局下
棋，一子失 ，滿盤皆輸，不可不知。
張曉明盼港青識大勢，明大義，講大局，認清當前
世界的大勢所趨，祖國的發展不可逆轉，更要認清香
港與祖國內地關係是越來越緊密這大趨勢，為此要多
多了解自己的祖國，了解她的歷史，她的文化，她走
過的道路，她的去向，才能堅信香港的明天和祖國的
明天一樣會越來越好。道路已經指明，迷霧已經撥
開，港青們應識走陽光道不走獨木橋了！

打壓異見聲音」
。正如警方所發聲明的「部
分示威者在中環多條街道集結和嚴重堵塞交
通，危害自己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一
次又一次刻意破壞香港社會的秩序和安寧，
因此在不同階段警告無效下依法採取拘捕行
動，並強烈譴責有關人士作出的不負責任及
破壞法紀的行為」
。看過、了解過事件真相
後，相信稍有社會責任與公道的市民，都會
為香港警方的做法叫好，香港警員不愧為亞
洲最好的警員。如果連警方都偏袒這些「刻
意破壞香港社會的秩序和安寧，以及不負責
任及破壞法紀的行為」
，那香港真的就成了
亂港，香港市民就成了亂世災民，沉默的香
港一族願意接受這樣的香港嗎？

持「龍獅旗」示威不得人心
元旦倒梁遊行不僅有人破壞香港社會的秩
序和安寧，更有甚者，竟有人手持殖民象徵
的「龍獅旗」到中聯辦門前，一邊播放英國
國歌，一邊以自製旗桿升起「龍獅旗」
，明
目張膽地向中央示威，極具挑釁性，是嚴重
的政治事件。這裡我們要問，你們不顧國家
主權及國民尊嚴，究竟想幹什麼？對於這種
不得人心的「港獨」行為，香港廣大市民堅
決不認同，堅決反對。
發起以「龍獅旗」遊行的團體辯說，他們
並非鼓吹「港獨」，只是不滿回歸後的現
狀。而一位目睹現場的西環老街坊氣憤地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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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班後生仔根本就無經歷過港英統治
時代，那時香港哪有民主、自由？當年市民
想上街示威都好難，分分鐘被鬼佬警員用警
棍追打，如果放在港英年代，這些後生仔一
早就被拉去坐監了。」
民主、自由、普選，不僅是港人追求的目
標，也是中央政府一路支持、維護並逐漸予
以實現的目標。在維護香港主流社會價值及
大眾利益方面，中央從來就沒有與香港大眾
有過分歧，而是想方設法令其做得更好。相
比港英時代，中央政府有哪一點不比英國政
府更開明，更寬容，更開放？為什麼總有人
懷念港英年代？

癱瘓政府滯後經濟貽害無窮
香港正處於經濟急待發展、民生急待解
決、社會急待和諧的時期。香港的發展，既
需要政府的有效施政，更需要廣大市民的全
力支持。近年來，由於香港社會政治鬥爭頻
繁，內耗不止，已令香港經濟發展裹足不
前，不要說同內地比了，就連過往香港的主
要競爭對手新加坡，也早已將香港遠遠拋離
後面。
特首梁振英上任後，躊躇滿志，決心改
革，並提出「穩中求變」的綱領，為帶動香
港發展，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以及改善社
會福利民生等提出多項有利措施，其中多項
民生措施已見成效，深受市民歡迎。新政府

以愛國主義抗衡「港獨」邪風
過去15年的經驗已經證明了，和稀泥的做法並不能換來
真正的政治和諧，要香港人心回歸，要香港擺脫外國反華

勢力的操控，唯一的辦法是以愛國主義抗衡「港獨」邪風，以中華民族的風骨撐起年輕
一代的脊樑，香港的將來才有希望，香港人才能和13億人一起共享二十一世紀中國人的
尊榮！
最近，香港有人高舉港英旗遊行至中聯辦抗議，
他們高舉港英殖民政府旗幟，沿途呼叫「我係香港
人，唔係中國人」
、「中國人返回中國」
、「香港要
獨立」
、「南京條約萬歲」等口號，相信就是台灣
的民進黨也沒有如此囂張，因為「台獨」分子即使
敢鼓吹「台獨」
，也不敢公然打 日本的太陽旗，
高呼甲午海戰萬歲，因為他們也害怕被人視為千夫
所指的漢奸賣國賊。
1842年8月29日，每一個炎黃子孫都不會忘記這一
天，因為那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國恥日！清政
府與英國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英《南京條
約》
。自此，中國由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淪喪為西
方列強的「玩物」
，香港也被逼割讓給英國。這些
人現在公然高呼「南京條約萬歲」
，那不是明目張
膽的漢奸所為嗎？雖然，有人認為這些年輕人少不
更事，不知天高地厚，根本成不了氣候，然而，我
們卻不能以此為理由忽視了這嚴峻的趨勢，因為，
這些病毒可以由幾十人傳染到幾百人、幾千人、幾
萬人，賣國就是賣國，如果寬恕了他們，香港將會
變成賣國賊的溫床，變成顏色革命的發源地，變成
中華民族的毒瘤！

「港獨」歪風須防患未然
其實，中國人的天性是愛國的，他們熱愛自己的
土地，熱愛自己的同胞，同時，對自己的國家更有
至死不渝的感情，正如《我的中國心》一曲中所
寫：「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我的
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國印。」中國歷史上，
曾記載了無數感人的愛國故事。「蘇武牧羊」
，正
是國人耳熟能詳的其中一個歷史典故。
天漢元年，蘇武奉命以中郎將持節出使匈奴，
被扣留。匈奴貴族多次威脅利誘，欲使其投降，
但蘇武寧死不屈，匈奴將他遷到北海牧羊，一個
人孤獨地在冰天雪地裡，過 茹毛飲血的生活，
但他南望故國，此心不變。蘇武出使匈奴的第二
年，名將李陵戰敗投降匈奴，單于派遣李陵去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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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為發展的
努力，如果一個行政長官得不到市民的支
持，甚至遭到一些政客蓄意反對，相信再有
誠意，再有本事的特首也難一展抱負，到頭
來，受損的依然是香港廣大市民。
當前，香港社會存在各種各樣的民生問題
和訴求，但反對派對這些關乎社會民生的
議題根本不關心、不研究，他們一味「倒
梁」，其實，回歸後幾屆特首哪一個他們
不反對？如果單單為反對而反對，那香港
的前途究竟在哪裡？作為一個負責任的議
員，監督政府是應該的，但逢事必反，不
給機會政府施政，怕政府施政，香港如何發
展？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真的好
擔心。我們真心希望廣大市民能夠關心自
己的生存空間，不要再爭鬥內耗，要給政
府一些時間，給梁振英一個機會，團結一
致發展香港，同時也希望梁振英先生汲取
教訓，重新振作，為香港腳踏實地做出一番
成績。

海勸降。李陵告訴蘇武說：「你是沒有機會回國
的了，你知道嗎？你的大哥蘇嘉扶 皇帝的車駕
下殿階，不小心折斷了車轅，被定為大不敬的
罪，用劍自殺了；你弟弟孺卿奉皇上命令去追捕
欽犯，他抓不到，因害怕而服毒自殺；我離開長
安的時候，你的母親已去世；你的老婆認為你已
不在世，已改嫁了。你早已家破人亡了。人生如
朝露，何必這樣折磨自己！朝廷對你寡恩薄義，
你何必為他們盡忠呢？」蘇武毫不動容地回答
說：「蘇武一生別無奢望，只願為國家奉獻一
切。現在得到犧牲自己以效忠國家的機會，即使
受到斧鉞湯鑊的極刑，我也心甘情願。」李陵知
道蘇武報國之心已決，惟有歎息而去。19年後，
蘇武鬚髮盡白，出使時所持的旄節也只餘下一根
光棍，他才有機會回到自己的祖國，雖然這時他
已妻離子散，只剩下孤身一人，但他仍無怨無
悔，他對國家的忠誠，對鄉土的熱愛，卻記錄在
永恆的史冊上。
現在香港有些人以中國沒有實行西方的民主政
制為理由敵視自己的國家，這是極不客觀及愚蠢
的想法。首先，中國實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制度」雖然和西方民主政制有所不同，但事
實證明，那是適應國情，比西方民主政制更為優
越的社會制度，13億人也因此而得以改變命運，
走向幸福的明天。常言道：「犬不怨家貧，子不
嫌母醜」，就算自己的國家比不上其他地方更先
進，就算自己的政見有所不同，那也不是怨恨自
己國家的理由，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何來有香港人和中國人之分呢？「南京條約」分
明是中國的國恥，「萬歲」二字又如何說得出口
呢？那些公然打 港英旗，聲言自己不是中國人
的人，不但欠缺了做人的骨氣，也盡顯他們對香
港歷史的無知。

回歸前香港人不過是英國的奴僕
其實，香港在英國統治下百年，中國人從來就沒

有得到過平等待
遇，就算後期情
況稍有好轉，港
英政府也從來沒
有給予港人真正
的自由民主。當
年的香港人只要
稍露親中立場，
便有被遣送出境
的危險，若有人
敢高舉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旗幟要 ■梁立人
求英國港督下
台，必然會受到港英政府的武力鎮壓。其實，殖民
管治時期的香港並非天堂，而是貪污橫行，中國
人飽受歧視的黑暗歷史。香港只不過是英國的提
款機和度假勝地，香港人不過是英國的奴僕，那
些高舉港英旗，緬懷殖民時代的青年人，對此又
有多少認識呢？
很明顯，今日懷念港英時代的多是80後、90後的
青年，相反中老年人對港英治港皆嗤之以鼻。老年
人愛國，可以解釋是他們的根在中國，對國家民族
有無法切割的深厚感情；而年輕人的成長期正好遇
上港英準備撤離，裝出一副民主臉孔收買人心的日
子，所以，他們對於港英的認識並不全面，此外，
他們從未感受到祖宗所經受過的苦難，不明白中國
人要站起來的艱難。由於現代社會物質豐富，人們
對意識形態的重視遠超過了物質生活，所以，無論
中國提供了多少生活必需品，也不會讓這些食飽無
憂米的年輕人有感恩之心，無論輸入多少東江水，
也洗不去他們身上殖民統治的烙印。要改變部分香
港人忘記了自己的根，甘心認賊作父的現象，唯一
的途徑是進行愛國教育，就算被視為洗腦也無須避
忌。事實上，連「南京條約萬歲」這樣的口號也說
得出口，這種充滿了漢奸細胞的壞腦袋難道不應該
好好清洗一下嗎？
梁振英必須明白，過去15年的經驗已經證明了，
和稀泥的做法並不能換來真正的政治和諧，要香港
人心回歸，要香港擺脫外國反華勢力的操控，唯一
的辦法是以愛國主義抗衡「港獨」邪風，以中華民
族的風骨撐起年輕一代的脊樑，香港的將來才有希
望，香港人才能和13億人一起共享二十一世紀中國
人的尊榮！

香港自由指數名列前茅值得珍惜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日前在政府總部高叫「特首梁振英
下台」口號，支持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及其餘26名反對派
議員彈劾特首。表面看，香港人要「感謝」他們捍衛香
港的反對自由。雖然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寫下名言
「若為自由故」
，生命和愛情都可放棄，然而香港的實際
情況又是怎樣呢？
經常發表世界經濟和人類自由度排名榜的加拿大費沙
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
，聯同德國自由研究所(Liberales
Institut)，於1月8日發布新書《邁向全球人類自由指數》
(Towards a Worldwide Index of Human Freedom)，首次將
經濟、公民和政治自由等，組成綜合指標，列出人類自
由指數（Index of Human Freedom)。新西蘭以8.73分排第
一，荷蘭以8.47分排第二，香港則以8.39分排名第三，
高舉殖民主義的前統治國英國，則排名十大以外，新加
坡排名廿九。特首梁振英帶領第四屆特區政府，上任6
個月以來務實工作，香港自由度獲得世界主流機構認

同，自由排名三甲之內，標誌 港人致力取得的自由成
果。
同是受英國殖民統治，印度獨立後實行完全英式的民
主政治制度，在是次研究中自由指數排名第九十二。印
度社會仍然存在文化守舊和各種社會問題，包括男女地
位極不平等、貧富懸殊、罪案頻生、司法體制腐敗落後
等。一些調查機構指出，有32.7%的印度公民活在國際
貧窮線下，這種現實就是這些號稱「自由民主聯盟」所
締造的社會了。

梁振英務實工作獲肯定
如為香港好，反對派議員應在政府總部慶祝香港自由
指數位居世界前列，應珍惜今天已有的自由，以和衷共
濟之心，和政府理性務實地建設香港，捍衛香港的核心
價值和被世界公認的自由度。印度的情況有目共睹，英
國式自由制度並不能為印度帶來良好的自由度，事實

上，英國自由指數十大不入，這些反對派議員仍要反梁
振英，對香港的自由度諸多不滿，難道要借鑒英國或印
度作為引領香港的自由制度嗎？
我們應該慶幸，香港在既有的制度下選出了勤政務
實、急市民所急的特首，在梁振英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下，香港並取得了世界第三的人類自由指數排名，港人
與有榮焉。梁振英經常落區接觸市民，聆聽市民意見的
同時，力保反對者發表言論的自由，力挺香港百花齊放
的自由多元文化，為香港的自由以身作則作出貢獻。
雖然立法會內不少議員仍然無根無據地指責特首，
立法會外則有保衛香港自由聯盟和其他反對派衛星
組織興風作浪，但是，這些反對派的言論自由仍受保
護，向全世界如實表明香港自由度名列前茅當之無愧。
只要香港繼續繁榮繁定，港人珍惜現有自由互相尊重，
今後香港自由度全球排名第一亦指日可待，反對派還要
反對什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