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回歸雖只有15年，但當局宣傳
及推廣《基本法》的工作，在此之前
及現在，都持續進行，不少社區團體
亦積極參與相關的推廣工作，務求讓
不同年齡層面及階層的人士，都能正
確認識《基本法》。《基本法》作為本
港憲制性文件，不單以法律形式訂明
本港實行的各項制度，更詳細列明港
人所享有的自由及權利，而錯誤認識

《基本法》，甚至肆意扭曲或斷章取義
地解釋《基本法》，都是非常危險的事
情，特別是有關言行出自受人尊重的
立法會議員，情況實在令人擔憂。

郭榮鏗公然貶低區議會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於1月4日，
討論警方就大型公眾活動作出相關封
路及交通改道安排上，諮詢區議會意
見的事宜。其間，公民黨立法會議員
郭榮鏗認為，警方限制遊行示威等大
型公眾活動時，只應考慮公共安全
(public order)，並因此質疑警方處理示
威遊行時，為何需要諮詢區議會的意
見。他所持的理據是，區議會只是一
個處理關乎福利、區內問題的組織，
而沒有對「公共安全」發表意見的職
能及權利。我作為立法會區議會（第
一）界別代表，隨即嚴正指出郭議員
錯誤理解區議會的職能；可惜的是，
身為大律師的郭議員拒不認錯，更斷
章取義地引述《基本法》第97條作回
應。他指出，區議會處理的事務主要
是文化、康樂，環境衛生，故警方考
慮公共安全、保安的事務時，根本與
區議會的職能沒有任何關係，亦毋須
諮詢區議會意見。郭大狀此番辯解，
令人深感憂慮：一個負責立法的立法
會議員，竟不能準確掌握《基本法》
條文，選擇性地解釋《基本法》賦予
區議會職能的條文！一個由選舉產生
的立法會議員，竟公然貶低另一個民
意授權組織，質疑執法機關諮詢區議
會的必要性！

看過《基本法》第97條全文的人，
都會擔心及憂慮郭榮鏗議員對《基本

法》的理解能力。第97條規定：「特別行政區可設
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
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服務。」明顯地，除了如郭
議員所講，區議會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
等服務之外，根據《基本法》，區議會亦會就區內關
於地區管理及其他事務，向政府提出意見。我相
信，任何一個對地區事務稍有認識的市民，都認同

「地區管理及其他事務」自當包括區內治安罪行、居
民安全，以至交通道路使用等各方面的公共安全問
題。區議會就地區事務向政府提出意見，便是就包
括地區的公共安全問題，向當局反映市民意見，而
絕非如郭榮鏗議員所說：「區議會不是一個組織可
以告訴警方，關於公共安全的問題」！

斷章取義解釋基本法

郭永鏗議員質疑區議會職能，貶低區議會民意認
受性的言論，令人遺憾。而身為大律師，並作為立
法會法律界代表的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對於《基本
法》認識的不足，以至在解釋法律方面的偏頗，更
是荒謬絕倫。最近一次立法會的動議辯論中，更聽
到他表示：有法必依只是法治的小學生層次，更高
層次是以法限權、以法達義。陳辭看似慷慨激昂，
但敢問郭大狀，當你連解釋《基本法》都斷章取
義，選擇性地跟從時，你所指的「有法必依」的小
學生層次，做到了嗎？

期望郭議員能認真閱讀《基本法》，正確認識區議
會的職能，還區議會一個公道，還港人對立法會議
員的信心，讓市民相信每位立法會議員都尊重《基
本法》，並有能力正確認識及理解《基本法》條文。

A 22 ■責任編輯：黃偉漢 2013年3月7日(星期四)壇論

「兩會」喜事多，新人新氣
象。日前公佈的十二屆全國政
協軍隊委員名單，引起了部隊

官兵和軍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
認為，雖然新一屆政協軍隊委員數量與上屆持平，但
由於軍隊政協委員變動大，其中90餘人為新任委員，
僅有20餘人為連任，新任委員比例遠高於全國政協新
任委員48.3％的整體比例，特別是60餘位現役或免去領
導職務不到3年的帶兵將軍成為新科政協委員，令新一
屆政協將星璀璨。將軍委員們閱歷豐富，思想活躍，
使命感強烈，或許會給政協帶來更多更強的「頭腦風
暴」，傳遞出的重要信息應給予關注。

「強軍派」實力更強

據筆者統計，新一屆全國政協軍隊委員中，新增
了4位上將，他們是武警部隊原司令員吳雙戰、原政
委喻林祥，第二炮兵原政委彭小楓和總政治部原副
主任童世平，上將數量是上屆的2倍，劃屬於「中共」
界別。其他40多名擁有中將軍銜的新任委員，涵蓋

了四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軍事院校、武警
部隊以及軍委辦公廳等各大單位，集中於「特別邀
請人士」界別。其中雲集了空、海軍和第二炮兵等
重點建設軍種的高級將領，如空軍有11位高級將
領，分別是空軍現任參謀長楊國海、空軍原副司令
員何為榮、副政委王偉，北空原司令員賈永生、江
建曾，蘭空原司令員朱清益，濟空原司令員劉忠
興，南空原副政委賈延明，廣空原司令員高守維、
政委王玉發，成空原司令員方殿榮等；海軍則有現
任副政委王兆海，原副司令員蘇士亮、政治部原主
任范印華、南海艦隊原政委黃嘉祥等4人；第二炮兵
有現任副政委鄧天生、原副司令員于際訓等2人。其
他比較有影響力的學者將領有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任
海泉、海軍信息化專家委員會主任尹卓等。觀察家
認為，新當選的將軍委員，經歷過「文革十年」的
磨難，受益於改革開放的福祉，既是國防現代化重
點建設軍種的參與者和推動者，更是實現強軍夢的
踐行者和吶喊者，對建設與中國國際地位相稱、國
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強大軍隊，有 更為強

烈的憂患意識和歷史使命感，將在圍繞國防和軍隊
建設大政方針建言獻策方面，發揮突出的作用。

名人委員引人注目

在新屆政協軍隊委員中，領袖後人和將門之後仍然
是廣大民眾和社交媒體關注的「特殊群體」。他們雖然
人數有所減少，但仍然「光彩照人」，如毛澤東主席的
嫡孫毛新宇少將、徐向前元帥之子徐小岩中將、陳賡
大將之子陳知庶少將、開國中將劉培善之子劉曉榕中
將、李光軍少將之子李少軍中將和新四軍將領彭雪楓
之子彭小楓上將等。此外，著名歌唱家，第八、九、
十、十一屆政協委員，總政歌舞團團長、中共總書記
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主動謝絕了新屆政協委員的提
名。觀察家指出，出身「名門」、「將門」的軍隊政協
委員，是統一戰線中的特殊力量，他們廣泛的社會人
脈關係，有利於利用政協平台團結有關方面人士。彭
麗媛、羅援等有影響力的軍隊委員淡出政協，雖然使
人多少有點遺憾，但也顯示出中國政壇新風頻吹和新
老交替現象，應給予充分肯定。

新屆政協軍隊委員名單傳遞重要信息

在中國文化積極擁抱世界的今天，我們應如何向世
界展示一個真實而富有活力的中國，展示我們五千年
的文明以及中華文化在世界上源遠流長的存在，是一
個必須積極探索並創新運營的重大議題。

據統計，早在2010年，我國在境外舉辦的中國電影
展就超過了100次，展映國產影片578部次。「中國圖
書對外推廣計劃」實施已有5年，累計助推近2000種圖
書走向海外。另據國家漢辦統計，截至2011年底，全
世界已建立了358所孔子學院，設立孔子課堂500個，
分佈在105個國家和地區，註冊學生達到50萬人。

此外，自1999年以來，國務院新聞辦先後在世界五大
洲、20多個國家舉辦了以「感知中國」為主題的系列文
化交流活動，將中國優秀的文化藝術介紹到世界各地。

2007年至2011年，文化部在9個國家開設的文化中心
舉辦了2500多次重要活動，參加中心漢語、武術、舞
蹈等各類教學培訓的學員達2.6萬人，參加活動的公眾

達56萬人。

在整體思路及運營模式上加以提升

「中華文化走出去」既然已經成為我國重大戰略，
就有必要在整體思路以及運營模式上加以提升。事實
上，作為世界上唯一延續五千年不曾中斷的文明，中
華文化早已不僅囿於中國大陸。數以萬計的外國人用
漢字書寫的書籍典章，日韓越南等國厚重的漢文化積
澱，當地年代遠久的文廟及許許多多的涉華古跡，歷
史上與中華古國的交往，遣唐使以及和番、下西洋等
無數有關友好往來、文化交流的佳話，都生動有力地
說明了「中華文化」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是一種源遠
流長的存在。因此，中華文化「走出去」，還應當有
更加包容的襟懷和國際化的視野。事實上，中華文化
絕不僅僅只能從中國本土「走出去」，早已經散落於
世界各國的中華文化，同樣源自中華的血脈！中華文
化的傳承以至發揚光大，也不應僅僅是中國人一家的
訴求。如何借助當前中國國力增長，與世界各國經貿
合作日益增強的大好時機，更好地發揮各國學者以至
政府的力量；共同對中華文化或者是漢文化在全世界
的存在，對中華文化在世界文明進化中的作用，作更
精確更客觀的追溯評價，是大有必要的。理清這一思
路，對於提升中華文化在世界各國人民心目中的地
位，增強中國的軟實力，將大有裨益。

設立統一的協調統籌指揮機構

「中華文化走出去」被視為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大國

策，有必要從國家的高度，設立統一的協調統籌機構。
很多國家的海外文化中心在本國都設有總部來統籌協
調，我國雖然在2003年10月成立了由中編辦、外交部、
財政部和文化部組成的駐外中國文化中心建設協調小
組，但因各種原因，統籌整合資源效果還不是十分理
想。比如提供給海外中國文化中心的各類圖書、音像資
料（尤其是用駐在國語言翻譯的各類出版物）無論從數
量還是質量上看，都遠遠滿足不了駐在國公眾的需求。

與此同時，前述教育、廣電、出版等系統，以至中
央部門與省市自治區之間，又各自有自己的海外文化
拓展規劃，各自為政之下，往往事倍功半，造成巨大
的浪費。因此，如果能在中央一級設立權威的統籌小
組以至常設機構，由副總理級的官員進行「抓大放小」
式的協調，每年對各系統及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區的活
動進行梳理排序，更好地對人員及經費的運用加以協
調，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香港可作推動中華文化與世界融合橋樑

眾所周知，香港在推動國家進行改革開放，以及協
助內地企業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已經發揮並將發揮出
更加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作為世界商貿中心以及資訊
中心的香港，在融合中西文化方面已成為世界文明的
一朵奇葩。香港的電影電視、報章雜誌、娛樂產業，
更已成為海外華人社區以至東亞地區重要的精神食
糧。而香港的各種商會、宗親社團，非政府組織以至
許多大型跨國企業，也都成為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與
世界融合的橋樑。

30多年來，香港
新華集團通過轄下
的新華基金會，在
支持國家教育、科
技事業及開展國際
交 流 方 面 不 遺 餘
力。新華基金會更
積極發揮自己在世
界尤其是東亞地區的商貿網路，為推動中華文化與當
地的交往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例如，新華漢語中心在
越南已經成立2年多，為提升當地漢語教學水準作出
了公認的貢獻，獲升格為新華漢語教學及研究中心。
該中心不但成為越南漢語教學及研究的重鎮，資助國
際漢語教學會議在河內召開，新華基金會還每年選派
當地的優秀學生到中國來接受漢語教育。

此外，新華基金會還與國家漢辦、北京科技大學合
作，在英國德蒙福特大學開設孔子學院及新華創意及
文化中心，借助英國創意產業的先進科技及理念，開
展包括漢語教學及研究、漢文化傳承、中英文化交流
以及孔子學院運營模式探索創新等一系列活動。而相
同的新華文化中心，還將在柬埔寨、日本開設。與此
同時，新華基金會還協助人民出版社等機構，支持作
為國家重點出版工程的《域外漢籍研究整理》工作。

類似新華基金會的例子，在海內外還有許多，在中
華文化於全球的推廣互惠過程中，香港以及海外華
人、華僑以及華企，是一支能量不容低估的生力軍，
值得國家予以更多的重視。

我國在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方面，已

經走過不算短的路，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小，

也取得了相當的成績。然而，我們也不得不

承認，相關的努力，與提升中國軟實力的要

求還有巨大的距離，其中如孔子學院在部分

國家遭遇的反彈，反映出前進中面對的不少

難點，值得我們探索中華文化「走出去」的

新思路、新模式。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癱瘓中環」以
至「癱瘓警署」計劃，呼籲宗教領袖、退休高
官、專業人士、學者，還有所謂「你和我」，一同
參與製造「這枚核彈」，佔領者要主動自首，除顯
示參與者願意承擔罪責，還可以癱瘓警署。如果
參與者有幾萬，第一波佔領者癱瘓警署後，立即
發動第二波佔領。第一批一萬人擠塞警署時，第
二批一萬人可往尖沙咀集結，這些人遭驅散時，
第三批一萬人又可往沙田堵路。最終迫使中央和
特區政府屈服、讓步、就範，接受反對派的普選
方案。

鼓吹激進抗爭 全港市民成犧牲品

看了這具體的戰略安排，讓人嚇出一身冷汗，
更有似曾相識之感，這些情景，不是就在烏克蘭
的橙色革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中出現過嗎？
如果說有所不同，那就是這些香港的反對派敢於
事先張揚，比其他地區的「顏色革命」來得更囂
張跋扈。從反對派的角度來看，這的確是一盤有
賺無賠的賭局，若然真的能招聚到數萬名市民一
起行動，「癱瘓中環」以至「癱瘓警署」，引起全
世界的關注，逼得北京接納「真普選」方案，那
這場「顏色革命」就取得了勝利；就算佔領行動
失敗，最終以武力清場，亦可製造悲情效應，有
利攻取下屆立法會選舉。無論輸贏，反對派都可
從中取利，只是，這對7百萬香港人又有何好處
呢？

首先，如果香港發生了「顏色革命」，必然影響
到香港的社會穩定，樓市股市崩潰不在話下，更
可能引起外資撤離香港，香港信貸評級降低。更
長遠的說，會給兩地關係製造裂痕，影響兩地融
和，不能接收到中國繁榮興盛帶來的好處，香港
的經濟泡沫一破裂，香港人的就業問題和生計必
大受影響，而且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恢復。更

何況，循序漸進以達至雙普選是中央政府的一貫
政策，中央是絕不會同意任何人以「顏色革命」
的手法去強摘普選之瓜的。全國人大對此已有明
確決定，要落實行政長官普選以及立法會全部議
員普選，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然後「兩個產
生辦法」的修改都要經過「五部曲」才算完成整
個程序，並非任何一方可以單方面決定。反對派
企圖通過佔領中環，以兵臨城下之態逼北京接受
他們的要求，只是政治狂人的痴心妄想，是不可
能得逞的。

軟暴力對抗中央 搶奪香港管治權

不過，雖然反對派佔領中環的如意算盤是打不
響的，但特區政府及有關人士卻不可掉以輕心，
因為，只要顏色革命一爆發，無論其成與敗，香
港都要面臨暴風驟雨的洗禮，要承受難以估計的
損失，所帶來的禍害可能需要數十年才可痊癒。
要維護7百萬人的利益，我們必須盡早防範反對派
策劃的顏色革命。

無庸諱言，今日反對派已吹響了顏色革命的集
結號，戴耀廷所提出的「佔領中環」可說是投石
問路，如果有關方面對此掉以輕心，或沒有及時
滅火，一場顏色革命便會開始醞釀，至於何時引
爆，則難於估計。有人提出合適的時候是明年7
月，但這極可能只是掩眼法，以香港目前的政治
形勢，已到了烏雲壓城城欲摧之際了，佔據中環
是隨時有可能發生的，更有可能多斬二 ，讓大
大小小的非暴力抗爭令香港處於一個無休止的動
盪環境之中。

雖然，提出「癱瘓中環」以至「癱瘓警署」的
人聲稱這是非暴力對抗運動，但任何人都可以預
料到它的可怕後果，所謂「非暴力反抗」行動，
其實正是以軟性暴力挑戰法律的行為。「癱瘓中
環」，也就是癱瘓香港的經濟繁榮；「癱瘓警

署」，也就是癱
瘓香港的法治和
治安。通過這種
手段迫使中央政
府接受反對派提
出的普選方案，
也就是挾民意以
令中央，奪取香
港的管治權。這
是一場不折不扣
的顏色革命，是
要將香港推向無
底 深 淵 的 不 歸
路，是罔顧7百萬人福祉的嚴重罪行！

須防止顏色革命

面對反對派欲罷不能的顏色革命，我們有什麼
對付的辦法呢？有人認為，沒辦法之中，惟有見
步行步，如果一年後陣營內有人能與反對派代表
對撼，有較大優勢在2017年保證普選的特首是愛
國愛港者的話，可考慮一個讓「泛民」落場參選
的特首普選方案，以此緩解香港民情躁動，削弱

「泛民」動員力度。不過，反對派並不會滿足有限
度的讓步，他們會繼續抗爭，不達目的，絕不罷
休，有限度的讓步只會製造下一次更強烈的抗
爭，要香港達至長治久安，我們必須來一次徹底
有效的防火行動。

最起碼的做法，特區政府和有關人士應旗幟鮮
明的表明態度，嚴詞直斥這些親西方知識分子及
反華政客的過分言行，讓所有人明白「癱瘓中環」
以至「癱瘓警署」的嚴重後果，必要時更應該通
過有效方式對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政治玩家作必
要的警告，正如當年新加坡李光耀所說：「從這
一分鐘開始，你們必須停止一切過激行為，否則
我會用盡一切方法去懲罰你們！」

不過更為長遠的辦法，就是搶在反對派行動之
前完成二十三條立法，讓香港的安全，七百萬人
的福祉納入法律條文的保護之中。香港是7百萬香
港人的香港，是13億中國人民的香港，「佔領中
環」？「癱瘓警署」？想也不用想，我們絕不能
讓香港成為顏色革命的試驗場，更不能忍看香港
變成第二個烏克蘭，第二個利比亞！

不能讓「顏色革命」陰謀得逞

蔡冠深 全國政協委員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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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走出去」要有新思路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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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癱瘓香港的法治和治安。通過這種手段就是挾民意以令中央，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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