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晚在一公開活動上強調，特區政府面對不少挑戰，包括民
主發展，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就此作了《決定》，深信香港
民主定能向前發展，「我與其他司局長仍然非常支持梁振
英特首，適度有為，穩中求變」，並希望大家繼續支持特區
政府，而特區政府也會不斷努力尋求進步。

林鄭月娥昨晚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6周年香港僑界社團
聯會第五屆會董就職典禮」上致辭說，香港回歸16周年，也
是今屆特區政府運作一周年，「坦白說，過去10個月(政府)碰
到一些困難及挑戰，但我與其他司局長仍然非常支持梁振英

特首，適度有為，穩中求變」，並有信心政府在未來的日子，
定能把這個700萬人地方管好，做到開拓經濟、改善民生。

深信民主定能向前發展

針對政制發展，林鄭月娥強調說：「我相信民主發展的挑
戰還是不少的，但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作了《決定》，相信香
港的民主定能向前發展，希望大家繼續支持特區政府。」

蘇澤光讚CY媲美奧巴馬

另外，陪同梁振英訪問紐約的香港貿發局主席蘇澤光表
示，香港非常幸運，可以由梁振英掌舵，直言對方比得上
美國總統奧巴馬，因梁振英維護「一國兩制」的決心是毋
庸置疑的，而這對香港的商界十分重要，又笑說梁振英自
上台後多了白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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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意識」辨析

其實全世界無論在哪個地方，或多或少，都會有其

本土意識，巴黎人會對巴黎有特別的情感，台灣人對

台灣也有台灣意識，香港人也有「本土意識」。但是，

正如「台灣同胞愛鄉愛土的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

意識」一樣，中華文化在香港根深葉茂，香港文化豐

富了中華文化內涵，港人的「本土意識」也不等於

「分離意識」。

如果只是對本土的文化、歷史、習俗、生活習慣，

以至利益作出保護，那也是正常合理的做法，不值得

大驚小怪。但是，香港新出現的所謂「本土主義」或

「本土意識」，存在刻意美化過去的殖民政府和殖民社

會，借助歌頌殖民管治來排斥內地、自外於祖國。目

前「本土意識」最極端的形式是「分離意識」，有明顯

「港獨」傾向，值得警惕。

「本土意識」原是對「殖民意識」的反彈

在150多年的英國殖民統治歷史中，香港一直處於一

個尷尬的文化位置，她的文化身份一直未有定案。而

居住在這個被英國殖民統治的小島之中，香港人這個

身份意識是從哪個時候開始冒起呢？是從上世紀70年

代萌發的「本土意識」開始的。上世紀70年代的香

港，港人既無法對殖民者英國產生任何歸屬感，對一

河之隔的內地又缺乏了解。因此，那時香港的文化身

份並非寄生於殖民統治或民族主義，而是來自確切的

生活體驗。這種「本土意識」建基的是香港的經濟發

展，它是以香港的成功作為冒起的主要因素，是香港

人從生活在香港之中得到利益而產生的認同感。

許冠傑主唱的《鐵塔凌雲》之所以在粵語歌壇佔有

特殊的地位，是因為這首歌已蘊涵港人的「本土意

識」，這首歌一經播出即大受歡迎，最終和另外一首

《獅子山下》一起，成為代表港人「本土意識」的標誌

性時代曲。《鐵塔凌雲》以一個香港人遊歷世界回歸

故地的心態，喚起港人對「本土意識」的重視。《獅

子山下》抒寫港人在逆境中團結奮鬥、和衷共濟、守

望相助及包容和諧，創出一個又一個奇跡，寫下無數

不朽的傳奇故事。這兩首歌抒發的香港精神，都是對

「殖民意識」的反彈，是港人主體意識覺醒的表現。香

港目前新出現的所謂「本土主義」或「本土意識」，卻

刻意美化過去的殖民政府和殖民社會，是對殖民政府

和殖民社會的「誤讀」。

「本土意識」被錯誤引導到「分離意識」

有些別有用心者利用港人的「本土意識」，把它錯誤

地引導到「分離意識」。他們打 「本土意識」、「集

體回憶」、「保衛家園」的幌子，發起一系列分離行

動。「反國教」是毀「一國」意識底線；煽動「恐共

反赤」是旨在否定憲法、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

覆中央政府；策動「香港自治運動」、「光復上水運

動」、「反新界東北規劃運動」，是搞「去中國化」；

叫囂「香港要獨立」、「香港感謝英國」、「《南京條約》

萬歲」、「慶祝英國鴉片戰爭勝利170周年」，是赤裸裸

為殖民統治招魂、抗拒香港回歸；叫囂「中國人滾回

中國去」、「反中殖」，是侮辱自己的民族；「佔領中

環」，是破壞香港繁榮穩定，企圖亂中奪權。「本土意

識」蛻變為「分離意識」，有一個醞釀、成形、漸進到

激進的過程，這個過程的最終目的，是要將香港變為

一個與國家分離的獨立政治實體。

塵封多年魔盒中釋放出來的黑鷹

有人遊行示威頻繁高舉「龍獅旗」，其實「龍獅旗」

脫胎於殖民統治時期由倫敦英國紋章院設計的香港盾

徽，盾牌的左方和右方，分別繪有一隻頭戴皇冠的獅

子，以及一條龍，作為盾牌的護盾獸。該獅子和龍都

被漆上金黃色，

兩者亦同樣以站

立的姿勢互相對

望。獅子代表英

國，龍則代表中

國。盾牌的上方

繪有一隻頭戴皇冠，手持珍珠，面向盾徽左方的獅

子，而那顆珍珠正正寓意香港為「東方之珠」。盾牌的

上方獅子之所以面向盾徽左方，實指右方的「龍」把

「東方之珠」獻予左方的「獅子」。「龍獅旗」露骨地

刻意美化過去的殖民政府和殖民社會，抗拒香港回歸

中國。

相信在16年前香港回歸，英國旗和港英旗徐徐於

灣仔會展落下時，無人可以預料，這兩面旗幟會再

次成為復辟舊朝的圖騰——原本代表帝國殖民主義

這人類歷史污點的旗號，竟然給人奉為爭取「真普

選」和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幌子。在上水火車站、

在遊行示威中、在網絡群組中⋯⋯港英殖民的氣

息，有如從塵封多年的魔盒中釋放出來的黑鷹，集

結、盤旋於空中，緊盯 昔日那大英帝國皇冠上的

一顆明珠—香港。

這充分說明，香港問題的本質是爭奪管治權的問

題。外國勢力並不甘心整個香港的主權和管治權歸還

中國。外國勢力與反對派將2017年特首普選視為搶奪

香港治權的「最後決戰」。外國勢力向香港的「戰略潛

伏者」發出了搶奪香港治權的集結號，香港政局變得

異常凶險。

香港上世紀70年代萌發的「本土意識」，是對「殖民意識」的反彈，是港人主體意識覺醒

的表現。但香港新出現的「本土意識」，卻是對殖民政府和殖民社會的「誤讀」。有些別有用

心者利用港人的「本土意識」，把它錯誤地引導到「分離意識」，並企圖將香港變為一個外國

勢力控制的獨立政治實體，反對派策動「佔領中環」目的即在此。「本土意識」蛻變為「分

離意識」令人擔憂，若香港變為一個與國家分離的獨立政治實體，將令兩地關係劍拔弩張，

為香港的經濟民生和文化發展帶來損害，市民應對此保持警惕。

「本土意識」蛻變「分離意識」令人擔憂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資深時事評論員

■楊志強

「佔領中環」核心成員陳玉峰早

前發表了一篇文章，記述她去年8月

到愛沙尼亞旅遊，在郵輪上與兩位

愛沙尼亞婆婆的對話，她表示到愛

沙尼亞的原因，是要看看波羅的海

人鏈，「想看看另一個中國，可能

是怎樣的」。這篇文章受到李怡高度

評價，他在昨日《蘋果日報》社論中，

更將「波羅的海人鏈」與「佔領中環」

相提並論，指「比波羅的海人鏈規模小

得多的和平佔中行動，大多數香港人還

無動於衷」；最後還呼籲「讓我們回望

波羅的海人鏈吧，它帶來的改變畢竟已

經發生」。陳玉峰的文章和李怡的社論

其實都指向一個重點：就是將「佔中」

當作港版「波羅的海人鏈」，目的是要

把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甚至令中國

重蹈蘇聯解體的覆轍。

波羅的海人鏈，又稱波羅的海之路，

是1989年8月23日發生在愛沙尼亞、拉

脫維亞和立陶宛的一次獨立政治運動，

估計有100萬至200萬人參與這場運動，

他們手牽手組成一條長度超過600公里

的人鏈，穿過波羅的海三國，行動目的

是引起國際社會關注，藉此推翻蘇聯和

納粹德國秘密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

約》，脫離蘇聯獨立。在行動發生後，

時任美國總統的老布什和西德總理科爾

隨即向蘇聯施壓，甚至表示不排除出兵

介入，最終戈爾巴喬夫立場軟化，三國

相繼獨立，並掀開了蘇聯四分五裂的序

幕。自此之後，波羅的海人鏈就成為了

獨立運動的象徵，「佔中」核心人士及

反對派喉舌對此推崇備至，弦外之音已

是清楚不過。

固然，香港的情況不能與當年波羅的

海三國簡單類比，但不能忽視的是，現

時的「佔領中環」與當年波羅的海人鏈

確實有太多類同之處：都是打 愛與和

平旗號；都是由所謂獨立人士、學者為

發起人，而一眾反對派政客只在後面支

援；都有明顯的外國勢力介入；甚至在

操作上，波羅的海人鏈是三國參與者共

同手牽手製造轟動效應，而「佔領中環」

則是一萬人圍坐中環，令本港金融中心

癱瘓，以吸引外國關注，向特區政府與

中央政府施壓。兩個行動相似至此，說

明「佔中」就是波羅的海人鏈的變種

版。

事實上，波羅的海三國獨立運動成

功，令外國勢力極為鼓舞，也逐漸調整

了以往明刀明槍式介入他國內政、甚至

公然採取軍事政變等手法，改為資助各

種民間的反政府運動，通過中情局及眾

多民主基金會向各國的反對派政黨及團

體提供金援，以民間的政治運動達到改

朝換代、扶立親美政權目的，這個策略

在較早前的茉莉花革命中取得了豐碩的

成果。現在香港的「佔中」，正是外國

勢力針對2017年普選發動的一場奪權行

動。

而且，他們這次目標更大，不單要將香港變成獨立

政治實體，更「想看看另一個中國，可能是怎樣

的」。在這些「佔中」人士心中，已經將中央政府視

作蘇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就是波羅的海三國，

他們要通過大規模政治行動，迫使中央接納其政改方

案，通過普選讓外國代理人上台執政，繼而將香港變

成反華的橋頭堡，最終令中國變天。這說明「佔中」

行動並不簡單，社會各界必須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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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美超級聯繫人
港續深化「內外交」

梁
振
英
：

撐CY穩中求變 林鄭籲支持政府

■林鄭月娥

表示，全體

司局長均支

持梁振英施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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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與William Dudley握手。

■行政長官與在紐約港人會面。

梁振英是次官式訪美行程，在兩日半的時間內出
席了16場的活動，包括日前與紐約市長彭博見

面，就香港和紐約在應對城市管理，包括由於氣候變
化所帶來的新問題，到固體廢物的處理、公共運輸系
統的發展等，雙方作出了有益和有建設性的交流，又

參觀了紐約證券交易所，與紐約經濟發展公司主席會
面，昨日就出席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午餐會，和紐約
聯邦儲備銀行主席William Dudley及在紐約工作和就
學的港人會面，參加香港貿易發展局所舉辦有關推廣
香港商貿地位的活動等。

政府企業配合 強化內地連繫
梁振英於紐約時間6月11日下午出席香港貿發局在當

地舉辦的晚宴上致辭時，再次提到「內交」工作，強
調許多美國企業在嘗試進入內地市場前，都會先來香
港發展，以了解內地的最新情況，及香港企業與內地
合作的經驗。香港與內地的關係越緊密，將可為美國
企業提供更多所需的資訊、聯繫和見解，對內地、美
國和香港是「三贏」的結果。

不過，他引述前英國駐港總領使Stephen Bradley於
2008年離任前的演說直言，對香港在回歸後的10年未
有進取地加強與內地的聯繫感驚訝，更坦言近期更有
人將香港與內地的關係視作「理所當然」。他說，要
發揮好香港在中美的經貿關係可以擔當的「超級聯繫
人」（Super-connector）的角色，香港首要強化與內地
的連繫，現屆政府在這方面下了不少工夫，特別是在
G2G（政府對政府）和B2B（企業對企業）兩方面。

參與「十三五」 CEPA聯組開工
梁振英介紹說，特區政府會配合國家發改委進行

「十二五」規劃的中期檢討，並將參與制定國家「十
三五」規劃的前期工作。「這兩個決定舉足輕重，將
有利香港更好掌握國家發展的機遇，增強自身的競爭
力，同時亦可為國家進一步發展作出貢獻。」

在「企業與企業間」（B2B）的聯繫，他說，已在
《施政報告》建議就落實CEPA條款的機制，包括與內
地當局設立聯合工作小組。「這個小組即將在本月開
會，相信對落實CEPA有幫助。」

解決社會問題 需高速振經濟
他昨日在網誌撰文總結是次紐約行時補充，要解決

好房屋、貧窮、老年社會和環境問題，必須有較高速
度的經濟發展：「香港憑 優質服務，以及國家在政
策上的大力支持，我們有條件、有能力做好連結國家
與世界的『超級聯繫人』，為香港的經濟發展添加新動
力，為香港所有市民打造更好的明天。」

另外，梁振英結束紐約訪問前會參觀聯合國總部，
並與主管經濟與社會事務的聯合國副秘書長吳紅波共
晉午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內地與香港

近年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合作越趨緊密，

但在交往和合作過程中開始浮現一些矛盾問

題。正在美國紐約訪問的行政長官梁振英，

於紐約時間6月11日下午在香港貿發局舉辦

的晚宴上形容，香港在中美的經貿關係中可

以擔當「超級聯繫人」（Super-connector）

的角色，惜有部分人將與內地的關係視為

「理所當然」（taken for granted）。他強調，

香港目前首要的工作，是強化與內地的連

繫，故特區政府正在加強「內外交」工作，

又透露當局與內地有關部門組成的CEPA聯

合小組將於月內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