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為法律界中人，馬恩國既關
心內地法治的問題，也經常在香
港媒體發表關於2017年特首普選
問題的意見和看法。在接受人民
政協專刊訪問時，他談到提名特
首候選人的提名委員會，強調這

種預選或遴選機制在西方民主國家及
地區是很常見的。

設預選遴選 西方常見

馬恩國在訪問中以澳洲和美國為例：
澳洲公民在聯邦大選中選出執政黨，再
由黨內遴選產生黨魁成為澳洲總理。美

國總統亦非直選產生，美國選民是選舉自己所屬
州份內的選舉人，再由選舉人選出總統。

提委會組成須符「廣泛代表性」

被問及未來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如何能達到
「廣泛代表性」，他認為，並非所有香港登記選
民都可自動當選提名委員會委員，這絕對沒有
代表性；而是提名委員會委員能夠代表香港不
同行業、不同社團、宗教、界別的人士，相信

這才符合「廣泛代表性」的原則。
除了法律，馬恩國於2010年夥同

幾個專科醫生拍檔，透過CEPA7在
廣州天河區投資開設診所，是首間港人

獨資醫療機構。
談起他當初為何選擇去內地創業，馬恩國表

示，CEPA7開放香港法定註冊醫療衛生專業人
員，可到內地短期執業。他的大學同學是執業
醫生，也是廣東省僑聯常委，為支持落實CEPA
7，廣東「先行先試」，及幫助內地港商得到專
業醫療服務，決定共同參與投資開設診所。
診所運作至今，馬恩國對內地醫療服務需求

深有體會，明白到內地人要接受香港專業醫療
服務，還需要一段日子。「意識形態上，內地
城市居民大都習慣到公立醫院，只有農村人才
會到診所，他們也會覺得診所收費貴，卻不明
白收費包括藥價，因為他們通常會到醫院外的
藥房買藥。」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沈清麗、陳熙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回歸前夕，香港友好協進
會董事、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理事長
李國強由1993年開始肩負了全國政協
委員的職責，一做20載，其間親歷了
國家一次又一次克服危機挑戰，迎難
崛起發展，同時體會到國家一次又一
次作為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強後盾，確
保「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李國強
對歷任多屆政協深感榮幸，但謙稱貢
獻太少，而最難忘在參與文史組工作
上出謀獻策，有幸見證了兩地佛教界
團結成就了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佛
事盛典。

在前輩身上 學寶貴一課

李國強一直醉心文化工作，在1979
年至1998年任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總編輯，也藉此平台親歷了不少香港
的重要歷史性時刻。1993年開始，他
擔任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並在九、
十、十一屆成功連任，其間一直擔任
文史組小組負責人。他坦言，政協平
台讓他擴闊視野，廣結友誼，也在前
輩身上上了寶貴一課，「20年前，不
少人認定中國發展『無出路』，但不
少愛國愛港的政協委員卻一腔熱忱，
樂於出錢出力，為國分憂，建言獻
策」。
廿載寒暑，李國強體會到國家及香

港雖然歷經1998年金融風暴、2003年
沙士、2008年金融危機，以至不少重
大疫病災難，但國家依然騰飛發展，
香港也背靠祖國掌握先機。他慶幸有
機會參與其中，尤其在推動國家文史
事業方面出一分力。

提案促成佛牙佛指舍利奉港

數算難忘事，他娓娓道出1999年佛
牙舍利和2004年佛指舍利迎奉至香港
供善信膜拜的盛事，原來他在1996年
提出相關建議提案，並獲得當時不少
政協聯署支持，希望藉此團結香港與
內地佛教界，促進互動交流。及後，
在香港佛教聯合會及內地佛教界致力
落實下，終於成就了本港開埠以來規
模最大、規格最高的佛事盛典。
另一個難忘的提案是建議設立「一

國兩制資料館」。李國強坦言，香港回
歸印證了「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
縱然香港多年來並非一片坦途，但至
今制度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依然保
持 生機活力，因此他一直希望當局
能建立一個記載這段珍貴歷史的資料
館。不過，礙於場地及蒐集資料等問
題，方案至今仍未成事，但他始終冀
望有一天夢想可成真。
政協任務完成，他深信後繼者青出

於藍，為國家實現富強、人民幸福的
歷程中發光發熱。

建完善制度減礦難
發揮山西政協作用

恩
馬

由1993年起連續四屆獲委任為全國政協
委員，廿年來全心貢獻國家，李國強是旁
人眼中資歷深厚的老委員。他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訪問時坦言，很多
政協前輩傾盡半生為國家努力打拚，既出
錢又出力，他們的無私愛國精神令人敬

佩，如霍英東、莊世平、胡應湘等，都證明了
政協這個「大家庭」、「人才庫」，絕非外界所
指的「政治花瓶」：「好多人不熟悉不明白國
情，就刻意醜化政協委員，事實上，政協委員
多年來發揮好大作用！」

無私精神 做好榜樣
李國強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訪問時，細數廿年來的政協時光。他憶述了多
名政協前輩，讚揚他們傾盡半生為國家努力打
拚，既出錢又出力，舉例指國家缺糧時，他們
願意押運糧食，全心搭建內地與香港的溝通橋
樑等，這種無私為國家的精神值得廣大市民敬
佩，「好多人傾盡半生堅持為國家建設及無私
貢獻，他們好勇敢及好有眼光，絕非外界所指
的『政治花瓶』。我好榮幸能夠擔當政協委員
參與國家建設」。
他舉例說：「霍英東與其兒子畢生致力協助

中國體壇晉身國際，投放好多人力物力及金
錢，可以話無他們就無中國體育；胡應湘當年
鼓起好大勇氣，堅持投資廣深高速公路等基建
設施，被好多人批評『掟錢落海』，但全賴他
對國家發展的信任，最終證明他好有眼光；莊
世平一生清廉，是大家的好榜樣。政協這個
『大家庭』就如『人才庫』，各自作出了很大的
貢獻。」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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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恩國祖籍廣東省海豐縣望族，曾祖父
為清朝武秀才，祖父馬日新為炭筆畫

大師，父親是著名愛國油畫家馬家寶。祖
父輩都是知名畫壇巨匠，馬恩國卻坦言，
「自己不愛畫畫」。他現珍藏不少父親遺留
的油畫，其中環辦公樓亦懸掛多幅作品，
馬恩國笑說：「這些作品比我的年紀還
大。」

民房現裂縫 村民求幫助

在採訪當日，馬恩國向記者展示了來自山
西省朔州市平魯區白家梁村村民傳來的數張
相片，相中是出現多條長裂縫的民房。他表
示，年初剛任省政協委員後，3月底，該村
村民透過他的朋友取得他的聯絡方法，寫信
向他求助。「村民投訴，當地煤礦廠生產時

影響地基，導致民房出現多條長裂縫。村民
求助無門，希望我能夠幫助他們。」
在得知情況後，他隨即提交了一份議案向

當地政府反映事件，當地領導即派出一支視
察隊去巡視現場。「村民告訴我，當視察隊
來後，工廠停工一個星期，但當視察隊離開
後，他們又開始工作，民房的裂縫問題還未
有妥善處理。」雖然如此，村民仍感激馬恩
國提供的協助。

長遠解困局 須源頭改變

馬恩國坦言，山西煤礦呈現多、小、散、
亂的格局，加上欠缺有效管理，安全意識薄
弱，要想長遠解決煤礦問題，或者需要從源
頭上去改變。在澳洲生活20年的他指出，澳
洲也是資源大國，因煤礦或天然氣生產而引

發的事故卻非常少。這除了澳洲人口少，
煤礦遠離民居外，最重要是若煤礦未做好
風險評估，當地政府是不允許生產運作
的，澳洲政府對煤礦的管理制度相當成
熟。但是，山西省人口多，煤礦散亂分
布，當地人見有煤即採，甚至罔顧安全，
影響附近民居。

介紹澳採礦專家到內地交流

馬恩國現正 手撰寫一份提議，希望能夠
提出一些切實的解決建議和方法，並會介紹
澳洲煤礦開採專家到內地交流訪問。他說：
「山西不少煤礦企業欠缺資金和生產技術，
我建議，由省政府牽頭成立一個獨立委員
會，並由省領導直接管理，統籌全省煤礦企
業運作，為煤礦安全進行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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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強為文史組出謀獻策20載

熟悉李國強的政圈朋友，都知道他

其實建立了私人的資料寶庫，當中的

「寶藏」並非金銀珠寶或貴酒名畫，

反而是那些被人遺忘，卻十分珍貴的

上世紀70年代至上世紀80年代中的香

港文史資料和圖片。他笑說，自己純

粹基於興趣及使命，希望為香港歷史

留下點滴印記，但不少「寶物」確實

有升值潛力，一張小郵票在歲月洗禮

下也漲價百倍，但他無意割愛，反而

樂意為大型展覽活動借出「私伙」，

好讓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窺探歷史，

認識祖國。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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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恩國曾居於

澳洲20年，熟悉

當地礦業情況。

黃偉邦 攝

■身為法律界中人，馬恩國既關心內地法治

的問題，也經常在香港媒體發表關於2017

年特首普選問題的意見和看法。 黃偉邦 攝

■李國強於2001年11月27日出席「長城文化工

程」活動在港啟動儀式。圖為歡迎萬國權來港

主持儀式。 資料圖片

■李國強由1993年開始肩負了全國政協委員的職責，一做20載。

鄭治祖 攝

■2012年12月，李國強出席「中華文化知多少─新華盃」第二屆全港

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頒獎典禮。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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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 人民政

協專刊訊 (記者 沈清

麗 、 陳 熙 ) 香 港 回 歸

後，執業大律師能夠晉

身全國人大及政協組織

架構的人數並不多。香

港執業大律師馬恩國，

曾居於澳洲20年，是澳

洲唯一執業華人大律

師，數年前回流香港

後，今年初新任山西省

政協委員。他在接受人

民政協專刊記者訪問時

談及對山西的認識，坦

言外界認識山西，大都

是由於煤礦事故，「這

令人非常傷心」。他希

望自己能夠發揮政協作

用，幫助山西建立完善

專業的管理制度，從而

減少煤礦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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