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23 ■責任編輯：謝孟宜 2013年9月2日(星期一)論評與

李怡最近連篇累牘宣傳分

離主義和本土意識，近日又在

《蘋果日報》發表了「為甚麼

台韓星『能』而香港『不能』」

的社論，李怡說，「回歸後香

港落後了」，「是因為其他三

小龍都有普選。但民主的基礎

是人民的歸屬感。缺乏歸屬感而

要寄望一個更高權力恩賜民主，

這是無根的假民主。因此，近年

在年輕人中興起的本土意識，是

社會民主意識的基礎」，「標舉

本土意識，推動一切立足本土的

運動，拓展社會歸屬感，才會有

真民主和真普選」。

香港和新加坡、韓國的情況是

不一樣的，香港是中國的一部

分，是中央政府轄下的一個特別

行政區，新加坡和韓國是獨立國

家，李怡大談獨立國家的國民歸

屬感，究竟是否要引導香港成為

一個獨立政治實體？其野心昭然

若揭。台灣由於歷史的原因，和

大陸仍然未有統一，李怡居然

說，台韓星「能」，為什麼香港

不能，究竟是否要香港推行「去

中國化」，鼓吹「港獨」模式的

所謂民主？

本土意識或者歸屬感，絕對不

能和國家形態的政治制度扯上關

係。《基本法》已經規定了香港

是中國直轄之下的一個特別行政

區，絕對不能搞什麼國家主權模

式的政治制度；《基本法》已經

規定了香港的行政長官既要對香

港人民負責，又要對中央人民政

府負責，規定了行政長官由國家

實質任命；《基本法》又規定了

香港的政制的任何改變，都由中

央政府主導，人大常委會批准。

所以，香港的歸屬感和本土意

識，應該和國家的命運、香港的

命運聯繫在一起。而不是排斥對

國家的歸屬感，把香港變成為一

個國家，然後按照國家的標準和

模式，設計香港的民主。李怡企

圖推銷新加坡、韓國那樣的政治

體制和選舉模式，是完全沒有憲

制和法律依據的，最終只會是竹

籃打水一場空。

香港的產業發展和轉型，香港的居住問

題，近幾年的確是徘徊不前。但出現這種情

況，完全和香港人的歸屬感無關。主要是香

港有一些反對派和李怡那樣的傳媒人，和外

國勢力互相呼應，內外配合，重擊特區政府

的施政，破壞香港的投資環境，阻撓香港的

基本建設所造成的。反對派16年來，不斷發

動政治內鬥，損害香港的經濟元氣，不承認

「香港是我們的家」，發動仇商憎富的階級鬥

爭，採取文化大革命的手法批鬥投資者，還

在大學和中學招兵買馬「佔領中環」，玩死香

港。如果說，甚麼人對香港沒有歸屬感，就

是反對派和李怡這一類「無行的文人」。

李怡言必談台灣民主模式，講到天花亂

墜，彷彿香港的政治制度學台灣，香港就立

即「一天都光晒」。這一種論據，偏不談藍綠

兩個陣營撕裂的後果，「台灣能」的說法不

攻自破。陳水扁執政8年，台灣經濟全面倒

退，從亞洲四小龍之首降至末尾。2013年，

四小龍之中，香港的經濟增長率排在第一

位，連馬英九也承認，台灣今年第一季，經

濟增長率下降到1.67%，落後於香港。李怡說

什麼「星韓台能，香港不能」，這不過是一個

假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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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社會存分歧
勿被激進掩主流

冀社會理性溝通 尊重不同意見

在昨日的《城市論壇》上，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及公民
黨黨魁梁家傑揚言，香港社會出現撕裂，又借機批評行
政長官早前到天水圍落區的言論是加劇撕裂。民建聯副

主席張國鈞回應指：「香港是多元開放社會，與世界各
地自由社會一樣，意見多、矛盾多是一件好自然的
事。」他又認為，香港社會並非如有些人所稱般撕裂，
相信主流大多數港人傾向理性討論問題，亦希望盡量尋
求共識令社會進步。張國鈞並提到，過往有某些政團比
較激進，亦有新興團體表達方式激烈，他希望社會能理
性溝通，不要讓一小撮激進力量掩蓋主流，應理性討
論，尊重不同意見。
論壇上梁家傑聲言，普選可減緩社會撕裂，並指責現

時香港政治制度是撕裂的「元兇」。張國鈞回應時反駁
指，台灣亦實行民主政制，亦不見沒有矛盾或不同意
見，他強調政制向前行是必要的，現時已是政制向前行

的前一刻，他不認同政制「未向前行」會導致社會撕
裂。

民建聯樂見政制討論展開達共識

梁家傑又在論壇上，指責行政長官梁振英「囂張得來
無咩料」。張國鈞則反譏，無論解決香港社會抑或政制
問題，「最重要抱 『對事不對人』的原則，若覺得對
方囂張時，亦應想想自己是否謙虛」。民建聯在立法會
亦希望與其他黨派尋求議會內的共識，樂見政制討論盡
快展開，社會理性討論以達至共識。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則揚言，特區政府就政改諮詢「一
拖再拖」令港人憤怒，又聲言梁振英不就政改諮詢，並
在天水圍落區發言「惹火」撕裂社會，她又批評日前在
旺角支持警察執法的集會是有如文革式批鬥。

田北俊：「佔中」公民抗命令人憂

同場的田北俊則反駁，認為現時問題不嚴重，並指責

近日反對派策動「佔中」公民抗命更令人擔心：「最近
所謂『撕裂』，並不只是政治令我們撕裂，所有好多其
他民生問題，或者所謂法治問題；甚至有 教授話要公
民抗命，犯 法都無所謂，反而這個更令我關心。」
田北俊又認為，現時的管治不理想，這與香港回歸後

每屆行政長官均是「鋪鋪清」，政策沒有連貫性有關。
田北俊強調，支持盡快普選行政長官，同時亦應深思香
港的管治問題，不應只斟酌選舉模式。他解釋，不管甚
麼黨派當選行政長官，亦要找不同黨派組班子，故可考
慮「聯合執政」的概念，未來的行政長官應有胸襟接受
各黨各派的人，不能搞「一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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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就近日社會上多項議題，包括政制民生事項，各黨派及政團各有

各訴求，有言論指香港社會出現撕裂。在昨日的《城市論壇》上，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坦言，不

認為香港出現撕裂，相信香港作為多元社會，不同意見間存在矛盾是必然的，最重要是理性討

論。就近期社會出現一些激進政團，張國鈞表示，社會不應被一小撮激進力量掩蓋主流，應就不

同議題做到理性討論；而自由黨黨魁田北俊更直指「佔中」一類犯法行為同樣令人擔心。

民建聯立法會「新丁」中
有一名政壇「老將」，鍾樹
根從政已20多年，做過區議

員和市政局議員，去年多了一個新的身份—立法會議
員。雖說是首次進入立法會，但對工作駕輕就熟。令他
最有成就感的是，自己擔任主席的監察西九文化區推行
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用一年時間讓西九文化區這個獨
立王國重回正軌。未來幾年，他希望繼續跟進，令更多
議員關注問題，拒絕成為橡皮圖章。
剛入立法會，鍾樹根便常遭外界針對、改花名，他都

淡然處之：「無問題，佢 知道我係對手先針對我。」
他坦言，進入立法會後沒有不習慣，只是工作更緊湊，
要關注全香港的事務。雖然立法會工作繁忙，地區工作
也不怠慢，不少新議員都有時間安排上的困擾，他是一
個例外。白天忙立法會事務，晚上就會參與地區社團活
動，休會期間日間多些落區，時間基本可以應付，「時
間編排緊密些，如一晚走兩場」。他笑言，20多年來都是
過年才有時間在家和家人一起食飯，平時都要在外工
作。

扭轉過去「無王管」大花筒做法

鍾樹根愛唱粵曲，喜歡攝影，對文化興趣濃厚。他目前
在立法會主要負責文化和環保範疇，是監察西九文化區計
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主席，他很慶幸扭轉了西九文
化區過去大花筒的做法。「西九以前『無王管』，政務司
司長直接領導，兩三個月才開一次會，好難指導日常工
作，民政局、康文署都唔放在眼裡。」他說，過往建築場
館亂花錢、不計後果，如戲曲中心由原本預算的13億加至
27億，M+博物館由40億加至70億，過去一年委員會指出
問題，有所收斂，民政局和康文署對它也有了一定駕馭能

力，場館建設改為用簡約方式。這讓他很有滿足感，短短
一年時間便讓偌大的獨立王國重回正軌。

約見50多個藝團藝術家聽意見

鍾樹根還約見了五十多個藝術團體和藝術家，聽取他
們對西九的意見，他深信自己在議會中比其他議員更加
熟悉，捉摸到本地藝術家對藝術政策的想法。未來西九
問題要繼續跟進，雖然關心文化的議員比以往多，但關
注度仍不足，政黨不能變成橡皮圖章。他指出，西九公
園計劃種植5,000棵樹，但需要根據陽光、日照、地理環
境等來選擇樹種，不能盲目種植，否則會造成浪費，他
正約見專家了解西九適合的樹種。

反對派小事化大 拖延有建設性議題

一年來立法會爭拗不斷讓鍾樹根很是意外，「好多為
爭拗而爭拗，甚至係顛倒是非黑白」。正如斯諾登事件，
明明是美國政府侵入本港電腦，反對派不去大力譴責，
反而為美國政府開脫，他們整天掛在嘴邊的核心價值也
不維護，香港很不幸。反對派又常常將小事化大，拖延
有建設性的議題，破壞政府誠信，反過來「賊喊捉賊」
說特首造成社會撕裂。他認為這也是香港十多年來停滯
不前的其中一個原因，在這個環境中工作，仍希望能逐
步凝聚社會共識，令對市民有利的工作逐漸展開。
另外，鍾樹根還是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成員。近年

「舉報」文化盛行，有政黨動不動就大張旗鼓到廉政公署
投訴，廉署儼然已成為打擊對手的工具。他認為，一旦
立案調查就已經對當事人造成傷害，應考慮如何將傷害
減到最低。廉署可從兩方面進行檢討，一是謹慎立案，
二是調查過後若沒有嫌疑應向外公布，還被調查者清
白。 （註：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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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樹根用一年時間令西九文化區重回正軌。

■張國鈞。 黃偉邦 攝

社民連昨日在旺角行人專用區擺設街站，舉行

「打倒黑道政權、我要直接提名」簽名行動，聲

稱透過不同策略、運用不同行動模式、動員不同

群眾，在不同層面，用不同力度，針對特區政府

云。但是，途人雖多，願意停下腳步者卻沒有幾

個。 鄭治祖 攝

「習馬會」與「APEC」是兩回事
自馬英九成功連任台灣領導人和國民黨主席之後，

「習馬會」的話題再度熱了起來。馬英九多次公開表態，

不排除在APEC實現「習馬會」的可能。但是，一旦馬英

九以經濟體領袖身份出席APEC會議，形成一個可以允許

台灣地區領導人參加的新例，未來若民進黨再執政，就

有可能利用APEC這個國際舞台製造「兩個中國」、「一

中一台」的政治格局，對「一中原則」造成衝擊。

近日，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馬英九想出席APEC會議所

作出的回應聲明表示，大陸不希望在這個問題上再形成

一些其他的新慣例。這是對台灣當局、台灣民眾和國際

社會給出的一個明確說法。大陸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出

席瀋陽第二十二屆兩岸關係會議上亦指出，應將「習馬

會」與「APEC」分開來，這是兩回事。兩岸領導人會

面，不一定非要在「APEC」進行，會有更好的辦法。

由此看來，儘管大陸極為盼望能夠實現「習馬會」，

但在目前情況下，大陸不能不小心考慮「一中原則」問

題，在「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進行，包括在上海舉

行的「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的場合進行，並非一個

適合的選擇。

香港是「習馬會」的上佳選擇

如果把「習馬會」放到國際場合舉辦，對各方都很尷

尬。香港既是有別於兩岸的特區，又是中國的地方。選

擇香港作為首次「習馬會」的地點，不僅可以迴避一些

可能引起的爭議和麻煩，而且能夠進一步凸顯香港的特

殊地位，增加台灣社會對香港的關注，以更好地發揮香

港在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獨特作用。

從兩岸關係發展的歷史來看，香港長期是兩岸三地交

流的重要橋樑，無論從情感上還是歷史上看都有其特殊

的優勢，台灣的工商界最早是通過香港進入大陸進行投

資。兩岸交流的基礎、前提——「九二共識」也是在香

港形成。香港實行「一國兩制」，與內地存在 某種程

度的區隔，反而制度與台灣相近，可以擔當兩岸之間政

治緩衝區的角色，在促進兩岸的政治接觸，增進了解、

建立互信方面，發揮獨特作用。最近民進黨很多重要人

士紛紛到香港和大陸接觸，7月初民進黨「大佬」謝長

廷率9名「立委」及多名學者，來港與大陸國台辦副主

任孫亞夫等多位官員會談，被視為「紅綠會」的突破。

更何況，香港是馬英九的出生地，他在擔任台北市市長

期間亦曾訪港，對香港擁有一定的情意結。顯然，香港

在兩岸交往中具有獨特優勢，是實現「習馬會」的上佳

選擇。

至於「習馬會」的身份問題，在兩岸政治定位問題還

沒有解決的情況下，必須以務實的方式予以處理。習近

平和馬英九完全可以政黨領導人的身份在香港進行會

面。這樣做的好處：一是沒有矮化馬英九作為現任台灣

地區領導人的形象；二是有利於兩岸之間的「平等接

觸」。這是一個折中的辦法，也是兩岸人民都能夠接受

的一個好辦法。如果不顧政治現實，過於執 「身份」

問題而致使「習馬會」無法實現，難免會被人認為缺乏

政治智慧和勇氣。

藍綠都應努力促成「習馬香港會」

實際上，「習馬會」的條件已經具備。當前兩岸關係

處於前所未有的最和

諧階段，台灣最新民

調顯示，43%的民眾

贊成馬英九在2016年

卸任前，與習近平會

談兩岸關係；認為馬

英九與習近平應以「中國國民黨主席vs.中國共產黨總書

記」身份見面的，有42%。如今「習馬會」的主動權在

台灣方面，當前連民進黨也發現抗拒交流接觸此路不

通，開始慢慢轉向大陸，馬英九和國民黨內的政治人

物，更沒理由瞻前顧後，原地踏步。為了台灣，為了國

民黨，為了整個中華民族，馬英九應該勇敢地跨出第一

步，勇於突破實現具歷史意義的「習馬會」。

至於「習馬香港會」時間，中共將於今年11月在北京

召開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會上將會確

定國家下一階段的政策方針，而三中全會上確定的對應

政策也將對雙方會見有所幫助。所以，明年應該是舉行

「習馬香港會」的好時間。

兩岸交流和兩岸關係的發展非常重要，除了經濟方

面，兩岸也應該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兩岸關係、兩岸互

信搞好了，台灣的安全和經濟都沒有後顧之憂。當代的

兩岸領導人若能促成這一會面，功德無量，這也是中華

民族共同的「中華夢」。包括香港在內的兩岸四地各界力

量，可以通過民間搭建的平台來促成這次會面，通過民

間建立互信，可以為國共交流提供突破。台灣有智慧的

人士，無論藍綠陣營，都應該看到這點，並為之努力。　

「習馬會」對兩岸關係發展非常重要，已成勢在必行之勢。近來，馬英九多次公開表態，不排

除「習馬會」的可能。外界紛紛解讀，這似乎是馬英九為爭取明年親自出席上海舉行的APEC作

出布局。不過，「習馬會」與APEC是兩回事。如果把「習馬會」放到APEC這類國際場合舉

辦，對各方都很尷尬，需防止處理不妥對「一中原則」造成衝擊。香港既是有別於兩岸的特區，

又是中國的地方。20多年前，「九二共識」也是在香港形成。選擇香港作為首次「習馬會」的

地點，不僅可以迴避一些可能引起的爭議和麻煩，而且能夠進一步凸顯香港的特殊地位。「習馬

香港會」可以政黨領導人的身份進行。這樣做，一是沒有矮化馬英九作為現任台灣地區領導人的

形象；二是有利於兩岸之間的「平等接觸」。這是兩岸人民都能夠接受的一個折中的好辦法。

實現「習馬香港會」務實推動兩岸關係新發展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盧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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