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千福來了，這是一
個比楊甦棣更加狡猾、
更加綿裡藏針的高手。

在關鍵的時刻，在關鍵的地點，在關鍵的題
目，他發出了干預香港普選的進軍號。他發表
的演說的題目叫做「美國─香港夥伴關係印
象：強健紐帶 互利之源」，好像非常正面。但
是，掛 羊頭，實際上賣 狗肉，其中四分一
篇幅竟全屬香港政制問題。招招都是殺 ，企
圖推翻《基本法》，在香港政制的最關鍵問題發
動攻擊。

赤裸裸干預香港內政

《基本法》明明是規定了行政長官普選須由
提名委員會以民主程序提名，但是夏千福卻絕
口不提提名委員會的憲制，大談讓人民最終有
發言權。這樣一來，《基本法》就被架空了，
提名委員會的權力就被僭奪了。他巧妙地使用
了「公民提名」的含義，玩弄文字遊戲，兜了
一個大圈，不說「公民提名」，說成是「人民有
最終發言權」。夏千福在演講中三次提到了「符
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與反對派採取同一樣的
字眼和立場，說明了他在暗示若果按照《基本
法》選舉，就是假普選。立場如此昭彰，所以
香港的報紙標題都點出了「夏千福重申 支持港
有真普選」，《蘋果日報》更加受到鼓舞，標題
說「新任美總領事夏千福：繼續為普選發聲 」。

一個外交官，跑到別的國家，對別的國家憲
制指手畫腳，宣傳要按照美國的憲制如何如
何，而且宣稱這就是「美國的核心價值」，惡狠
狠地說涉及影響美國利益或核心價值的事，將
來亦會繼續「毫不猶豫」作出「評論」。這是非
常露骨的干涉內政。這種太上皇的架勢，好像
香港是美國的一個州。誰都知道，在拉丁美
洲，在中東，在北非，凡是被美國的官員和外
交官評述過不符合或「影響美國利益或核心價
值」的國家或者政府，接 就被美國使用軍事
手段或者顏色革命手段推翻，然後就是企圖更
換一個親美政權。這都不是很遙遠的事情，最
現實的例子就是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埃

及。
夏千福還非常露骨地說出了他對反對派的支持，教訓中國

應該怎樣看待香港的反對派。夏千福說，「對於一個擁有
700萬人口的『政體』來說，社會在普選細節方面存在不同
看法，是在所難免」，「『親民主』、『親北京』這些政治大
標籤，並沒有反映出香港的現實」，「反正我尚未遇到過誰
是『反民主』或『反中國』的」，又稱自己對普選確定最終
方案「非常有信心」。

玩弄兩面派手法搞風搞雨

夏千福應該有自知之明，美國的兩黨制提名，美國的天文
數字的總統競選經費，美國的選舉人制度使得票數多的候選
人落選，美國的參議員和眾議員代表選民人數的不等值不公
平，美國的兩黨內鬥所造成的財政懸崖等，並不值得驕傲，
也沒有理由作為「美國的核心價值」向世界強行推銷。如果
其他國家的外交官都學了夏千福，每到一地，就聯絡反對
派，支持反對派砸掉本國憲法，讓人民好像埃及的顏色革命
那樣有「最終發言權」，那麼，世界將不得安寧，特別是反
對派要進行「佔領中環」的時候。夏千福雖說「不支持」具
體的政治組織，但是卻說出「人民有最終發言權」這句話，
顯然是別有用心。

楊甦棣的特點就是外露，說話張狂，美國利用這個外交官
在中亞這樣弱小的國家，推行顏色革命，顛覆別國政權，是
足夠的。但是把這一個張牙舞爪的外交官派到香港來，對付
中國就不適合。美國今天的力量已經急劇下降。美國要推行

「重返亞洲政策」，使用軟刀子對付中國，但財力有限，並不
希望和中國陷入軍事衝突。所以，美國就起用了擅長邊緣政
策、兩手策略的夏千福。他既要在香港搞風搞雨，又要玩弄
兩面派的手法；既要粗暴踐踏《基本法》，又害怕被中國逮
個正 ，所以玩起語言偽術，「公民提名」改為「人民真正
的選擇」；「可以挑戰憲法」改為「人民有最終的發言
權」。美國實行的是機會主義策略，「佔領中環」打得贏就
搞下去，打不贏就兜 走，隨時金蟬脫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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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佔領中環」發起人宣佈將於下月初至12月初
分別舉行多場「佔中商討日」，發起人之一戴耀廷日
前在報章撰文，開始為商討日催谷人數造勢，聲稱台
灣比港人走進普選大門至少早十多年，進而借其台灣
朋友見港人爭取普選多年無所得的評語，批評港人

「為民主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少」，呼籲「市民只需用一
點時間」參與商討日，「以最少的代價去支持民主普
選及和平佔中」，認為如此「所得到的回報可能是意
想不到」，甚至說「即使失敗了，損失也是非常有
限」。

冤枉港人懶理民主

「佔中」除了迎合激進分子的口味，沒有得到社會
主流認同，即使反對派內部亦意見分歧，商討日不催
谷會很冷清，但是「佔中」發起人仍然期望今次第二
輪商討日的參與人數可達2,000至3,000人，於是冤枉
港人懶理民主，企圖挑撥港人參與商討日。然而，戴
耀廷錯判了港人對「佔中」危害性的認識，也錯判了
香港民主發展的形勢，妄指香港民主步伐太慢，港人
對民主付出太少，只能暴露激進派鼓吹「佔中」的手
法已經技窮。

行政長官實行普選已明確寫入《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全國人大常委會更於2007年定下香港普選時間
表，只要依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依法辦
事，香港推行普選指日可待。港人爭取普選的努力，
就是在法治框架下展開務實理性的討論，就政改進行

「再創造」。「佔中」商討日討論違法的方案以及違法
的行動，不會有任何有效的結論，參與商討根本是浪
費精力。戴耀廷所謂「付出少少」參與商討日，就可
推動香港民主，無疑是消耗市民的民主熱情，甚至分
散了市民商討政改的注意力，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
民主發展只會適得其反。

戴耀廷又指港人冷待「佔中」，指摘港人參與民主
不熱切、不願意為民主付出，那是打錯算盤。「佔
中」的代價，就是核爆中環，香港經濟受到嚴重損
害。本 珍惜香港優勢、捍衛法治原則的共同願
望，港人不會熱衷參與「佔中」；香港普選可在法
治前提下落實，港人更毋須以「佔中」付出沉重代
價。支持這樣的行動，參與這樣的商討日，形同為
虎作倀，損失的就是香港前途。「佔中」早已備受
社會各界批評，港人對「佔中」的危害性認識十分
深刻，把港人冷待「佔中」說成是港人懶理民主，
是冤枉了港人。

激進行動令民主原地踏步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前到立法會與全體議員午宴時
表示，中央對香港實現普選的立場和誠意不容懷疑，
但任何有關普選的意見必須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相關決定，不能走彎路。然而，戴耀廷不但
要港人與他一起走彎路，參與商討日並一道「佔
中」，而且認為這樣可以「產生足夠張力」，促使港人
為民主付出更多，香港的民主步伐可以更快。實際

上，港人已經吃過反對派激進派的政改悶棍。2005年
政改方案被綑綁式否決，後遺症就是本港政制發展原
地踏步。直至2010年，民主黨為擺脫被公社兩黨狙擊
的危機，不參與「五區公投」，在政改中選擇溫和理
性務實路線，勇於妥協，為政改突破原地踏步的「怪
圈」創造條件，最終通過政改方案，香港立法機構的
民主成分得以加強，港人才可於去年的立法會選舉
中，在「超級議席」和「地區直選」投票，享受更大
的民主參與。這說明香港民主步伐在激進派阻撓下將
停滯不前，務實理性協商妥協就會向前邁進。如果政
改方案再次因激進「佔中」綑綁違法方案導致否決，
香港的民主發展將再受挫，這進一步說明戴耀廷以為
參與「佔中」就是為民主付出，甚至可加快民主步
伐，都是謊話。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已說明香港最快可於2017年
普選行政長官，港人最快可於回歸20年後，便可達致
英國統治150多年都沒有實行的普選目標，普選實實
在在擺在眼前，戴耀廷在文章所謂香港爭取民主普選

「輾輾轉轉，到目前為止，仍是對 普選望門興嘆，
不知何年何日，香港才真有普選」，只是無病呻吟，
甚至錯判香港民主發展的大好形勢。戴耀廷沒有汲取
過去香港發展民主的激進教訓，沒有了解到激進行動
為香港民主發展帶來的障礙，反而怪罪港人為民主付
出太少，然後要香港民主發展走彎路，要港人付出經
濟代價和香港前途，這種風涼話，只會激起市民更大
反感。

戴耀廷挑撥港人參與「佔中」打錯算盤

人所共知，大英帝國解體時，每當一個殖民地或附

屬國將要獨立時，英國都會推行一套所謂「非殖民化」

計劃，以便當後者宣佈獨立時仍能保持英國在政治上

和經濟上的控制和影響。同樣，當前港督麥理浩1979

年訪問北京獲悉中國決心收回香港後，港英當局便於

1980年代初開始推行所謂「政制改革」，其意圖是建立

一套「權力植根於當地」和以立法為主導的所謂「民

主代議政制」。

港英當局「還政於民」的撤退部署
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回憶錄《唐寧街歲月》

中，就明確提出英國退出香港的目標，是「我們應當

發展香港的民主架構，我們的目的是在短期內讓香港

獨立或實行自治」。1984年7月港英政府發表的《代議

政制綠皮書》，提出主要目標是：「逐步建立一個政

制，使其權力穩固地立根於香港。」其目的是阻撓中

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實現「沒有英國人的英

國管治」。

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英國殖民主義者被

迫從香港撤退，是很不甘心的，總想千方百計恢復

「失去的天堂」。港英殖民當局在臨從香港撤退前，曾

經精心安排一系列「交權於港，還政於民」的戰略撤

退部署，妄圖在1997年後實行「沒有英國人的英國管

治」。反對派現在主張的「公民提名」，其實質是搬出

已遭破產的所謂「還政於民」，作為他們搶奪香港管治

權的政治行動綱領和口號，這除了暴露他們妄圖開歷

史倒車之外，還暴露了他們是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政治

代理人。

鄧小平早就洞悉殖民主義的陰謀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Hugo Swire）

在《明報》發表《選舉、民主和香港的未來》和在英

文《南華日報》發表「Elections in 2017 must provide

genuine choice」（《2017年必須提供真選擇》）的文章，公

然干預香港普選。施維爾聲稱：「世界上沒有任何完

美的普選模式，但重要的是，任何方案應予香港人一

個真正的選擇，讓他們能真正主導自己的未來⋯⋯英

國也隨時準備提供任何支援。」這是重申1984年港英

政府在香港推行代議政制的宗旨「還政於民」，並且為

了實現以「還政於民」方式奪回香港管治權的目的，

顯示英國將赤膊上陣和不擇手段。

其實，「一國兩制」的創造者鄧小平，早就洞悉殖

民主義推行代議政制「還政於民」的陰謀。1987年4月

16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尖

銳指出：「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

信。比如說，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

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

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

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 為

了回答和解決鄧小平先生提出的這一問題，基本法起

草委員會經過反覆討論研究，設計了「提名委員會」

來履行確保愛國愛港者擔任特首、將反中亂港者拒之

於特首大門之外的神聖職責。

「還政於民」多次被反對派沉渣泛起

實際上，「還政於民」這一英國殖民主義的沉渣，

多次被反對派泛起。《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明文規定

特區必須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

叛亂、顛覆中央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等嚴重罪行。這

不僅是保護國家安全與統一的需要，也是維護香港社

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但是在2003年特區政

府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期間，反對派不僅反對立法，還

乘機拋出所謂「反對23，還政於民」的口號。

近年來，反對派策動「去中國化」搞「港獨」，繼

「反國教」之後， 又掀起多起與「港獨」有關的行動，

包括「香港自治運動」、「光復上水運動」、「反新界

東北規劃運動」等。在這幾次行動中，少數反對派政

客喊 「還政於民」口號，揮舞港英旗幟，叫囂「反

共反赤」、「擋住香港

赤化」、「反中殖」、

「中國人滾回中國去」、

「香港要獨立」、「香港

感謝英國」、「南京條

約萬歲」、「慶祝鴉片

戰爭英國戰勝170周年」

等「港獨」口號。

注定是水中撈月一場空

今年以來，反對派提

出所謂還政於民、公民

自決、更換特首，乃至推動「佔領中環」行動，都是

為了從政治上否定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權力，破壞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順利實施。反對派聲稱，如果中

央政府拒絕還政於民，不兌現普選特首和立法會議席

的承諾，明年就會「佔領中環」，以示抗議云云。反對

派正在策劃的所謂「佔領中環」行動，實際上就是意

圖在經濟上破壞香港民生、政治上對抗中央的典型操

作。

可以看出，反對派的「公民提名」繼承殖民主義「還

政於民」衣缽，與「佔領中環、還政於民」是一脈相承

的。這反映了香港特區當前政治鬥爭發展的新形勢和

新階段，也標誌 反對派的新策略和新意圖：「佔領

中環、公民提名、還政於民」，已成為以國際反華勢力

為背景的香港反對派妄圖篡政奪權的綱領和口號。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殖民主義

「還政於民」的陰謀已經破產，反對派鼓噪「公民提

名」，繼承殖民主義「還政於民」的衣缽，注定是水中

撈月一場空。

「還政於民」本來是英國殖民主義撤出香港之前，拒絕「還政於

中」，而企圖通過「還政於民」，把香港的管治權交給殖民主義代理

人，搞「香港獨立」的部署。反對派現在主張的「公民提名」，實際上是繼承殖民主義「還政

於民」衣缽，企圖架空提名委員會，讓反對派對抗中央的人成為特首候選人。鄧小平早就洞

悉殖民主義陰謀，尖銳質疑普選就一定能選出愛國愛港的人來嗎？為了回答和解決鄧小平提

出的這一問題，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經過反覆討論研究，設計了提名委員會來履行確保愛國愛

港者擔任特首、將反中亂港者拒之於特首大門之外的神聖職責。反對派現在主張的「公民提

名」，其實是亦步亦趨早已破產的殖民主義「還政於民」的陰謀，注定是水中撈月一場空。

「公民提名」繼承殖民主義「還政於民」衣缽

9月15日是聯合國倡議的第6次世界民主日，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
施維爾（Hugo Swire）以「人民必須在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中有真正的選擇」

（直譯）為標題，提前兩天在香港《南華早報》發表，又以中文在《明報》刊
出，表示英國非常嚴肅對待在《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承擔，這是香港高度自
治、基本人權和自由的保障，並稱對有關各方的對話，英國將隨時準備施以援
手，民主對香港未來的繁榮至關重要，英國也有份云云。

繼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提醒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不要干預香港特區的內
部事務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表態反對英國干涉中國的內政，行政長官梁振
英也明確表示反對。對此，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前行政局議員李鵬飛、民
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現任主席劉慧卿卻提出異議，他們認為，《中英聯合聲
明》是在聯合國秘書處登記的國際條約，英國是當事國，當然可以對該聲明的
事進行監督。他們只是遺憾，英國的表態遲了。

英國有權監督香港基本法的普選制度、有能力協助普選立法的制定、有權公
然支持香港反對派的訴求乃至競選嗎？當然沒有。理由如下：

一、《中英聯合聲明》是不是條約，是可以討論的議題。例如美國就視中美
之間的聯合公報為行政協定，此議暫且不論。即使《中英聯合聲明》是條約，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102條的規定，凡聯合國會員國所締結的每一條約和國際
協定應在聯合國秘書處登記，並由秘書處公佈，否則，條約的當事國不得在聯
合國的任何機構中援引該項條約。因此，條約在聯合國登記是援引的需要，並
不是對國際介入的邀請。

聯合聲明並無提到普選問題

二、翻開《中英聯合聲明》，其正文有「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
生，由中央政府任命」的規定，其附件一也有相同的規定，但都沒有提到行政
長官要由普選產生。因此，行政長官的普選問題並不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兩
國關於香港問題談判的產物，甚至也不是中英談判的議題。英國有什麼理由和

責任對香港行政長官的普選問題說三道四呢？實際上，當英國政府在中英談判
中知道中國政府在收回香港之後不會採用英國的總督制度時，英國仍然無意改
變其不民主的總督制度，並維持該派遣總督制度直到其殖民統治結束的最後一
天。

三、英國的民主雖然開始很早，但直到今天其民主程度仍然並不太高。迄今
為止，英國只有下議院全部議員由一人一票的普選產生，上議院全部議員仍然
由委任產生，現任內閣首相仍然由保守黨的議會議員選舉產生，不由選民一人
一票選舉出來，英國的君主仍然是世襲的。可以說，英國至今沒有實現一人一
票普選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也沒有這樣的理論和經驗。香港有些人乞靈於英
國，可以說是問道於盲。英國說要指點和支持香港，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基本法對普選有專門規定 英國不能置喙

四、儘管香港基本法總體上是以《中英聯合聲明》中載明的國家對香港的基
本方針政策作為依據，香港基本法第159條第4款還規定，本法的任何修改，均
不得同國家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牴觸，序言中又明確，「國家對香港
的基本方針政策，已由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予以闡明」，但香港基本
法第45條有關行政長官普選的專門規定，未見於《中英聯合聲明》，這體現了全
國人大和中央政府在香港推進民主的誠意和善意，與英國無關。由於《中英聯
合聲明》載明的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沒有普選的規定，香港行政長官的
普選不發生牴觸《中英聯合聲明》的問題。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
常委會，這是英國不能置喙的中國內政。

暴露英美搞「顏色革命」企圖

從外部勢力介入香港行政長官的普選事務來看，英美似有聯手在香港實現
「顏色革命」或「花朵革命」的企圖。在中國政府通過不同的渠道提出批評後，
英美未見收斂。坊間流傳，香港有50萬市民持有美國護照，有200萬市民持有英
國公民（海外）護照，英美自然可以與其僑民聯絡交往。這種說法未必成立。
上述護照到底是旅行證件，還是國籍的證明，在香港特區只能根據香港基本法
以及其它相關的法律文件來解讀，並非由外國領事說了算。

由於事情複雜，中央政府除了從外交上應對外，香港特區政府也應當有所應
對。目前香港特區《社團條例》已有「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進
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
立聯繫」的規定，可惜該條例又說明在《公司條例》註冊的香港政團可以豁
免。現在恐怕是考慮廢除該豁免的適當時候了。此外，香港特區政府不但需要
對在校學生進行適當的國民教育，也需要對任何從政人士進行國民教育，教育
局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需要聯合開展有關的工作。

英國有權監督香港普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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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的普選問題並不是上世紀八十年

代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問題談判的產物，甚至

也不是中英談判的議題。英國有什麼理由和責任對香港行政長官的

普選問題說三道四呢？《中英聯合聲明》載明的國家對香港的基本

方針政策沒有普選的規定，香港行政長官的普選不發生牴觸《中英

聯合聲明》的問題。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這

是英國不能置喙的中國內政。

篇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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