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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在
美國等西方國家，莫說從政者，就是一般公民也要求
對國家效忠。所有美國人，上至總統下至販夫走卒，
全都是背誦着「效忠誓辭」長大的，美國人被效忠誓
詞激勵、浸淫、陶冶，並把對國家效忠作為終生信
條。

基本政治倫理的普世性
美國公立學校的學生，每天必須面向國旗宣誓效

忠。加入美國國籍，必須由法官主持，舉行莊嚴入籍
宣誓儀式，入籍誓詞為：「我在這裡鄭重的宣誓：完
全放棄我對以前所屬任何外國親王、君主、國家或主
權之公民資格及忠誠，我將支持及護衛美利堅合眾國
憲法和法律，對抗國內和國外所有的敵人。我將真誠
的效忠美國。」法官不愛國怎麼能主持入籍宣誓儀
式？

美國國會於1789年通過的第一項法案是《宣誓法》
（Oath Act），它規定了從政者簡短的就職誓詞：「我

謹莊嚴宣誓，定將捍衛合眾國憲法。」在南北戰爭
後，就職誓詞中加入了效忠的語句。美國總統、政府
主要官員、議員、法官在就職時必須宣誓，拒絕依法
宣誓人士，將會喪失就任資格。總統的誓詞為：「我
莊嚴宣誓，我將忠誠地履行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的職
責，盡最大的能力維護和保衛美國憲法。願上帝保
佑！」

美國法官並不諱言司法運作中的愛國精神，具有代
表性的如 1827 年的奧格登訴桑得斯案（Ogden v.
Saunders），在此案中華盛頓（Washington）大法官代
表最高法院發表了他那份膾炙人口的判決意見書。他
說：「推定立法機關立法的有效性，除非其對憲法的
違反被證明超出了合理懷疑（beyond all reasonable
doubt）程度，這是對立法機關的體面的尊重，法律得
以制定是源於它們的智慧、誠實及愛國精神。」

要成為英國公民，英國的入籍誓詞為：「我將忠誠
於大英帝國，尊重它的權利和自由。我將支持它的民
主價值觀。我將切實遵守它的法律，履行作為一個英

國公民應盡的職責和義務。」英國從政者的就職誓
詞，與美國比較接近。

愛國者治港具有法律依據
與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的

普世價值相通，白皮書指出，愛國者治港也是具有法
律依據的，基本法規定特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
政會議成員、立法會主席及立法會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議員、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都必須由在
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
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
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須就執行
基本法向中央和特別行政區負責。這是體現國家主權
的需要，確保治港者主體效忠國家，並使其接受中央
政府和香港社會的監督，切實對國家、對香港特別行
政區以及香港居民負起責任。

要求法官愛國不言而喻
大律師公會認為，不應將法官視為「治港者」，否

則會發出錯誤訊息，令人以為香港的法院是政府機關
的一部分。對此，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白皮書要
求包括司法人員在內的治港者愛國不是額外要求，又
指出法官就任時宣誓已體現愛國愛港。律師會會長林
新強昨天亦表示，廣義來說，「政府」是包括行政、
立法及司法，要求法官愛國並不影響司法獨立。全國
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則表示，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都

是建制一部分，法官就職時要宣
誓擁護基本法，對香港社會有承
擔，「本身就係一個莊嚴承諾，
表示自己『愛國愛港』。」事實上，從事法官職務的
人，必須對國家效忠，這是最基本的素質和要求，因
為憲法和基本法是有國家屬性的，是體現國家意志
的，憲法和基本法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就是為
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因此，要求法官愛國，是不言而喻的。

治港者以愛國者為主體是「一國兩制」底線
白皮書指出，「一國兩制」之下，包括行政長官、

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
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
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

治港者以愛國者為主體是「一國兩制」底線，如
果治港者不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特別是如果對抗中
央的人擔任特首，國家憲法將遭到踐踏，治國安邦
之本將發生動搖，將嚴重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境內外其他分裂勢力必將群起效尤，我國
安全穩定的政治局面有可能被破壞，國家將永無寧
日。如果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當行政長官，香
港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的優勢將喪失殆
盡，香港經濟將迅速邊緣化，投資者將紛紛撤離，
港股將一沉不起，樓價將急遽下跌，公司倒閉潮將
成骨牌效應，屆時將一職難求，數以百萬計人失
業，港人將何以為生？

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
「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白皮書強調，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愛國

是對治港者主體的基本政治要求。如果治港者不是以愛國者為主體，或者說治港者主體不能

效忠於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就會偏離正確方向，

不僅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難以得到切實維護，而且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廣大港人的福祉

也將受到威脅和損害。中央對愛國者治港從口頭表述，到作為國家的重要政策通過白皮書鄭

重宣示，既與普世價值相通，也意味香港特區的管治權必須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

以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切實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廣大港人的福祉。

上周五暴力衝擊立法會的多個激進
團體，前日舉行記者會大灑淚花博同
情，由粉嶺北農村及居民聯席代表卓
佳佳等少女出來回應傳媒，將衝擊責
任全部推到立法會身上，會上更讀出
匿名的村民信件，感謝衝擊的示威者
云云。
真正的村民會支持示威者嗎？恐怕

不可能，原因是推動新界發展，真正的村民不但可獲
賠償，而且可分派上樓，發展計劃更會為當區帶來發

展機遇和就業職位，真正的村民理應歡迎，就是對賠
償與安置方案有意見，大可協商解決，就如當年的菜
園村事件一樣。衝擊立法會究竟是為了解決事件或是
激化事件，為了村民還是為了一己政治目的，恐怕搞
事者心中有數。
其實，真正搞事的人根本就不是村民，就如近期曝

光率極高的居民聯席代表卓佳佳為例，她根本成長於
將軍澳公共屋邨，2007年入讀浸會大學地理系，其間
從來沒有與新界東北有任何交集。直到她大學畢業
後，與馬屎埔村居民區晞旻(記者會上聲淚俱下者)等人

成立「馬寶寶社區農場」，自此之後她就以村民代表
自居，儼然以原居民的身份反對東北規劃，有人曾質
疑其行為有利益衝突之嫌。說她能夠代表村民，與
「佔中死士」錢志健說自己代表香港金融界一樣荒
謬。
至於當日其他衝擊者，包括：長毛愛將周諾恆、「港

獨」成員張漢賢、「學聯」搞手周永康、「土地正義聯
盟」何潔泓等人，有哪一個是出生、居住在新界東北？
有哪一個是村民？一個都沒有。他們只是一班職業搞事
分子，工作就是四處尋找可以鬧事的機會，見到新界議
題有水可抽，於是就大舉進入新界煽風點火，挑動當區
人士示威，向他們散播不切實際的期望，發動一波又一
波衝擊。他們目的根本不是為村民爭取權益，而是要製

造政治衝突，要預演「佔中」。
近年激進團體有「變種」趨勢，明刀明槍反政府的

由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政黨負責，其他團體則變
身為各種壓力團體，以所謂保育、基建、貧富差距等
議題作包裝，但從事的卻是打擊政府施政，激化社會
對立的勾當。這些激進團體的核心人員，其實都是圍
內的一班人，有共同目的和行事手段，所以在衝擊立
法會上多個團體能夠一拍即合、一呼百應，原因正在
於此。說穿了，他們不是「村民」而是「暴民」，衝
擊立法會行動並沒有任何正義性可言。
所謂保育抗爭不過是激進團體的「龐氏騙局」，一

些不明就裡人士參與衝擊，只會成為違法抗爭的炮
灰，成為激進勢力祭壇的犧牲品。

「暴民」不是「村民」 申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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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系列解讀之五

政策助港青創業
創科局提供「沃土」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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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曉霞）根據美國
CNBC頻道報道， 受香港針對內地客的激進
行動屢生，越來越多內地遊客傾向於赴台灣旅
遊，台灣因此成為最大的經濟得益者，香港則
受到冷落。上海的一位老師甚至表示比起來港
購物，自己寧願去台灣體驗不同的人文。

首季內地客赴台增近五成
有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內地赴台遊客

較去年同期增加近五成，而同期到港內地遊客僅
增加兩成。美銀美林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學家周奐
彤(Marcella Chow)認為，香港居民的反內地人情
緒和台灣地區放寬旅行限制的政策是造成現狀的
主要因素。
台灣在2008年開始敞開大門給內地旅遊團體，

在2011年更加准許個人遊客進台旅遊觀光。在中
國農曆新年假期期間，台灣地區甚至提高旅遊簽
證的審批效率，增加簽注發放量，讓更多人赴
台。今年5月，馬英九政府放寬旅遊配額限制，
允許每天高達5,000個內地遊客團和4,000個個人
遊客到台灣旅遊。
而台灣逐漸放鬆的旅遊限制亦產生了明顯的

經濟效益，特別是在零售和餐飲方面達到近15
個月來的新高。
反之，香港和內地之間的關係則越發緊張。4

月份的內地幼童在旺角街頭小便事件和2月份的
香港居民「反蝗蟲」活動都引起兩地的罵戰和爭
論。而最近的減少個人遊規模政策的爭論也對內
地旅客來港旅遊有影響。4月份，香港零售銷售
收入遭遇2009年以來的最大降福，奢侈品銷售方
面降低了四成。
周奐彤亦表示，台灣當局應該借鑒香港旅遊

發展的過程，確保旅遊業的經濟優勢可以均等得
益，特別要做好準備控制由旅客激增帶來的擁擠
問題，減少對本地居民的不良影響和避免敵視內
地遊客的不滿情緒，不好再走香港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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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昨日以〈與數理學生精英會
面〉為題撰文。他指出，香港未來

發展要靠年輕一代，故政府重視青年成
長，要做到施政報告所說的「讓年青的
各展所長，讓香港得以發揮」。
梁振英表示，他近月和青少年朋友交

流比較多，如出席了「築夢香港．追夢
神州」青年就業論壇暨香港大學生內地
實習工程的啟動禮；於「IT Chat Room
─ 與青年科技創業家對話」活動與學生
和年輕科技企業家交流；在「東華菁英
通識多角辯論杯」與學生對談，還有在
禮賓府跟「閃耀之星」才華拓展獎學金
得獎小學生聚會等。

晤數理精英 讚港生創佳績
他昨日則與多名數理學生精英見面。

梁振英指出，數理學生精英將於下月前
往外地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和
「國際物理奧林匹克」兩項比賽。 該
兩項比賽均為國際比賽，旨在推廣數學
和物理教育，加強與世界各地數學家和
物理學家的聯繫和合作。香港學生已參
加了多屆賽事，屢獲佳績。

為「奧數」「奧物」參賽者打氣
梁振英在會面中，趁機為他們打氣，
希望他們可以在比賽中增廣見聞：「同
學們對科學和數學擁有濃厚興趣，有同
學更向我說，將來要在相關的專業上發
展。我知道有部分同學也在其他比賽取
得理想成績，除了同學們自身的努力，

老師和家長的栽培和照顧亦十分重要。
我更肯定香港有優秀的人才發展創新及
科技。」
梁振英強調，他提出成立「創新及科

技局」，希望更有力和有系統地推動和
統籌政府在創新及科技的政策，提供良
好的土壤和氣候，讓年輕人才在創新科
技方面創一番事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
稍後將與東盟展開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的正式
談判。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與
五大商會會面，徵詢業界對該自貿協定及東
盟市場的意見及建議，供特區政府與東盟談
判時參考。蘇錦樑在會後透露，東盟代表將
於7月10日及11日到港，與特區政府開始談
判。他表示，與東盟締結自貿協定，有助促
進香港貨物貿易便利、服務業准入巿場，和
投資保障及促進等。
蘇錦樑昨日與香港總商會、香港中華總
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工業總
會及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代表會面，就有
關香港與東盟締結自貿協定，及港資企業
在內地營運兩項重要事項，深入及直接了
解業界的關注，並聽取業界的建議。
蘇錦樑在會後表示，香港將於7月與東
盟展開自貿協定的正式談判，工業貿易署

現正就與東盟的自貿協定談判進行公眾諮
詢。「我希望藉今天的會議，徵詢業界對
該自貿協定及東盟市場的意見及建議，以
供特區政府與東盟談判時參考。」

港貨服務入東盟將有更佳條件
他續說，香港與東盟的自貿協定將會為

香港的貨物、服務及投資進入東盟市場，
提供更佳的條件，從而促進香港經濟發
展。宏觀而言，與東盟締結自貿協定，有
助推進區域經濟融合，對維持及提升香港
的區域貿易樞紐角色，包括加強香港作為
東盟與內地貿易及投資橋樑的角色，及國
際形象均有所裨益。
被問及自貿協定簽定後，香港具體有哪

些行業可以受惠時，蘇錦樑指出，自貿協
定是多元化的。在貨物方面，包括如削減
或消除貨物關稅，有助香港貨品打入東盟

巿場。專業行業、商業服務也能擴大其發
展機遇。而在海外投資方面的保障及促
進，自貿協定也會探討包括如何更加鞏固
投資保障等。
他並強調，特區政府一直透過不同渠道

與內地當局保持緊密聯繫，反映業界的意
見及關注。今日的會議亦讓各商會分享會
員就近期港資企業在內地營運關注的事
宜，以助政府掌握內地港商最新經營情
況，並適當地向內地有關當局反映。

東盟代表下月來港東盟代表下月來港「「阿蘇阿蘇」」收料助談判收料助談判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屆特區政府承

諾「讓年青的各展所長，

讓香港得以發揮」。特首

梁振英昨日在網誌撰文

說，與多名將於下月參加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和

「國際物理奧林匹克」兩

項比賽的數理學生精英見

面，知悉部分同學也在其

他比賽取得理想成績，令

他更肯定香港有優秀的人

才發展創新及科技。他強

調，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希望更有力和有系統地推

動和統籌政府在創新科技

政策，讓年輕人才在創新

科技創一番事業。

■■蘇錦樑蘇錦樑((右六右六))與本地商與本地商
會代表會面會代表會面。。

■■梁振英與學生精英會面梁振英與學生精英會面。。
特首網誌圖片特首網誌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