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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愛港是主流 依法普選是正道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座談政改諮詢報告

港人不再沉默 保衛繁榮穩定
楊祖坤：前一陣子，香

港發生了一些事，的確令
人很不開心，好像整個香
港都要崩塌一樣。自從
「反佔中」大聯盟發起了
「反佔中 保普選」群眾
簽名運動後，沉默的多數
終於不再沉默，自發到街
站簽名。簽名數字不斷上
升，我們終於可以發出自
己的心聲，令我覺得整個
形勢正在扭轉，向好的方
向發展。我相信香港的話
語權會有一次程度相當大
的逆轉，我們不再沉默
了，要起來保衛香港的繁榮穩定，相信各種形式的保普
選、反「佔中」、反暴力、保衛香港繁榮穩定的活動會
遍地開花。這些情況說明了港人愛國愛港才是主流，而
絕非那些接受黑金政治的反對派以及糊裡糊塗的激進派
是主流。我們要宣示香港的正能量，我是抱持樂觀態度
的。每一個愛國愛港的個人、社團和集體，都應設法為
保衛香港的繁榮穩定，自發地做些工作。

民主大道切實擺在眼前
張雲楓：有些人包括那
位曾任港英高官的女士，
打着「爭取民主」的旗號
不斷周遊英美，在香港搞
風搞雨，好像香港回歸後
就沒有民主，要他們來打
救似的。真的是這樣嗎？
只要今昔比較一下就清楚
了。港英管治香港百多年
有民主嗎？沒有，一點也
沒有！港督是倫敦派來
的，議員是港督委任的，
一切都是英國人說了算。
民間一有反對聲音，馬上
受壓制，或囚禁，或遞
解。當年監禁所謂政治犯的摩星嶺集中營舊址仍在，
大可保留用作歷史見證。香港回歸祖國後，港人享有
充分的民主權利，立法會議員、區議員是選出來的，
行政長官也是選舉委員會選出來的。基本法還明文規
定，香港會循序漸進發展民主，最終達至全面普選。
全國人大常委會已通過決定，香港2017年可以按照基
本法規定普選特首。可見，無論現實或前景，民主大
道是切切實實擺在那裡的。可嘆的是，那些所謂「民
主鬥士」卻視而不見，睜着眼睛說瞎話，莫非要回復
當年港英管治的情境才算是民主？
基本法規定，普選特首由提名委員會提名。提名委員
會是法定的民主選舉程序，提名委員由香港各界民主選
出，代表各個界別、各個階層的意願和利益，足可保證
社會均衡參與，避免民粹主義。這是符合香港實際、既
發揚民主又可保持繁榮穩定的安排，沒有任何不民主成
分。有意參選特首的人，若自問代表香港整體利益，又
何需擔心提委會不接納你呢？所有參選人都受到提委會
同等對待，不存在有提委會就不是真普選的問題。這個
道理，傳媒要向社會多作解釋。當然，對於那些別有用
心的人來說，說道理無濟於事，因為他們是蓄意攻擊。
愈來愈多事實表明，外國勢力正插手香港事務，指使那
些反中亂港的人，以所謂「真普選」這個偽命題來阻撓
2017年特首普選。他們還要搞甚麼「佔中」，赤裸裸地
損害港人整體利益，凡是愛護自己家園的港人，相信對
此都不會答應。

大家主動自覺簽名反「佔中」
貝鈞奇：我們愛國愛港

的同胞為何默不作聲？今
次有了反「佔中」簽名行
動，大家很主動地很自覺
地參與，不需要多作動
員，讓我看到了香港同胞
對社會的關心和對政改落
實的盼望。我們屬下的社
團收集了3,000多份簽名表
還未送出，因為要仔細核
對簽名者的身份證。8月17
日，我們有和平普選大遊
行，體育界正發動一個跑
步環節，當天早上7點半開
始，由維園跑到遮打花園獻花，希望更多傳媒界人士參
與，表達我們對社會的關心。

法治社會定要有規有矩
邵盧善：古語云：「志
同道合」、「道不同不相
為謀」，但我覺得因為社
會發展等因素，這兩句話
現時可略作修改。道不同
亦可以一起商議同謀，求
同存異；另一方面，志同
的卻又未必一定道合，尤
其是多元的社會，包容的
社會，容許以不同方法達
成志向。
但香港社會在這方面分

歧愈來愈大，以今次政改
而論，反對派所發表的文
章中忽略了三點：
第一，香港到底是行甚麼制度，反對派好多文章只

講自己想要的，卻忽略香港現有的制度，但現實是必
須接受的，若不接受便沒有商議基礎；
第二，我們是一個法治的、文明議事的社會，一

定要有規有矩，議事重要精神是不能只講對決，也
要講協調，只講對決不講協調，後果就會不堪設
想；
第三，我們說的是諮詢，諮詢不是簡單地讓我來發

表意見，我發表了意見政府就一定要接納，這樣是對
諮詢功用的簡化。諮詢方式好像很簡單，但其發揮的
作用、怎樣決定諮詢的結果，其實是很複雜的。很遺
憾，過去十多年來，我們的傳媒界把諮詢簡化了，大
家只想達到自己的目的。

反對派收受外力好處搞事
歐陽成潮：反對派自7
月初以來十分囂張，集體
圍攻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
席，集體退場，甚麼幾十
萬人簽名支持「佔中」
等，好像大有要把太平山
炸平之勢。最近我們知道
了，當中最大聲的那幾個
人原來接受了外來勢力的
好處才來搞事，其面目更
清楚了，他們是與外國政
治勢力互相配合、互相勾
結的，是很好的反面教
材。當我們愛國愛港的聲
音出來之後，他們的聲音便沉下去了。

「佔中」影響港經濟民生
吳歷山：「佔中」好比

用手指插對方的眼睛，眼
睛是人體最易受傷、最不
設防的器官，故插眼睛就
是用最低的犯法手段造成
對方最大的傷害，極不道
德。「佔中」影響香港的
經濟、民生、國際聲譽，
甚至引起動亂。我為反對
派開個處方：他們現在應
坐下來，依據基本法規定
的框架來談。反對派的中
間派和溫和派應與「佔
中」切割，要自我鬆綁，
不能再被綁在激進派的人
肉戰車上衝向火場。

愛國愛港陣營終究會佔上風
周八駿：我們談形勢要

分兩個層次來看。一個是
長期來看，愛國愛港陣營
終究會佔上風，而且不是
暫時的，香港終究會按照
基本法實現普選。另一個
是當前來看，香港政治形
勢嚴峻。「佔中」會不會
發生？我想，一定會發
生。目前，對方很為難，
要他們取消「佔中」、放
棄「公民提名」，他們做
不到。但他們若堅持，則
會失去沉默大多數中相當
一部分人對他們的同情。
長遠來看，會使他們的基本群眾發生動搖，最終不少人
會離棄他們。

官員應支持反「佔中」簽名
宋小莊：我認為政府官
員應支持「反佔中」簽名
行動，不需要畫蛇添足說
以個人身份簽署。有人認
為，警員無論是上班或下
班，都不能簽名反「佔
中」，要保持政治中立。
甚麼是政治中立？西方理
解的政治中立，就是政府
官員無論哪個政黨執政，
都要忠於那個政府。公務
員支持政府天經地義，無論美國也好，英國也好，所有
公務員都要宣誓效忠政府。反「佔中」是保護政府的行
動，「佔中」是破壞政府管治的行動，公務員可以保持
中立嗎？難道公司被打劫，作為公司的僱員也不報警
嗎？若警察也不保護政府，誰來保護政府？
至於香港的繁榮穩定面臨挑戰，各方如何應對？應對
方法在白皮書中已有各種原則性規定。社會上仍有人對
白皮書、「一國兩制」、基本法有認識不足的地方，要
在這方面加強宣傳工作。等到大多數人都接受了，「佔
中」人數就會減少，政改會通過，香港會大踏步向前
行。

反「佔中」無分國界
鄭紀農：我經常在茶樓飲

早茶，見到很多阿叔阿嬸氣
憤地論政，但他們的聲音有
誰能聽見？如何向社會表
達？現在「反佔中」大聯盟
就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值得
我們支持。要注意的是對方
開始抹黑反「佔中」，例如
質問反「佔中」人士拿甚麼
護照等。香港是國際城市，
不同國家的人一同在香港生
活、打工、做生意，若「佔
中」影響生計，無論拿的是
甚麼護照，都有權出來反
對。反「佔中」簽名行動第一天，有線電視訪問一名去
簽名的外國人，他說從未簽名支持任何行動，這是第一
次，因為「佔中」影響到他的生活。可見，反「佔中」
是無分國界的。我們發揮力量，就會令形勢轉變，令過
去因各種原因被綑綁的反對派中的溫和路線者重新思
考，找出路，對落實普選有積極作用。

沉默大多數發聲了
王伯遙：我講兩點感

想：第一點，一位歷史人
物曾經說過，一個社會大
亂之前，必有三個先兆：
一、無論任何事，均黑白
不分。二、善良的人愈來
愈謙虛客氣；無用的人愈
來愈猖狂胡為。三、問題
到了嚴重程度後，凡事皆
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
認，不痛不癢，莫名其妙
地虛應一番。我覺得香港
社會近幾年來也有這種現
象，顛倒黑白，是非不
分，指鹿為馬。例如這次政改問題，明明基本法對提名
委員會有明確規定，有些人就是要公然違法，另搞一
套，居然還振振有詞。這樣一來，香港的法治還要不
要？幸而從最近「反佔中」簽名，就可以看到沉默大多
數發聲了，不容許那些狂妄之徒胡作非為。這個動向，
令人感到鼓舞。
第二點，我覺得香港出現現今這樣嚴峻的局面，原

因很多，其中一個，是跟某些傳媒的偏頗和歪曲報道
很有關係。日前記協某人接受電視訪問，她說香港的
新聞自由今不如昔，處處受壓制。我想，他們完全不
知道港英時代是如何的。那天我見到一位退休港英新
聞處助理處長，他說他們這些年輕人根本不知道，當
年港英當局有重大行動，一定先挑選幾家親英報紙老
總吹風，布置報道重點，影響輿情，哪有甚麼新聞自
由可言？
另一個例子是上世紀60年代末，我剛進《文匯報》

工作，曾目睹這樣一件事。當時編輯部收到港英新聞處

的一張傳真，通知一些報紙老總去開會，後面特別備註
寫明這傳真不要傳給左派報章。哪知操作傳真的人員疏
忽，竟把這張傳真連後面那句話一起傳到《文匯報》。
可想而知，港英時代有甚麼新聞自由？現在不少年輕人
不知道歷史，受了一些傳媒影響，有很多誤解。如何去
糾正這情況？我們這些老傳媒人有責任給年輕人講講那
些歷史，雖然不期望能起太大作用，但希望令他們知道
回歸後所享受到的新聞自由，是香港歷史上從未有過
的，不至於造成這麼多誤解。

僑界行動起來 舉行動員大會
徐新英： 僑界朋友一

直想發聲反「佔中」，但
到哪兒發聲呢？現在我們
行動起來了，要參加8月
17日大遊行。我們已經
舉行了幾次動員大會，大
家都很熱烈，都會積極參
加。我們的輿論界是比較
薄弱的，老等着反對派提
出口號才反擊。我們要走
在輿論前面，主導香港社
會輿論。維園的遊行，每
次我都會去看，見到很多
都是年輕人，我跟他們聊
天，發覺他們很單純，說
「佔中」是要爭普選。跟他們談白皮書，他們說，兩萬
多字怎麼理解？但有些報紙大字標題歪曲白皮書，他們
腦子馬上就進了這個概念了。我們的輿論也要用這種形
式讓年輕人看得進去，一看就明。

應推港特區歷史教育
吳壽南：香港年輕人

不但不知道歷史，也不
知道香港主權誰屬，這
是中心問題。今天有
「佔中」之說，也是因
主權、治權分不清之
故，以致有人大叫「香
港是香港人的」。香港
不僅是香港人的香港，
它更是中國的一個特
區。政府應推行關於香
港特區的歷史教育，特
區是如何建立的？中央
如何授權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年輕人不知道，
就以為自己是主場。回歸至今，香港教育制度的確出現
了一些問題，如何把事實告訴年輕人？是通過傳媒、教
育體系還是家長？那些像黃之鋒那樣，回歸後才出生的
年輕人，為何變得如此兇狠潑辣？是否我們的教育制度
有不足之處？我的一些朋友問，為何現在香港教育課程
中沒有中國歷史課？令年輕人只知道要民主，其他甚麼
都不知道，這對香港未來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青少年教育要多下工夫
孔慶堂：我在大學裡

接觸到不同地方的年輕
人，發現香港年輕人很
容易受人影響，但卻不
知道歷史。他們受人影
響被帶動去遊行，盲目
參加社會活動，卻根本
不認識活動的真諦。我
們需要在教育制度上做
些工夫，在歷史、通識
等方面做些工夫。

解決年輕人就業住屋困難
張新峰：特區政府對

年輕人的教育，尤其
是中國歷史教育責無
旁貸。同時，應解決
年輕人的就業困難問
題、住屋困難問題和
社會貧富懸殊問題。
只要這些深層次問題
解決了，施政就會容
易得多了。

首輪政改諮詢結束，特區政府上月公布了諮詢報告，對政改五步曲的演進起着關鍵性作

用，各方高度關注。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特別於8月2日舉辦《政改諮詢報告》座談

會，邀請多位資深政治評論員、學者、教授，與該會名譽會長、會長、理事長和幹事，一

同對如何解讀、評價諮詢報告及報告發表後對香港政局的影響，對「佔中」與反「佔中」

較量及香港的繁榮穩定面臨挑戰的應對辦法等全港市民極度關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

討。

通過嘉賓和幹事們的透徹分析，大家都認識到香港現時的形勢確實嚴峻，但由於「佔中」

不得人心，激起反對「佔中」的沉默大多數終於站出來表達心聲，形勢開始令人樂觀，相信

政改最終能夠落實，依法普選特首最終必定實現。會上，各位對傳媒在支持反「佔中」及如

何向下一代宣傳愛國愛港思想上應負的責任，表達了寶貴意見，值得傳媒界參考深思。座談

會由該會理事長楊祖坤及創會會長張雲楓主持，以下是會上精彩發言的摘要。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日前舉辦《政改諮詢報告》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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