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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民主發展即將迎來一個新的歷史性時刻。本月底，全國人大常委
會將會就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
辦法的問題做出決定。前兩天，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剛剛在深圳舉行了
有關座談會，全國人大副秘書長李飛先生等中央有關部門官員認真聽取了
香港社會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見，也釋放了一些重要的、權威的信息。我有
幸與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先生一起參與了這些座談和交流活動。總的
感覺是，座談會內香港各界代表人士發表的意見，與座談會外香港社會的
討論情況大體吻合。所不同的是，會場內主張依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有關決定處理政改問題的聲音要大得多，主張按照所謂「國際標準」規
定普選辦法的聲音要小得多。

正方：少數服從多數符基本法規定
如果要對兩種主要意見的話語邏輯或思維邏輯做一個梳理的話，可大致

描述如下：正方觀點認為，香港的普選來源於基本法，普選制度應當把基
本法作為法理基礎或唯一法律依據；「一國兩制」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
普選，世無先例，普選制度應立足於香港的實際情況，特別是香港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行政長官普選制度是一種地方選舉制度
的事實，妥善處理好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保障國家安全是設計香港普選制
度必須遵循的一個重要原則，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義務，從香港的
社會政治現實看，也確有必要；行政長官地位崇高、職責重大，必須由愛
國愛港人士擔任，而不能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普選制度應當為此提供
相應保障；堅持基本法規定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強調機構提名、集體意
志、少數服從多數，符合基本法的規定，體現民主原則，也是防範可能出
現的政治對抗風險、憲制危機風險和民粹主義等風險的需要。

反方：抗拒過半數「出閘」要求
反方的基本觀點和邏輯是：反對假普選；全國人大常委會最後確定的普

選辦法很可能是假普選。早在一年前甚至更早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把這頂
帽子扣上了，儘管當時普選方案還「八字沒有一撇」；為了防範假普選，
他們提出了所謂「國際標準」，儘管這個標準也在不斷地調整，起初比較
多地強調公民提名，後來提出「三軌提名」有其一即可，我注意到最近也

有一些人表示願意在基本法的框架內提出方案，「國際標準」可改為不能
有「不合理限制」；判斷是否屬於「不合理限制」的主要標準，是行政長
官候選人的提名不能高出他們預計的可能在提名委員會得到支持票的比
例，1/8或者少於1/8可以，略微高一些也可以，過半數絕對不行，因為這
樣的話他們的人就出不了閘，就是政治篩選；最好提名委員會的規模、構
成、產生辦法也作出大變，這樣才可確保他們的人出閘，否則提名委員會
就沒有廣泛代表性；如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特別是不能過半數的要求，
他們就要發動「佔領中環」等激進違法抗爭活動。

分析這兩種邏輯，從起點來說就是不一樣的，一個實，一個虛，前者是
基本法的規定，後者是「假普選」的假設；中間考量的因素也是不一樣
的，一個更多的是考慮怎麼規範中央和特區關係的制度要求，一個更多是
考慮是否有利「自己友」成為候選人；結論自然也就大相徑庭。但是究竟
哪一種邏輯更合理，或者說更合乎邏輯，我想經過理性比較，是不難回答
的。

「一國兩制」認識不同 產生對立意見
我認為，上述兩種對立的意見，說到底是由於思想上對「一國兩制」存

在的不同認識造成的。這使我想起了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新
力量網絡研究總監葉健民先生5月16日在《明報》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
叫《泛民究竟在爭論什麼？》。

這篇文章給我留下深刻印像，讓我很受啟發，前一段時間我也在與一些
人士交流時多次引用這篇文章的觀點。文章指出：「政改的爭論，意義遠
遠超過我們能否有真普選、民主如何實現的問題。我們決定支持哪一個方
案，其實也同時選擇怎樣去處理特區和中央的關係，這個才是香港長遠管
治更為關鍵的問題。擺在目前的並不是方案之爭，而是我們希望今後以何
種方式去與中央政府互動的抉擇。」

引論政文章：激進派否定「一國為先」
該文還指出：「激進派所主張的，是不認同中央對特區事務享有主導

權，拒絕完全接受基本法的框架，否定『一國為先』的前設，背後也有深
層的對共產黨的排斥敵視。」我認為，葉健民先生的這些論述一語中的，

就像點穴點到了位一樣。試想一
下，如果真正有國家觀念，真正
認同「一國為先」的原則，真正
認同基本法的規定，真正認同中
央對香港的管治權，包括對香港
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導權，而沒有
像葉先生所點到的對共產黨的排
斥敵視心理，有些問題還會成為
問題嗎？我們還會有今天這麼大
的爭論嗎？

我知道，我上面講的這些帶有
明顯傾向性的意見，以及我引用
的葉健民先生的觀點，並不能涵
蓋香港社會關於政改問題的各種
意見，甚至不能代表喊得最響的
聲音，對某些人來說也可能聽起
來不那麼順耳，但我們常說，兼
聽則明，那就不妨把它們作為逆
耳忠言吧。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希望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能夠實
現、政改不要原地踏步，是目前香港社會最大的共識。

落實普選特首 有識之士須顯視野承擔
到香港回歸祖國20年的時候，香港如果能夠實行「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

的制度，這是香港民主發展跨越式進步，相信是許多人包括有的擔心回歸後
在香港待不下去的人之前不敢想像的。希望香港各界有識之士，能夠多從國
家的角度、歷史的角度和發展的角度看待這次政改的重要意義和影響，像新
一代文化協會的宗旨所強調的一樣，顯示出「視野」和「承擔」來。

今天到場的年輕人比較多，我之所以從比較和提問的角度講得比較多，
也是希望年輕的朋友們多傾聽，多思考。我相信，香港的新一代更多的是
善於理性思考的一代。

謝謝大家！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提「國際標準」搞「佔中」反對派只為「入閘」

青協青年違法防治中心昨舉辦「重新出發」青年嘉許計劃頒獎典禮，表
揚包括Himgo在內8名曾因犯罪違規而重新振作的青年，典禮並邀得

警務處處長曾偉雄、青協會長蔡定國主持頒獎，勉勵重新出發的青年努力
實踐理想。

喪吸毒一星期 憾祖母臨終未見面
提起年少時的過錯，新學年將升讀中五的Himgo憶述，「因為誤交損
友，高小開始流連街頭，之後打架、刑事毀壞，甚至吸毒。對吸毒的印象
已經很模糊，只知道自己什麼也不想理，包括家人。」14歲開始接觸毒品
的他，曾沉淪得近一星期不見天日只管吸毒，在毒品影響下，他終日沉迷
玩樂，與家人關係疏離。
回想昔日，令Himgo最遺憾的，是錯過了見祖母臨終前的最後一面。身

為家中的么子，深得祖母疼錫，但自從他誤交損友，甚少回家與家人相
聚。他難過地說：「祖母每次看到我都會叫我乖。」然而誤入歧途的他卻
令祖母傷心難過。

慈母不捨不棄 讀好書報母恩
直至後來因刑事毀壞被判入男童院，在那半年間Himgo發現，那些一同

玩樂的「好友」均不見蹤影，只有母親每天請假，不辭勞苦到院所探望，
又四處奔波為他「撲」學校，「每次看到媽媽因為我流淚，也會感到很心
痛。」他於是開始反省，希望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
「我想讀好書，令媽媽開心」，這是Himgo目前最大的目標。離開男童

院後，他重新執起書包，每天早睡早起、準時上學、不出夜街，這些看似
微不足道的事，對於以往花天酒地的他，已是踏出重新出發的一大步。

民記揭沙田市中心巴士總站「毒霧瀰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沙田正推

展區域性巴士路線重組，其中沙田新城市
廣場地下的沙田市中心巴士總站，一直是
區內眾多路線的必經之路，亦是巴士路線
重組後其中一個轉車站。民建聯在本月中
收集巴士站的空氣質素和氣溫數據，發現
巴士站的懸浮粒子濃度超過世界衛生組織
標準，部分時段讀數甚至超出標準4倍。
區議員昨日期望有關方面可提升巴士站抽
風系統和加裝風扇，並且改用低排放新型
號巴士，以改善候車環境。

懸浮粒子超標 最高達5倍
民建聯沙田支部於本月11日至15日黃昏
6時至7時期間，分別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地
下的沙田市中心巴士總站和露天的沙田鐵路
站巴士總站，採集站內的PM2.5懸浮粒子濃
度、溫度和濕度等數據。昨日公布監察結果
顯示，沙田市中心巴士站的5日PM2.5平均

濃度為每立方米26.4微克，超出世界衛生組
織指會影響健康的每立方米25微克。而最
高讀數曾達到每立方米125微克，更是標準
的5倍。而沙田鐵路站巴士總站的5天平均
讀數為每立方米10.2微克。
至於巴士站的溫度，在沙田市中心巴士總

站錄得的5天平均溫度為攝氏33.8度，最高
更錄得36度。而沙田鐵路站巴士總站的5天
平均溫度則為30.24度，最高則曾錄得31.8
度。而沙田市中心和沙田鐵路站2個巴士總
站分別錄得 5 天平均濕度為 79.4%和
78.2%。

附近無轉車站 市民局吸廢氣
在沙田市中心巴士總站候車的乘客都不太

滿意巴士站環境。陳先生表示，站內的空氣
的確較其他車站差，空氣不太流通。周女士
亦指，經常都帶孫兒在沙田市中心巴士總
站等車，但車站有太多巴士進出，均排出很

臭的廢氣。她認為，廢氣對老中青等的健康
都有影響，但附近只有這個站可以轉乘巴
士，所以她也避免不了。
民建聯沙田區議員彭長緯表示，每月都會

收到30宗至40宗市民對沙田市中心巴士總
站的投訴，稱該站空氣混濁，候車時會感到
不適、呼吸困難等。而車站本身設計的樓底
較其他巴士站為低，令混濁的空氣局限在巴
士站內。

雨天監察少毒霧 平日數據更惡劣
彭長緯指，今次監察行動期間都有下雨，

氣溫較平日為低，部分空氣中的PM2.5也被
雨水沖去，所以監察結果已較平日為佳。而
PM2.5含大量有毒、有害的物質，人體一旦
吸入會增加哮喘病發風險、因患肺癌而死亡
的風險、心臟病發風險，以至腦部認知能力
減退等。

促改善通風增風扇 更換低排放巴士
他促請政府相關部門、新城市廣場管理公

司提升巴士站抽風系統和加裝風扇，巴士公
司亦稱改用低排放的新巴士，以改善候車環
境，並將約見運輸署人員反映有關情況。
運輸署則回應指，將於今年10月完成通

風系統改善工程，並已促請巴士公司更新車
隊，使用更環保和低排放量巴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人生路上，一些年輕人或

總會經歷驚濤駭浪的迷失日子。現年19歲的Himgo因誤交損

友，初中便犯下刑事毀壞、持械打架的罪行，14歲更開始沉

淪毒海。他曾瘋狂得近一星期不見天日地吸毒，連最疼惜他

的祖母臨終前的最後一面，也因玩樂而錯過。但當他因刑毀

被判入男童院，半年間母親每天不辭勞苦到院所探望，每次

看見其母因他而傷心落淚，一點一滴的淚水逐漸將Himgo的

內心洗滌融化，令他反省人生。重新出發的路不一定平坦，

還要面對很多未知的挑戰，重返校園的Himgo努力督促自己

每天早睡早起、準時上學走回正軌，只因「我想讀好書，令

媽媽開心」。

驚覺人間有愛「街霸」發奮變「優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昨日獲「重

新出發」計劃嘉許的，亦包括今年21歲的
Rocky。自中三起在街頭「蝦蝦霸霸」的
他，即使犯事被捕後也未有停止生事，離家
出走後被社工轉介至住宿服務，又不時犯規
與宿友生磨擦。幸獲社工循循善誘，令
Rocky感受到人間有愛，頓時醒覺決定重新
執起課本，半工讀基礎文憑課程，今學年更
考獲12科A級成績，一步步朝成為設計師的
夢想進發。

宿友社工軟硬兼施 麻煩友終醒覺
來自單親家庭的Rocky在中三時誤交損

友，自始流連街頭「蝦蝦霸霸」，19歲時他
離家出走，被社工轉介至住宿服務，卻因未

有遵守規矩，又與宿友常生磨擦，曾險被
「踢出」宿舍。
當宿友因不值他肆意放縱自己而破口大

罵，而社工則在旁對他好言相勸給予支持，
令他突然醒覺起來，「他們與我並無血緣關
係，其實無必要鬧我、關心我。」有宿友甚
至幫忙為他找合適工作，一切一切令他驚覺
人間有愛，也讓他明白應要為家中母親
想。
Rocky決定重返校園修讀基礎文憑課程，

每天下課後又爭取時間兼職，為母親送上每
月逾千元家用。昨日他更為母親送上一張今
學年亮麗的成績表，在14個科目中，共考獲
12科A級成績，以優秀成績為成為設計師的
夢想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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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香港女青
年商會舉辦「Care & Dare 踏出一步．邁向
新生里程」計劃，與羅湖女懲教所合作開設
T恤設計班，多名女更生人士以「信任」為
題，親手用天然素材製作T恤宣揚愛心精
神。活動昨日舉行閉幕禮，同時展出30件精
選作品。商會希望藉T恤創作，為更新人士
的生活加上一點正面色彩，並給予她們成事
的信心，以便日後更快重新融入社會。
在囚人士改過自身後，需要社會包容及給

予自信，方可重踏社會抬頭做人。香港女青
年商會今年舉辦「Care & Dare 踏出一步．
邁向新生里程」計劃，希望藉與羅湖女懲教
所合作，開設T恤設計班予女更生人士，以
「信任」為概念，親手用天然素材製作T
恤，宣揚愛心精神。

白底T恤寓意重踏社會空白生活
經過近4個月時間的製作，合共4班更生人士以
「愛」、「望」、「家」、「心」及「喜」為題，創
作出多件T恤，並於昨日舉行的活動閉幕禮中，揀出
30件首次展出。商會會長楊嘉樂表示，T恤以白色為
底，是寓意為更新人士重新踏入社會後的空白生活，
加上一點正面色彩。
她坦言，要為更新人士安排工作機會十分容易，但

難度在於令社會接納她們，故給予她們成事的信心，
對日後融入社會尤其重要。
有化妝及髮型業界人士表示，是次活動建立一個完

整的平台，容許不同業界人士就協助更生人士融入社
會，交流意見及經驗。女青年商會發展至今，在創造
社會共融方面功不可沒，而社會願意對更新人士給予
平等機會已相當足夠。
該30件T恤將不設公開發售，據悉為宣揚愛心精

神，將擔任「大使」在不同的展覽中巡迴展出，下一
站是10月理工大學的時裝展。

小流氓毒青「重新出發」獲讚
判男童院母每日探望 睹流淚兒覺悟前非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40周年會慶典禮上的講話（全文）

■沙田市中心巴士總站的PM2.5懸浮粒子濃
度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標準。 羅繼盛 攝

■民建聯促請
政府部門和管
理公司提升沙
田市中心巴士
總站的抽風系
統 並 加 裝 風
扇。

香港文匯報
記者羅繼盛 攝

■■張曉明張曉明

■Himgo（左）、Rocky（右）是今年青協「重新出發」計劃的得獎者，翱翔的紙飛機寓意他
們將「重新出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攝

■多名女更生人士以「信任」為題，親手用
天然素材製作T恤宣揚愛心精神。郭兆東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