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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張曉明清晰解釋決定
籲全城好好聆聽思考 盼反對派議員莫為反對而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鄭治祖）中聯

辦主任張曉明昨晚出席活動時發表講話，主要講

到香港的政改。他表示，人大的決定雖然有點緊，

但緊得有道理；而且這並非「不完美」，大家反

而應該「見好即收」。對於張主任的講話，多名出席活

動的人均認為張主任將人大的決定清楚地解釋，希望包

括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及市民都好好聆聽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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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
決定敲定了香港2017年可以實行行政長官
普選的時間表。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認為，決
定有兩個意味：一是在香港回歸祖國剛滿
20周年時，普選這一個在港督管治香港的
一百多年時間裡難以想像的願景就可望變成
現實；二是在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
年不變」的中期還不到時，香港市民可以一
人一票選特首。他又指，人大決定發揮了三
個作用，包括立牌指路、定分止爭，以及扶
正祛邪，相信有助於香港社會各界加深對
「一國兩制」方針的全面理解，強化維護基
本法權威的意識，助長社會正能量。
張曉明主任昨日在香港青年聯會第二十二屆

會董會就職典禮發表講話。他表示，自己注意
到全國人大常委會一決定出台後香港社會的各
種反應。在香港這樣的一個多元化社會，特別
是在普選這樣一個在任何地方都富有爭議性的
議題上，有各種各樣的反應是正常的。
他笑說：「如果允許在普選方案上搞一場

自由設計競賽的話，他想一百名參與者設計
出101個方案也很有可能。關鍵是站在甚麼
立場上、從甚麼角度看問題。」
他強調，他的工作要求他經常換位思考。

「我盡量設想如果自己是一個在香港長大的
同齡人，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出台後的第

一反應會是甚麼？——當然，前提是他沒有
加入『把人生貢獻給馬路』的某個團體，也
沒有整天捧讀『被吃掉一口』的某張報紙
─不然也很難說有沒有被『洗腦』。」

人大決定值得歡迎
張曉明主任指出，他的第一反應很可能是：

這是一個值得歡迎的決定。他認為，這個決定
進一步敲定了香港2017年可以實行行政長官
普選的時間表，意味着在香港回歸祖國剛滿
20周年的時候，普選這一個在港督管治香港
的一百多年時間裡難以想像的願景就可望變成
現實；意味着在香港基本法裡用「最終達至」
一詞描述的不確定的時間概念，可望定格在一
個明確的時間節點上，也就是在保持香港資本
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中期還不到的時候，
香港市民就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
「所以，單從時間角度來說，決定就是一個

堪稱積極的決定。如果不受任何先入為主言論
影響的話，正本清源地講，這是一件大好事。」

明確指出通往普選正道
他續指，決定對香港民主發展、對「一國

兩制」成功實踐具有歷史意義和重要影響。
這一決定對今後繼續處理好普選這一難題，
起碼有三方面作用：一是立牌指路。這一決

定明確指出了甚麼是通往普選的正道，甚麼
路走不通。它排除了「公民提名」、「政黨
提名」、「公民推薦」等辦法，也告誡人
們，任何偏離「一國兩制」正確方向、偏離
基本法正確軌道的主張和做法都不可取。
二是定分止爭。圍繞香港普選制度的爭論曠

日持久，20多年來一直沒有停止過，如果任
由這種爭吵不休的局面持續下去，香港社會將
長期形不成共識，普選將變成遙遙無期的「鏡
中花，水中月」，永遠無法落地。他又指，港
區全國人大譚惠珠說得好，全國人大常委會對
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要素作出
規定，不是「落閘」，而是「剪布」；不是「關
閘」，而是「開閘」放開普選。

強化維護港基本法權威意識
三是扶正祛邪。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

在香港社會有人揚言普選方案不符合「國際
標準」就要在立法會否決，還有人聲稱要引
爆所謂「原子彈」、煽動「佔中」等激進違
法活動的情況下作出的。這是一個不信邪的
決定。它以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法律文件的方
式明示人們，凡事要講是非，講原則，講規
矩。這必將有助於香港社會各界加深對「一
國兩制」方針的全面理解，強化維護基本法
權威的意識，助長社會正能量。

對於人大常委會就政改的決定，有些「中間派人士」有失落情緒，認為在政改上的努力白
白浪費了，亦擔心2017年的特首普選會再次面臨在立法會上被否決的命運。不過，人大決
定其實與中間溫和力量的原則和立場基本上是一致的：一是都堅持在基本法的法治軌道設計
普選方案；二是都希望推動落實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首，不願意見到政改原地踏步。人
大決定明確了特首普選的法律框架和核心要素，但沒有也不會封死中間路線。佛教有句話叫
「功不唐捐」，意思是世界上的所有功德與努力，都是不會白白付出的，必然是有回報的。
中間溫和力量的努力是不會白費的。廣大市民都不希望看到政制原地踏步，都期望在2017
年普選特首。而落實普選需要中間溫和力量繼續發揮作用，特別是推動溫和反對派顧全大局
支持政改方案，共同實現本港的普選夢。

人大常委會對本港政改一錘定音，無疑為社會發揮
了立牌指路、釋疑解惑的作用。有些提出不同政改方
案的「中間派人士」有一種失落感和失望感。他們的
失落主要源於兩方面：一是認為自身提出的政改方案
不獲人大接納，令他們感到努力白費了；二是在目前
的政治氛圍下，擔心政改方案可能會重蹈2005年在立
法會上被否決的覆轍。

中間溫和力量努力沒有白費
應該說，中間溫和力量在政改上所作出的努力，並

沒有白白浪費。他們的推動，有利本港社會在較為理

性務實的氣氛下討論政改。他們的努力，也在推動普
選必須依法辦事、特首必須愛國愛港等成為社會主流
共識方面發揮了作用。

特區政府第一輪政改諮詢結果顯示，在整體意見上，
社會普遍殷切期望於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社會
普遍認同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
的基礎上，理性務實討論，凝聚共識，落實普選行政長
官；社會亦普遍認同2017年成功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對
香港未來施政、經濟和社會民生，以至保持香港的發展
及長期繁榮穩定有正面作用；社會各界普遍認同行政長
官人選須愛國愛港。事實上，中間溫和力量在這次政改

諮詢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點誰也不能抹煞。儘管
現時人大決定與他們的想法有距離，但其實彼此在依法
落實普選的立場上卻是一致的。

同時，中間溫和力量希望政改前行，不要原地踏
步，與中央的立場也是相近的。人大決定不會、也沒
有封死中間溫和路線。中央希望中間溫和力量包括溫
和反對派人士，都能夠以正面積極態度參與新一輪諮
詢，以尋求共識，完成政改中難度最大的第三步，落
實普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在人大決定簡
介會上的講話，不僅將「絕大多數泛民主派」稱為
「朋友」，肯定他們「也是愛國愛港的」，還告訴反
對派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落實普選，對他們來說
「同樣是最好的選擇」。李飛的講話，不僅顯示了人
大決定不會封死中間溫和路線，而且表明中央希望中
間溫和力量在落實普選過程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推動溫和反對派顧全大局
人大決定為特首普選確立了原則，指明了方向，但

很多人擔心無法實現普選，因為落實普選的法案須經
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而一些反對派議員已聲稱
要否決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李飛指出：「如果
出現這種局面，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將無法實現，香
港管治將更加困難，香港社會許多人對此深感憂

慮。」絕大多數港人都不希望看
到出現這種局面，不希望見到政制
再次原地踏步。面對現時的政改局面，更加需要中間
溫和力量繼續發揮作用，推動溫和反對派能夠顧全大
局，不要被激進反對派所綑綁，從香港市民的利益出
發支持政改。

溫和反對派也要看清一個事實：假如2017年沒有普
選，溫和反對派所期待的2020年立法會普選也會告
吹。到5年或者10年以後討論特首普選，仍然必須按
照現在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辦事。否決普選，溫和
反對派不會有任何得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前會見
民主黨代表時，表達了四個原則：第一，普選行政長
官的核心是中央與特區的關係，牽涉國家安全，希望
大家多加思考；第二，香港政改需要按基本法進行；
第三，「佔中」最後犧牲的是香港的利益，希望民主
黨放下幻想，不要參加；第四，希望民主黨把握機
遇，落實普選，加強與中央的互信。不僅是民主黨，
所有不希望特首普選一拍兩散的溫和反對派人士，都
應該重視張曉明主任提出的政改四個原則。

香港民主發展要避免原地踏步，溫和反對派需「拿出
勇氣和智慧」，勿令中央、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為香港
普選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付諸東流，勿讓政治爭拗困擾
香港，勿讓自己成為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罪人。

──人大常委會決定系列解讀之四
人大決定絕非封死溫和路線 普選需要中間力量發揮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作
出決定，特區政府將根據人大常委會決定訂定的框架制訂2017年
特首選舉辦法。香港特首梁振英昨晚在一公開活動上表示，香港
政改在未來一段時間繼續是香港特區政府的一項主要工作。他呼
籲各界仔細閱讀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有關的說明和中央官員
在過去一段時間的詳盡講話，並支持及積極參與特區政府即將啟
動的第二輪公眾諮詢，讓香港500多萬合資格選民可以在2017年
一人一票選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特首籲各界仔細讀人大決定

黃定光：應從整體利益思考
立法會進出口界議員黃定光於會後表示，張曉明主任語重心長
地就政改問題發表他的個人感受，不只是立法會議員，香港所有
人都應該聽一聽，想一想，尤其是立法會議員應深思熟慮如何投
票：「我希望立法會同事，特別是反對派，他們要拿出政治智
慧，因為我們議員是代表廣大的民意。有時想不通也可以明白，
但在冷靜下來後，他們應該從整體的利益去思考，而不是為了一
時、一己去想這個問題。」

吳秋北：普選對港有利 已是一大進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指出，「大家都很清楚，其實政改對
香港是很重要的，普選也是對香港有利。今次人大的框架，已是
一個很大的進步，代表中央是有誠意在香港落實普選。
他又認為，張曉明主任無論在法、情、理和邏輯等方面，都已很
清楚地說明，就算反對派不支持，也應該在這幾方面上回應，而不
要「為反對而反對」。很多市民都希望能夠普選，政制行前一步。

姚祖輝：張講話提供方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姚祖輝說：「張主任提到人大常委出席者
170票全票通過決定，我自己覺得這是很不簡單的事，因為全數
通過證明中央所有人都支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張主
任講話亦提供一個方向，就是民意的重要性。」
他表示，會在未來數個月向不同的年輕人說明張主任所解釋的
道理，特別是關於提委會的1200人，半數支持，以及為何是2名
至3名候選人等決定的內容，張主任都是有依有據地說清楚。
「年輕人都很講道理，只要他們明白，便會令目前仍不滿的立法
會議員回心轉意。」

霍啟剛盼能積極參與「第三步曲」
主辦活動的香港青年聯會，其主席霍啟剛指出，香港政改是香
港青年聯會明年的工作重點，希望至少在委員的層面，能夠積極
參與「第三步曲」，即諮詢的工作，同時間亦希望貼近香港年輕
人，準備開展研究或民調，從而了解人大決定後社會的變化。
「其實我覺得還是有空間的，不是部分輿論所說，一切都已鎖
緊，沒有討論的空間，我希望將焦點放在提名委員會的部分，其
實當中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香港青年聯會的首席參事葉振都則認為，張曉明主任在提名委員
會上的解釋很透晰，例如他指出提名委員會正正是香港的縮影，他
十分認同這一點，特別是不同的界別都有不同的利益所在，平衡十
分重要。市民都應該仔細地了解人大就香港政改的決定。部分人目
前的反應可能較為激動，這樣是可以理解的，但希望他們激動過後，
會理性思考，然後明白香港整體大局，明白沒有人希望香港更亂。
全國政協委員龍子明表示，他很認同張曉明主任所說，指出某
些傳媒機構基於自己的立場，不斷利用其影響力去「洗香港人的
腦」，張曉明只是生動地以「被吃掉一口的某張報紙」形容，把
事實明確地陳述出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
常委會全票通過有關香港政改的決定。中聯
辦主任張曉明昨日提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出
席會議的170名常委，無一例外地全部投了
贊成票，說明他們看清了香港現在面臨的政
改問題實質；理解香港社會對普選的熱切期
望；認同為香港普選制度立好規矩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形容投票結果代表「一種民意、
一種決心、一種意志」，寄語還未走出對抗
思維的人士，應當檢視一下自己的某些心態
和取態，放下成見和偏見。
張曉明主任昨日於講話中指出，全國人大

常委會組成人員共有172人，當中有長期擔
任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領導職務的
負責同志；有眾多領域的知名專家學者；還
有多位院士、科學家。他們不全是中共黨
員，還有許多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對

於他們所具有的豐富的管理經驗、廣闊的國
際視野、高水平的參政議政能力，我深有感
觸的。」
張曉明主任指出，人大常委會於上月31
日與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的決定同時付表
決的法案和議案還有不少。其他多個法案和
議案在表決時都有委員投了反對票和棄權
票，有的多達20多張，但表決關於香港行
政長官普選問題的決定草案時，出席會議的
170名常委無一例外地全部投了贊成票。

看清實質 認同普選須立好規矩
他形容，這說明常委都看清了香港現在面

臨的政改問題實質，都理解香港社會對普選
的熱切期望，都認同為香港普選制度立好規
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他強調：「這個投票結果也代表着一種民

意、一種決心、一種意志。我們長期在香港
生活和工作的人，有時也需要跳出香港圈子
想問題、看世界。我們在選擇甚麼樣的普選
制度的同時，也在選擇着怎樣去處理特別行
政區與中央的關係、與國家的關係。」
他續指，當全世界都以羨慕的目光看待中國

今日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時候；當海內外都在以
欽佩的眼神，注視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
一系列重大決策舉措，及其所展示出的雄才大
略的時候；當西方的眾多政治家和專家學者，
滿懷興趣地研究中國的發展道路和模式、甚至
反思自身制度不足的時候，香港是否應當檢視
一下自己的某些心態和取態呢？
他直言：「我們與內地近在咫尺、息息相通

的一些同胞，特別是還有着種種成見和偏見的
同胞，是不是也應當檢視一下自己的某些心態
和取態呢？這也算是我對至今還未走出對抗思
維的一些人士的小小建議。我真誠地期望今晚
出席聚會的香港各界青年朋友都能在2017年
行政長官選舉中投下屬於自己的一票！」

常委全票通過代表民意決心意志

■香港青年聯
會「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
立六十五周年
暨香港青年聯
會第二十二屆
會慶及會董會
就職典禮」酒
會。梁振英、
張曉明、王志
民、范徐麗
泰、梁愛詩、
曾鈺成、曾德
成、姜瑜等主
禮。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