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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共識 港不會長久撕裂
倡各界與青年討論助解難題 指年輕人應挺2017實現普選

汪明荃籲學生退場再思考前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佔領」行

動的主要參與者是年輕人。前財政司司長、

「團結香港基金會」顧問梁錦松建議，政、

商、學各界和年輕人討論，解決他們關心的房

屋、創業等問題，認為年輕人應支持2017年

實現普選特首，並透過不同途徑積極參政。他

又表示，贊成「一國兩制」是香港社會最大共

識，不會撕裂，呼籲反對派負責任，以妥協精

神完善制度設計。

顧問批「佔」禍：損法治毀互信

「 團 結 香 港 基 金
會」的顧問陣容匯聚
各 界 精 英 ， 星 光 熠
熠，就連娛樂圈「阿

姐」、全國政協委員汪明荃也在名
單內。她昨日出席基金會成立典
禮，更向基金會主席、全國政協副
主席董建華擁抱祝賀。

汪明荃表示，認同基金會的理
念，尤其對香港未來及青年的關
注，並讚揚基金會另一顧問、前財
政司司長梁錦松於典禮上的演說不
俗，認為他每次公開發言都會帶動
年輕人，肯定他們是社會組成的重
要部分。

她認為特區政府青年工作並非做
得不夠，因已有很多資源撥給年輕
人及協助他們的機構，但從「佔
領」行動可發現年輕人的聲音很
強，社會應該給予他們更多機會發
聲。

指「佔」者應多讀史
她說一直有留意「佔領」新聞，

擔心事態發展並感到「好煩、好心
噏」，因自己從1957年來港至今，
香港也很少發生這種情況。她認為
參與「佔領」的學生有理想、有勇
氣，「廿年後就係佢哋世界」，但
就要讀多點歷史，認識香港民主走
到這一步其實不易，並應在法律框
架下合法、理性、務實爭取。

被問到「佔領」者是否應立即退
場，汪明荃直言學生「講嘅已經講
咗」，全世界也關注他們的訴求，
應該先行退場再思考前路，因經常
在同一圈子中，思想會變得狹隘。
她又指最近的民調也顯示學生應該
返回學校，「缺課成個幾月點得嘅
啫，亦都影響各行各業經濟，呢啲
唔係咁好。」

■記者 陳庭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學聯日前去
信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要求協助學聯與
中央官員會面，董建華回覆時表示，學聯在
信中只重複有關觀點和立場，無助化解現時
僵局。董建華昨日多次被問到會否協助學聯
上京，他說給予學聯的回覆已很合理，反問
是否「畫畫要畫出腸」。他促請學生有勇氣
帶頭結束「佔領」，並樂意與他們對話。

「民主是our way非your way」
董建華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學生因為追

求民主而犯法，「民主未爭取到，法治已經
有好大損害」，重申學生結束「佔領」行動
有必要性。他強調，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
並引述有民調顯示逾七成人贊成立即停止
「佔領」，「民主應是our way，不是your
way，大家要一齊想辦法」，解決問題。
他呼籲年輕人重新看一次早前與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的對話，當中設立多方平台及民
情報告，都是很有建設性的，應該在這些地
方研究落實。
他認為，年輕人要放遠眼光，想想未來5

年至20年應該怎樣，又說如果年輕人跟他
願意對話，他非常樂意。
董建華又以上周美國中期選舉為例，指美

國選舉受到有錢人捐款的影響很大，強調世
上沒有完美民主，「以為有直選就可解決所
有問題，是不可能。」
他強調爭取民主不能一步到位，例如美國

1789年頒佈憲法，但起初只有地主能投票，
其後再擴至女性和黑人。他重申「公民提
名」違反香港基本法，普選也不存在所謂
「國際標準」。
被問到特區政府應否清場，董建華表示，

特首梁振英堅決希望和平結束「佔領」行
動，到今日為止，都是往這個方向努力，他
希望學生有勇氣帶頭結束「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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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錦松昨日在「團結香港基金會」成立典禮的論壇環
節上發表演說。他強調「香港是我的家，我生於

斯、長於斯，我愛香港並以香港為榮。」他並指香港近
來的動盪令港人十分擔心，大部分人對現在的撕裂感到
心痛。他認為香港繁榮背後有一系列由全球化、現代化
帶來的問題，如貧富懸殊及老年化等，但有一些是帶有
香港發展特色的問題，需要香港各界形成共識、共同面
對、共同承擔並努力解決。

「佔」者多盼改革 搞事僅極少數
一是如何有效改進香港的社會管治制度。梁錦松相信

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無論有多少怨氣，都會贊成「一國
兩制」的政治框架，並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香港社會具
備最基本、最廣泛的政治共識，不會長久撕裂。他認為
參與「佔領」的人，除了極少數別有用心想搞垮社會及
基本政治框架的人，絕大多數是希望改革的中產階級、
專業人士和青年學生，「只要是在『一國兩制』的政治
框架下，在法治、理性的氣氛中，問題是可以解決
的。」
梁錦松強調根據香港基本法，特首是港人選舉並由中
央任命的地方首長，必須符合愛國與愛港的兩個標準，
港人應討論可否提出具體愛國和愛港的條件，並在參與
選擇的過程中，形成一個有效的提名機制，「我希望大
家集思廣益思考這個問題，把政改往前推進。」他又說
贊成反對派合法表達訴求，更希望看到他們理性表達訴
求，以妥協的精神為完善制度設計作出貢獻，做一個負
責任的反對派，以香港市民的福祉為依歸，提出更加合
法有效的制度設計。

港需發展成區內領先創意中心
二是如何創造環境及培養更多的人才，以適應香港經

濟的轉型和發展。梁錦松表示，全球化的知識經濟、創
意經濟的浪潮每天在衝擊香港，香港單靠金融、航運、
物流、旅遊等行業不足維持競爭力，需要發展成區內領
先的「創意、創新及創業中心」。他慨嘆香港曾說要成
為創意產業中心，卻沒有阿里巴巴、騰訊，更沒有一家
願意像海爾這樣主動裂變創業的公司，說明香港在新經
濟面前落後，人才數量、質素不夠，迎接新經濟的文
化、制度、政策、環境都缺乏競爭力，「這個問題不早
日解決，香港真的會落後，會退化成為只適合有錢人養
老的地方。」

解決青年最關心問題
三是香港青年的成長問題。梁錦松直言以現時香港的
樓價，大多數青年一輩子都不可能買得起屬於自己的房
子，他們求變是可以理解的，更認為回歸17年來，香港
社會沒有足夠重視對青年成長和發展的關懷，沒有在培
養青年人才、疏導社會階層的流動上建立更暢通的管
道，讓青年看不到未來，是很大的失誤。
他建議政、商、學各界和青年學生討論，解決青年最

關心的房屋、創業等問題，政府可設立高層次的青年事
務統籌委員會，協調各政策局並調動資源，確保青年關
心的問題得到照顧。

倡青年可循不同途徑參政
他更建議年輕人考慮支持2017年實現普選特首，同時
透過不同途徑參政，如參加現存政治組織、組黨及參加
智庫，「包括今天成立的『團結香港基金會』」，指出
特首普選的候選人要爭取500萬選民支持，「你們的建
議，應該有更大機會被採納。」
梁錦松認為「佔領」反映年輕人追求夢想、理想，但

「佔領」不可能無限延續，又為眾多年輕人關心香港未
來而感動，「在他們的身上，我又彷彿看到了三四十年
前我自己的身影。」他相信年輕人的熱血和激情，是香
港未來最大的希望，「我們快將老去，再過10年、20
年，你們會是香港的中堅……我們努力了，也希望你們
保持激情和良知，用理性和智慧為香港開創未來，你們
才是香港的希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中學通識科的發
展再引起社會關注，有份推動通識科的前財政司司
長、「團結香港基金會」顧問梁錦松表示，通識科
由教統會討論至今已有15年，社會變化很大，改革
值得大家思考、討論。
梁錦松出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時，推動中學教

授通識科，以訓練學生獨立思考和批判能力，更建
議列為必修科目。他昨日在「團結香港基金會」成
立典禮的論壇環節上，被問到應否改革通識科時，
表示當時為迎合知識經濟來臨，中四開始不能再單

單分成文、理、商科，而是需要文中有理、理中有
文，更需要學生學會學習。他又指推出通識科時，
反對派的反應最強烈，非常反對設科，不過「現在
世界變了，可能倒轉了」。
他續說，通識科由教統會討論至現時作為文憑試

的必修科，已經有15年時間，其間社會變化很大，
改革值得大家思考、討論，呼籲向教育局的課程發
展處提出建議。他又指現時的教育應協助學生適應
新時代、新經濟發展，並促進社會流動及學生個人
身份認同。

阿松：迎社會變化 可商通識改革

昨日「團結香
港基金會」喜獲
司法界重量級人
馬趕抵到賀。前

英 國 檢 察 總 長 Lord Peter
Goldsmith昨晨5時許乘飛機抵
港後，就前往出席基金會成立
典禮，並在論壇環節上發表演
說，相當賞面。他又指「佔
領」者對法院禁制令的態度，
或會讓人認為他們不再尊重法
律。

Lord Goldsmith 來頭甚猛，於 1987 年
成為御用大律師，曾任英國大律師公會
會長，於2001年至2007年出任英國檢察
總長，離任後加入著名律師事務所
Debevoise & Plimpton，並成為合夥人。

他演說時表明，如果人們打劫、傷人
甚至殺人，都不能說該地並不再跟從法

治，而是要視乎違法行為如何被處理。
他強調當法庭作出判決後，必須讓法律
自然而行並給予尊重，「尊重法律並非
單程路，而是雙向的。法律適用於國
家，當然也適用於人民及在該國內的
人。我留意到有人會將這番言論，演繹
為可完全適用於『佔領』相關禁制令現
時的實施情況。」 ■記者 陳庭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佔領」行動持續多
時，多名「團結香港基金會」的顧問昨日批評「佔
領」已令香港內傷，既損害法治，又破壞香港與內地
間的互信，更令社會撕裂，強調香港作為法治之都的
地位不可喪失，任何人都要在法律框架下表達訴求。

馮國經：應迫切思考未來發展
多名「團結香港基金會」顧問在基金會成立典禮的

論壇環節上發表演說。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主席、利
豐集團榮譽主席馮國經直言，自己是個地地道道的
「香港仔」，從其曾祖父到自己已經四代在香港生
活，非常關注目前情況，並認為應迫切思考香港的未
來發展。
他強調，香港作為法治之都的地位不可喪失，不抓

緊法治難有下一步發展，又表示自己過去在世界各地
洽談生意時，首先必定會提及香港有法治，否則難以
帶出香港好處。他呼籲任何人爭取民主、自由，一定
要在現有法律框架下爭取。

廖柏偉：應面對港GDP佔內地僅3%現實
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研究教授廖柏

偉指出，香港發展路上總與大國同行，從早期的英
國、美國到今天的中國，同行之道是建立互信互惠的
政治經濟關係，而不是去刺激它、挑戰它甚至威脅
它。他認為如果香港政治爭拗不絕，政府施政舉步維

艱，法治受到損害，中央自然對香港存在戒心，於人
民幣離岸結算方面作兩手準備也在所難免。
他慨嘆不少香港人沒有意識到香港回歸前的GDP

（本地生產總值）是內地GDP的25%，現時卻只佔不
足3%的現實，沒有調整對內地的心態，抗拒與內地的
經濟融合，傷害內地同胞的感情，不接受國家對香港
的主權和治權，甚至用「佔領」脅迫中央。他續說，
政改本來是香港和中央重建互信的機會，雙方有共同
的目標，但「佔領」會令政改方案最後不能得到立法
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以失敗告終，香港與中央合作
互信關係，將進一步受到重大挫折。

張信剛：港已受雙重內傷

香港城市大學前校長張信剛說，自己不清楚「佔
領」會如何收場、特區政府會如何善後，但香港已肯
定受到了雙重內傷，社會撕裂和由此引起的相互猜
忌；香港素來自豪的法治受到了破壞。
他又笑言自己「簽了名，但不會告訴你們是哪一

方」，估計是參與了「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的簽名
行動。
長居美國多年的他表示，直至上世紀60年代，民
主、共和兩黨的總統候選人是由黨內「大佬」抽着雪
茄協調的，跟本沒有「公民提名」，而香港的民主應
按實際情況發展，不應跟隨其他國家及地區，「跟台
灣更糟，『佔領立法院』比『佔領中環』更差。」

前英檢察總長：
「佔領」者須尊重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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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錦松昨日在「團結香港基金會」成立典禮論壇上發表演說。 記者彭子文 攝

■前英國檢察總長Lord Peter Goldsmith（中）出
席基金會典禮與其他人言談甚歡。 彭子文 攝

■馮國經強調，香港作為法治之都
的地位不可喪失。 彭子文 攝

■廖柏偉指香港發展與大國同行之道
是建立互信互惠的政治經濟關係。

彭子文 攝

■張信剛指港民主應按實際情況發
展，不應跟隨其他國家及地區。

彭子文 攝

■梁錦松認為年
輕人應支持2017
年 實 現 普 選 特
首，並透過不同
途徑積極參政。

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