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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主任在酒會上以《乘風破浪 揚帆遠航》為題發
表新春賀辭。提到去年持續了 79 天的違法「佔
中」，他指出近期香港社會正在繼續圍繞這一事件
進行反思，一些認識也隨之深化，這些認識包括以
下「四個應當」：第一、應當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落
實「一國兩制」方針；第二、應當倍加珍惜香港的
法治優勢；第三、應當給予青少年更多的關愛；第
四、應當更加積極地借助國家的發展大勢謀求香港
的更大發展。

「四個應當」具權威性指導性
張主任提出的「四個應當」，是「佔中」結束後中

央官員對於事件的全面「反思」和總結，具有極強的
針對性和權威性，對本港社會應對「佔中」後形勢發
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四個應當」中第一個應當，
是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落實「一國兩制」方針。事實
上，「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佔中」在
本質上就是挑戰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不少市民

參與了違法「佔中」，反映一些人對「一國兩制」的
認識存在誤區，未能全面準確理解「一國」與「兩
制」的關係，表現為重「兩制」輕「一國」，缺乏國
家意識和國家主權觀念。
正如張主任在致辭中指出，反思「佔中」，最根本

的就是要思考如何正確處理香港特區與中央的關係、
與國家的關係。他強調，「一國兩制」有「一國兩
制」的規矩，不能容許藉口高度自治而排斥中央對香
港的管治權，散布「港獨」言論，甚至公然以非法方
式與中央政府搞對抗。令人憂慮的是，近年本港社會
上卻出現了不少脫離「一國」只談「兩制」，忽略、
架空甚至對抗「一國」的奇談怪論，包括「佔中」時
高舉的所謂「命運自主」、「香港問題，香港解
決」；以至近日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公然煽
動「港獨」等言論，都是在公然危害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張主任的致辭與早前梁振英特首對《學
苑》文章的批評，都是前後相接，一脈相連，對「港
獨」言論及行為當頭棒喝，正是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落
實「一國兩制」方針的應有之義。

正確處理香港特區與中央關係
第二個應當，是倍加珍惜香港的法治優勢。張主任

指出：「『佔中』的教訓之一，就是法治有時也可能
會變得很脆弱。它再次警示人們要小心呵護法治。」
法治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一個社會的法治若受到
損害，經濟必然下滑，治安必然混亂。「佔中」大規
模破壞法治，甚至法庭判決都不被尊重，這是十分危
險的現象。「佔中」造成的法治觀念廢弛，不是結束
「佔中」就能解決的。若不重視醫治「佔中」對法治
造成的內傷，以後任何人有任何訴求，都可以「公民
抗命」為幌子，霸佔道路交通，衝擊法治與秩序，以
損害社會整體利益為籌碼，逼迫政府接受其訴求，香
港的繁榮穩定就無從談起。
歷史清楚表明，法治在香港經濟騰飛、走向世界、發
展成為國際大都市的歷程中，具有重要意義。非法「佔
中」對香港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香港長久以
來珍而重之的法治精神遭到重挫。因此，各界在「佔
中」之後更要倍加珍惜香港的法治，一方面必須追究
「佔中」搞手刑責，彰顯法治尊嚴；一方面在社會上大
力推廣法治教育，重申公民守法觀念，修復法治精神。
社會各界尤其是教育部門對此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重申法治尊嚴引導青年了解國情
第三個應當，是給予青少年更多的關愛。張主任引

用習近平主席去年12月在澳門關於青少年的殷切寄語，
強調對香港同樣有指導意義，要把我國歷史文化和國情
教育擺在香港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確實，大批青年
學生參與非法「佔中」，一小撮人甚至發出「港獨」等

謬論，令人痛心之餘，也顯
示一些青少年對國家的歷
史、文化、政治、經濟、法
制等等基本國情並沒有全面
和準確的了解，存在相當多
的偏差與誤解，容易被別有用心者誤導及利用。
青少年是香港和國家的未來，各界對於青少年一些

「任性」行為，除了應給予足夠的包容及關愛之外，
更應該引導他們走向正途，當中包括協助青少年認識
我國的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
有設立國民教育科，以此構建青少年的集體認同，建
立國民身份的意識，本港也應盡快重推國民教育科。
各界也應積極協助青少年認識國家、了解國情。就如
張主任所指，多給予正面的引導、長輩般的關愛、朋
友般的溝通和持久的努力。
第四個應當，是更加積極地借助國家的發展大勢謀

求香港的更大發展。張主任強調，以失落的心態看待
內地的發展進步，擔憂香港被「邊緣化」，甚至擔憂
兩地關係日趨密切會導致香港「內地化」，都是不必
要也不合時宜的。香港的命運與國家緊密相連，回歸
以來，香港走上了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
寬廣道路。港人要識大勢，認清世界發展的潮流和趨
勢，認清國家發展的前景。國家發展保持良好態勢，
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實現更大發展提供了堅強保障，
也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社會各界應以開放包容的
胸懷融入國家發展的大潮中，警惕各種「排斥內
地」、「阻隔兩地融合」的言論。這樣，香港才能在
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繼續發揮獨特作用，不
斷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深刻反思「佔中」「四個應當」立牌指路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中聯辦新春酒會上致辭時，以「四個應當」全面總結了去年的非法

「佔中」事件。張主任的「四個應當」是對「佔中」事件最全面、最深刻、最精闢的總

結，對於香港社會各界應對「佔中」後形勢發揮立牌指路，引路領航的作用。正如張主任在

致辭中表示「回首愈深邃，前瞻愈智慧。」社會各界必須汲取「佔中」的沉痛教訓，對於歪

曲香港特區與中央關係的言論當頭棒喝；大力重申法治的尊嚴；引導青年培養國家意識和國

家認同感，以開放包容的胸懷自覺融入國家發展的大潮中。這樣，「一國兩制」的偉大事業

才可繼續乘風破浪揚帆遠航，香港也可迎來更加光明的未來。

■姚志勝

「佔中」過後，香港社會仍不平靜。原因是持續79日無法無天的「佔中」，祭出
所謂「命運自決」的旗號，打開了「港獨」的「潘多拉盒子」。現在回過頭來看，
「佔中」就是一場志在散播「港獨」思潮的行動。所以，在「佔中」之後香港政治
對抗其實沒有減輕，而是更加尖銳，更加複雜。

「港獨」借「佔中」散播
「港獨」借助「佔中」在社會上散播，亦逐漸形成兩大主要平台：一是港大學生

會刊物《學苑》；二是組成各種「極端本土派」組織，包括奉嶺南大學學者陳雲為
「國師」的「本土城邦派」；以新民主同盟范國威愛將「金金大師」梁金成為首的
「光復上水」網絡群組；黃毓民、黃洋達的「熱血公民」、「調理農務蘭花系」
等，採取極端行動以散播「香港城邦」、「獨立建國」的歪風。而這兩個平台其實
都是同一批人掛上不同的牌子而已。
就如《學苑》副總編輯陳雅明，他在1月號中發表名為《最後一代香港人》的文
章，將香港人稱為「奴才」，惡毒地詛咒「香港大半部歷史都是奴才史」，誣指
「香港年輕人只是想做一個人，得到人應有的權利，卻被政權封殺得了無希望。行
動的，被拘捕，連講話的，也被公開批鬥」，呼籲港人要「命運自決，創造歷
史」。這篇文章與所謂學術研究相差十萬八千里，活脫脫就是一篇「港獨」宣言，
是呼籲「港獨」人士「起義」的動員令。而這個陳雅明是誰？其實他就是「熱血公
民」的死忠支持者，在讀大學前已經深受黃毓民、黃洋達、陳雲等人「洗腦」，是
「極端本土派」的一員。及後他成功升讀港大，並且利用《學苑》編委會一向乏人
問津的「良機」，控制了《學苑》，繼續走「港獨」路線。
事實上，《學苑》煽「獨」已非今日始，由周永康擔任副總編輯的時期，已經鼓

吹「香港自決」，及後隨着王俊杰、陳雅明等「極端本土派」相繼掌控《學苑》，
令《學苑》儼然成為「極端本土派」的宣傳喉舌、變成了「港獨」的宣傳基地。

利用水貨問題挑撥兩地矛盾
如果說《學苑》煽「獨」還主要是「文攻」，日前發生的上水縱火事件則是性質

極為嚴重的「武嚇」，一名青年涉嫌響應網上號召，企圖向上水一個水貨貨倉縱火
而被拘捕。這宗縱火事件其實也是「極端本土派」大力煽動極端思潮的惡果。固然，
上水等地區的水貨問題確實嚴重，令不少當區居民感到不滿，但當局已經大力打擊。
有別有用心者卻利用水貨問題大做文章，上綱上線至所謂中央對香港的「打壓」，甚
至提出荒謬絕倫的「殖民論」。這些言論對大部分市民來說自然是不值一哂，但對於
一些入世未深的青年、終日靠上網接觸天下事的網民來說，無日無之的宣傳「洗腦」
卻令他們產生錯誤的認知，不斷被人挑撥刺激。終於當有人在網上教唆他們採取縱火
等手段反水貨客時，一些人即猶如「入魔」般受其操控，鑄成大錯。
從《學苑》煽「獨」到上水縱火事件可以看到，「極端本土派」經過「佔中」一

役，氣焰愈來愈大，行徑也愈來愈走火入魔。他們已經擺明車馬以激進手段爭取
「香港建國」，有目標、有行動、有導師、有死士，不容社會各界掉以輕心。特首
梁振英批評《學苑》是擊中了「極端本土派」的重心。現時處境最尷尬的是反對
派，究竟是繼續與這些人狼狽為奸，最終引致民意的反彈，還是冒着被狙擊的危
險，急急與他們劃清界線。對反對派來說都是一個兩難的問題，梁家傑的反對「港
獨」言論遭受圍攻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港大《學苑》被口誅筆伐後，竟變本加厲在1月號中再次鼓吹「港獨」。先有副總
編輯陳雅明誣衊香港人為「奴才」，呼籲「命運自決」；再有假名「梁辰央」者寫
了一篇《本土革命誓守族群》黑文，造謠「港人面臨滅族，只有徹底的本土抗赤革
命，方可自救」。至此，《學苑》煽叛國，滿紙荒唐言，將其分裂國家、戕害香港
的癡狂和國賊、奴才的卑鄙可悲面目赤裸裸地暴露無遺。
《學苑》的荒唐，是散布「港人面臨滅族」的邪說。眾所周知，1989年本港人口

約500萬，到了去年25年間，港人已增至720萬，增長率為44﹪，這幫謊言異類就在
此增長中出世；從2010年至2014年，世界的人才、機構、資金源源不斷湧入本港，
為香港帶來全球獨有的第二高增長期，歐美等國如沃爾瑪（Walmant）、通用電氣
（GE）、保險巨擘保誠（Prudential）、最大化工王國（BASE）等總部都設在香
港；香港4小時航程可覆蓋經濟區GDP達16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GDP總量；回歸
後17年經歷了97年亞洲金融風暴、03年「沙士」疫症、08年世界金融海嘯，在祖國
保護、支持下，香港成為固若金湯的「紐倫港」世界金融中心和國際大都會……事
實戳穿了《學苑》「面臨滅族」的胡言亂語。
說《學苑》叛國，是鼓吹「命運自決」。港人明白：香港從出現的那天起，就以

羅湖橋的臍帶緊緊依附祖國的母體血脈相連，靠大陸輸血才能得活。近如2008年全
球金融海嘯，若無祖國的支持，香港能在短短一年復甦避過厄運嗎？正是「問渠哪
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恰如港大的學子們，沒有父母的生養，就沒有今
天的成長。可是《學苑》的編者，卻為文鼓吹「本土革命」，乳臭尚未乾脫，就要
革母親的命，就要反自己的國族，這不是違反常倫、忘恩負義數典忘祖的背叛嗎？
所謂「命運自決」，就恰如一株樹木，離土離根離水，能夠生長結果嗎？《學苑》
的邪說，連小學生都可以識別、駁斥，況廣大香港人乎！
《學苑》鼓吹「港獨」危害和出賣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為國賊漢奸。

《荀子．臣道》曰：「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
耳，謂之國賊」。戴耀廷等身為教師，接受「黑金」，持祿養交，發動「佔中」，
對抗國家而不恤國之榮辱，豈非國賊？周永康與黃之鋒等人偷合苟容，不恤國之臧
否，接洋人資助，甘當外國反華勢力圍堵中國的急先鋒，豈非漢奸？《學苑》編輯
作者，用中國名、說中國話、寫中文字、有中華民族基因卻幹着影響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的事，是為中華民族的奸邪、敗類。
香港人都是中國人，大都愛國愛港。願當奴才者有之，但屬少數：李漢奸吳三

桂；忽然民主陳老太；向洋人領旨求援的肥佬黎；不停向英、美、日、德領事早請
示晚匯報的戴耀廷；接受獎賞、遊澳吃喝玩樂的反國教小奴才黃之鋒等，都是當代
洋人的大小奴才。故「奴才」的狗鏈兒應拴在上述等人和陳雅明自己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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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施政報告公佈，點名批評香港
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內容存在着錯
誤觀點，叫囂「武裝獨立」，提出：
「要誓死維護鼓吹『港獨』的自由。」
從去年2月號的《香港命運 民族自決》
和9月號的《香港民主獨立》，及編印
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具體地計劃組
織武裝軍隊、策動廣東廣西軍隊叛變等
的流血鬥爭，這已經不是一般的學術討
論，而是有理論、有綱領、有組織、有
行動的「港獨」暴亂。無論反對派以及
《學苑》的反動作者如何狡辯抵賴都不
能洗脫罪名。
「港獨」思想已在「佔中」前有計劃
地滲入各階層尤其是青年學生中。以推
翻政權為目的的所謂民主思想，聯合學
校中的激進分子和帶着西方近代無政府
主義等思潮回流的知識分子，組成了相
當龐大的宣傳網絡，利用講壇、媒體、
非法電台、議事廳等場合宣揚其「港
獨」主張。甚至公然佔用大學場所進行
反政府的非法預演，視法治為無物，明
目張膽地籌備及進行反政府奪權勾當。
此等所作所為，早已超出「學術研究」

範疇，豈能以「言論自由」來掩蓋非法
奪權的「港獨」運動？施政報告把這個
假面具戳穿，讓市民明辨是非是必要之
舉，更是應有之義。市民自有眼光看清
黑白。反動派四處以這些武裝奪權的
「港獨」理論播毒，與「佔領」行動是
互為綑綁互相協作的。因此我們看到，
從「佔中」發動第一日起，金鐘大台就
掛上了「命運自決」的標語，要求由他
們這批暴動者「自決」港人命運和誰主
政權；他們同時提出「沒有公民提名，
那就公民抗命」的無理訴求。其後，在
「佔領」全面失敗之後，面對法律制
裁，他們就無賴地嘶叫「公民抗命無
罪」，竟然顛倒黑白說「公民抗命沒有
違反法治」。
前《學苑》副總編輯王俊杰在1月18

日《城市論壇》上仍辯稱「自決」不等
於「港獨」，所以號召「自決」不等於
號召「港獨」。但是他當場又承認自己
贊成和推動「港獨」，甚至駭人聽聞地
聲言：「贊成『港獨』，因為有一個可
能性，就是中共隨時會倒台，到時香港
人就有出路囉！」在心為志，發而為

文，心懷這種鬼胎的編輯自然是為「港
獨」搖旗吶喊。
其實，這些有理論有綱領有行動的
「港獨」分子，其思想根源還涉及陳雲的
「本土城邦論」。早在2011年他便提出
「香港城邦自治運動總綱」，具完整綱
領，號召民主抗共，歪曲「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誤導香港可以自立為邦，進
而全國實行「城邦制」或「聯邦制」。
《學苑》的「港獨」文章提出，要奪
權就必須有流血鬥爭，因而要組織「武
裝力量」，香港可以組織6萬人的軍隊更
進而「策反」兩廣幾十萬部隊，成立「香
港國」。這真是聳人聽聞、異想天開。不
過，市民們不要簡單地以為這只是他們的
囈語夢話，他們絕不想曾受殖民管治的香
港就此失去，要建立一座不沉的橋頭堡，
為國際反華勢力服務。我們對《學苑》這
種徹頭徹尾的「港獨」趨勢，要高度警
惕，而且在處理「佔領」違法事件的同
時，亦要清除深層次的錯誤根源；對誤導
迷惑青年的「教育者」進行再教育，揭露
他們的反動本質。讓香港回復晴空朗
日，精神暢旺地踏上安定繁榮之路。

莫謂學生空議論 舌劍真槍要變天

楊孫西 香港應及時設立創新及科技局

建設創新驅動型新經濟社會
在21世紀的新世代，工商業界開始
洞悉創新科技的重要性，紛紛為企業
注入創新科技的元素，支援產品設
計、生產、物流、營銷等各方面的發
展。世界許多國家、地區，也開始意
識到新經濟浪潮已經來臨，紛紛調整
經濟發展策略。所謂新經濟，是指以
創新科技作為核心驅動力的經濟，包
括以互聯網科技為核心的創新科技，
以及商業模式的創新。眾所周知，香
港是個彈丸之地，又沒有多少自然資
源，但香港有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
度，亦具備先進的科研基建及設施。
香港的高等院校所進行的部分科研工
作已經達到國際水平，非常適合發展
高端科技。
香港資訊發達，要取得最新的科技

資訊實在不難，如要深入探索，官、
產、學、研實可作深度合作。在香
港，政府多番強調創新科技對香港經
濟發展的重要，並已陸續推行新措
施，大力鼓勵這方面的發展。香港在
創新科技的主導下，高質素和創新的
工業尚有發展空間。多名立法會議員
亦表示，特區政府設立創新及科技局

能夠拓展「新經濟」，促進香港的長
遠發展。筆者認為，香港的出路在於
促進創新驅動的新經濟社會，應大幅
增加科技教育和技術培訓投入，鼓勵
企業通過創新及科技升級換代，順利
實現經濟轉型。

為香港青年的發展帶來平台
值得關注的是，特區政府在剛發表

的2015年施政報告中提出了多元化及
前瞻性建議，重點支持了創新及科技
領域，並致力於推動香港新產業發
展。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中建議，向
「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50億元，幫
助構建一個更蓬勃的創新及科技生態
環境，並且促進香港與其他經濟體在
創新科技方面的合作。在「創新及科
技基金」下設立新的「企業支援計
劃」，增加對私營公司研發項目的財
政支援，藉以鼓勵更多公司在科技方
面的投資，擴闊香港的經濟基礎。
另一方面，面對着瞬息萬變的經濟

體系，就算企業有意投放資源在創新
科技上，增強企業的營運和發展，但
科海茫茫，須有專門機構引路。現
時，與創新及科技發展相關的政策分
散在特區政府不同的政策局中，令政

策有時未能保持一致。業內人士認
為，設立創新及科技局可為香港青年
人發展帶來平台。不論是創業或受
聘，青年人都可以充分運用創意，在
不同的創新科技領域發揮所長。

促進兩地科研成果商品化
李克強總理不久前在2014年度國家

科技獎勵大會科技表彰大會上指出，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既要保持
中高速增長，又要向中高端水平邁
進，必須依靠創新支撐。顯而易見，
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背後，有着龐
大的投資機會。筆者認為，香港的大
學須加強與內地大學及科學家的科技
合作，特區政府應積極為香港的大學
爭取到國家「十三五」科研項目中，
一些適合香港的科研課題。香港的科
研人才通過參與國家科技計劃和夥伴
實驗室計劃等，亦可善用國家的資
源，與內地科研人才密切交流，促進
項目研究不斷提升水平，以及把科研
成果產業化。
不可否認，香港與內地科技合作經

過十多年的努力，在推動平台建設、
產學研合作、人才交流等各方面都有
良好的發展，成果豐碩。「香港國家
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和「國家工
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的發
展，得到了香港科技界關注和積極的
參與。尤其是，香港除了擁有世界一
流的科研人員和設備外，還具有成熟
的國際市場，以及觸覺敏銳的企業
家，可以迅速地把研發成果商品化和
實踐化，由實驗室走進市場。可以預
見，香港與內地科研合作將達至互惠
互利，有望在創新及科技成果商品化
上獲得雙贏。為了加大力度推動本港
的科技產業，並做好官、產、學、研
的協調工作，特區政府有必要及時設
立創新及科技局，助力香港創新及科
技事業的發展。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拉布」，阻止特區政

府就設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申請，這是非

常不明智的做法，影響了香港經濟的多元化發展。應該看到，科

技產業是推動香港邁向高增值發展的重要一環。為了做好官、

產、學、研的協調工作，特區政府於2014年《施政報告》建議，

再次啟動設立創新及科技局，以期更專注、有策略地推動香港創

新及科技的發展，並已把有關建議提交立法會。各位立法會議員

理應充分考慮香港經濟發展的需要，支持特區政府設立創新及科

技局，讓工商界人士能適時把握機遇，大力發展創新驅動型的新

興產業，令香港成為更有經濟競爭力的城市。

揚清激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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