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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理論」呼之欲出
「兩會」正在北京召開，中央媒體在「兩會」前高

調評論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四個全面」戰略，
「四個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成為了中國政治
生活中最熱的詞彙，並成為今年「兩會」的重頭戲，
代表委員們對此深有感觸。
去年12月，習近平在江蘇首次提出這一論述，此
後，他又在多個場合屢屢提及。「四個全面」實際上
概括了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推動中國現代化、推動
改革開放的四個關鍵問題，抓住了中國發展的關鍵。
外國媒體普遍認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清晰展
現，繼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之後，「習理論」呼
之欲出。

兩個「翻一番」為香港提供動力和空間
「四個全面」第一次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定位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十八
大報告提出：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國

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
番」。連美國總統奧巴馬都認為，中國在不遠將來便
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兩個「翻一
番」的目標，讓人民堅信中華民族正在邁向偉大復
興，也意味着在量的方面，中國「經濟蛋糕」將不斷
造大，香港經濟發展將持續得到巨大動力和空間。十
八大報告非常清晰地表明要加大金融業的對內和對外
開放，提出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繼續支持香港鞏固和
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全面深化改革對港繁榮至關重要
「四個全面」第一次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確

定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
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無疑
將給香港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機遇。首先，服務貿易自
由化將加快推進，在2015年末基本實現兩地服貿自由
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實行的准入前國民待
遇、負面清單等制度創新，是促進內地與香港實現服
貿自由化採取的措施之一。其次，隨着國家推進人民
幣國際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優勢有望進

一步得到鞏固和提升，特別是滬港通後有深港通，凸
顯香港「超級連繫人」的地位，不僅對內地改革開
放、人民幣國際化等都有戰略意義，同時有利於香港
擴展金融市場寬度和深度，增強對國際資本的吸引
力，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這對香港未來二十
年的繁榮至關重要。再次，內地透過加速城鎮化和其
他措施，轉向以消費和服務業來帶動經濟，這將為香
港服務業提供一個長時期高增長的市場。

「依法治港」明確納入「依法治國」範疇
「四個全面」第一次將全面依法治國，論述為全面

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鳥之兩翼、車之雙
輪」。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
踐，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這表明「依法治港」，
明確納入了「依法治國」的範疇，這就是依循憲法和
基本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
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維護憲法和基本
法的權威，是「一國兩制」實踐深入發展和保持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不可動搖的根基。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
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
的決定權。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擁有最高法律權
威，為普選奠下憲制基礎，明確了行政長官普選的原
則和制度框架。如果順利走完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
同意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的法定程序，香港500多萬
合資格選民就可以第一次實現一人一票直接選舉行政
長官的權利，實現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新跨越。人大

決定獲香港廣大市民支持，民
調顯示近7成香港市民支持人
大常委會對本港政改的決定。
在支持政改的主流民意面前，
反對派應調整反對政改的錯誤立場，順應主流民意，
支持政改方案通過。

極大地增強港人對國家執政黨的信心
「四個全面」第一次為全面從嚴治黨確定路徑，要

求「增強從嚴治黨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實效
性」。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唯一合法的執政黨，作為
世界上最大的政黨，腐敗風險客觀上也更大，加上前
些年的反腐敗欠賬，使得今日中國社會反腐敗殊為不
易，對執政黨來說，挑戰更為嚴峻。全面從嚴治黨，
從轉變作風入手，通過反腐敗發力，用制度作保障，
用信仰塑靈魂，從小到大、從外到內，標本兼治、固
本培元，勾勒出習近平總書記管黨治黨的實踐邏輯。
「打虎無禁區，拍蠅無死角」，十八大以來省部級以
上的「老虎」就被抓出六十餘名，大大小小的「蒼
蠅」更以成千上萬計，而且捕蠅打虎的速度與頻率還
在不斷加速中。全面從嚴治黨不僅重塑中國共產黨的
形象，更給了中國共產黨一個光明的未來，這也將極
大地增強港人對國家執政黨的信心。港人堅信，中國
共產黨不但有能力領導內地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發展，
而且有能力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保持香港資本主義
的長期繁榮穩定。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會長

「四個全面」利好香港未來發展
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關注「四個全面」成為今年「兩會」的重頭戲，也關注「四個全

面」利好香港未來發展。如果說「中國夢」的提法凝聚了億萬國人的價值共識，那麼「四個

全面」的提法就將這種共識變得更加具體化、明確化。理解「四個全面」是讀懂中華民族復

興的視窗，也是讀懂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視窗。

楊莉珊 北京市政協常委

反對派應尊重民意支持政改

民建聯公布的民調清楚顯示，大多數港人希望通過政改方
案，這與多個民調結果基本相同。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指出，
香港越來越多人認識到「8．31決定」對是次政改的重要性。
他披露根據特區政府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超過半數的港人願
意根據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來落實普選。他呼籲反對派
議員聆聽民意，支持政改方案，在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民
建聯副主席張國鈞促反對派表決政改方案前，考慮市民意見，
作出負責任決定；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也表示，大多數港人
希望一人一票選特首，希望議員的立場不要「太過死」，要小
心參考民意、尊重港人意願。

否決政改是與民為敵
政改第二階段諮詢開始後，多個民調顯示支持政改「袋住
先」的比率上升，達到六成半左右，這使反對派議員面對很大
壓力，因為這不僅代表香港主流民意希望通過政改方案，而且
顯示份屬溫和反對派支持者的中產專業人士亦支持政改。若溫
和反對派被死硬反對派綑綁否決政改，必將於今、明兩年舉行
的兩場大型選舉中，被選民直接以選票懲罰。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形容反對派是「死硬派」，促請反對派

議員要按大多數民意作出決定，投票支持政改方案，不能為四
分之一人放棄香港將來。然而，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卻聲稱，不
應忽視三成反對者的意願；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聲言，只要中央
不撤回人大決定，「民主派」就會堅持做死硬派否決政改。部
分反對派議員漠視民意，企圖以少數騎劫多數，卻自稱「民主
派」，甚至聲稱堅持做死硬派，這是公然與民為敵，暴露他們

是貨真價實的「反民主派」。
人大「8．31決定」明確了特首普選
的基本框架及核心要素，為2017年首
次實現一人一票選舉打開了關鍵之
門，獲得本港社會主流民意擁護。民
主的基本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但對
於反對派而言，民主只是用來迷惑市
民的口號，他們從來不管少數或多
數。所以，即使主流民意支持政改方
案通過，他們依然一意孤行，揚言否
決到底。如此頑固不化的表現，只會受到選民譴責和唾棄。
民主的基本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而且如今民主已經不再僅

僅是一種主義或價值觀，而是一門科學。根據阿瑪蒂亞．森
(Amartya Sen)著名的帕累托最優論（Pareto optimality），社
會必須遵從一個能約束所有人而又不袒護任何一個利益團體的
意見，這個意見可被確認為代表大多數民眾和社會整體利益的
主流民意。中國古代典籍《管子》說：「政之所興，在順民
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反對派應順從香港民情、民意、
民心，給普選放行。反對派若頑固堅持否決政改方案，實質上
就是悖逆民情、民意、民心，必將於今、明兩年舉行的區議會
和立法會選舉中，被選民以選票懲罰。

以愛心化解香港危機
民建聯的調查還顯示，目前有六成人對「政改若遭否決」香

港未來整體發展感悲觀。長和系主席李嘉誠日前亦表示，對香
港有責任心和愛心的人，都應該讓政改通過，如果政改不通
過，人人都是輸家。李嘉誠對政改不通過的憂慮，實際上表達
了整個社會的擔憂。現在離落實普選只有一步之遙，如果政改
不通過，不僅將造成社會的巨大動盪，而且特首普選的爭議會
進一步激化和長期化，將嚴重影響香港的投資環境和市民安居
樂業，導致人人都是輸家。任何一位立法會議員，只要對香港
有責任心和愛心，都應該支持政改方案通過。
香港主流民意都希望社會穩定，政制實現歷史性的飛躍，而

不想見到政制原地踏步，紛爭不已，社會陷入內耗深淵。遵從
主流民意不僅僅是一種政治道德，而且是珍貴的民主素質。反
對派不應朝死硬派和「反民主派」的錯誤方向滑行，而應調整
反對政改的錯誤立場，順應主流民意，支持政改方案通過。

第二輪政改諮詢即將結束之際，民建聯公布的

「政改能否通過」民調顯示，六成受訪者支持通過

在全國人大「8．31決定」框架下的政改方案，八

成人認為應依民意表決政改方案。這與多個民調結

果在整體上是一致的，充分說明香港主流民意希望

通過政改方案。反對派不應漠視民意，更不能以少

數騎劫多數，單憑一黨之意、或一己之意否決普

選，而應調整反對政改的錯誤立場，順應主流民

意，支持政改方案通過。

今年4月將是香港《基本法》頒布
25周年，意義重大。《基本法》自
回歸起實施，至今已十七年半，見證
「一國兩制」在港的成功，並賦予港
人權利和義務，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安定繁榮奠下穩固基礎。當年《基本
法》的草擬、諮詢、頒布到今時今日
的成功落實絕對是關鍵。
香港《基本法》於1990年4月4日

經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通過，自1997年7月1日起
實施。筆者因研習港澳《基本
法》，不時會翻找當年《基本法》
草擬和諮詢階段的資料，亦有幸見
證香港《基本法》在香港的發展。
筆者認為，「一國兩制」已走了
「五十年不變」超過三分一段的路
程，有需要審視《基本法》未來的
道路，以及加強《基本法》的推廣
和普及，尤其是對年輕人，以重塑
社會的法治理性。
憲制法治在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中，香港《基
本法》便是香港憲制的靈魂，賦予
了特區生命，可說是「一國兩制」
之源。《基本法》的每一字每條
文，均體現集體智慧的匯集。廿五
年前，當時的香港政治前景仍不明
朗，處理香港問題摸石過河，面對

制度過渡問題又未能借來水晶球，
部分條文在草擬時留有彈性以便日
後操作。經過各方努力，第七屆全
國人大通過《基本法》，意味回歸
後的法律框架已塵埃落定，《基本
法》成為及時雨，香港人對回歸後
才充滿期盼和信心。《基本法》在
千呼萬喚後終於出爐，頓時成為穩
定香港人心的定海神針。
回歸後，《基本法》對香港作為

法治城市發揮更顯著的作用，尤其
在政治爭議中，以《基本法》作為
依據，有法可依，保障「一國兩
制」的實踐，成為香港憲制基礎的
一部分。短短25年，數代香港人見
證風雨，有賴《基本法》，香港的
法治優勢才能繼續屹立，香港人努
力打拚的成果才能修成正果。香港
特區在《基本法》的樹蔭下受庇
護，香港人便有責任去捍衛和擁護
《基本法》，適逢《基本法》頒布
25周年的重要紀念時刻，好好普及
《基本法》教育，向學生加強推廣
《基本法》的由來和主要條文，從
小學習尊重《基本法》理念和遵守
《基本法》條文，在符合「一國兩
制」大原則下，見證《基本法》發
展的里程，重新塑造香港人的法治
理性。

韋

剛

香港出現史無前例嚇壞良民的「佔
中」之始，大家都奇怪為什麼反對派
可以大張旗鼓地利用香港大學的各項
設施進行各式各樣活動；諸如可以用
會議室開會、用禮堂召集大會、用廣
場訓練「佔中」行動組、用貯物室存
放物資、用文房用品印刷工具印製文
宣材料……。初期還以為單是因為
「三丑」之一戴耀廷利用其副教授職
位違規使用這些公物，及後，知道原
來背後還有一個更高級的指導員陳文
敏，此人竊居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高
位，雖然學歷與資歷欠奉，而且由於
處心積慮大搞政治，忽視教學業務和
學術研究，所以多年來令法律學院每
下愈況，不僅管理不善而且學術地位
也江河日下，甚至被本港較港大年青
許多的法律學院爬頭超越。在學術界
公布了這些數據之後，陳文敏百般抵
賴，企圖卸責甚至反咬一口硬說是社
會人士對他的政治迫害。發動了他的
同夥演出了反擊、吹噓、抬轎、擁戴
等醜劇。企圖不單止為他洗脫惡行污
名，甚至還大事吹噓要把他捧上港大
副校長職位。
陳文敏身為法律學院院長及教授，
當然首先應該知法，但竟然帶頭鼓動
與民對立、為害民眾的非法「佔中」
暴行，這是十分嚴重的罪行。知法犯
法，罪加一等，再加上其他罪名，例
如收受匿名捐款而至今不肯公開事件
來龍去脈，此事除了違反港大規例而
且也觸犯了廉政條例，因此，在被人
投訴下已為廉署接受納入查究。陳文
敏其身不正，長時間以來發動「佔
中」違法活動，更兼涉嫌觸犯了貪污
條例，加以其主理的法律學院不務正
業，成績下沉。這樣的人物，既無驕
人的學歷，政績更加滿身污點，如何
可以被捧上久負盛名的港大副校長座
位？反對派這一招很具深謀，因為這
一副校長職務主要是管人事，如果反
對派中人盤據此位，則以其違法本
性，就可以不顧用人條例，將反對派
人物塞入港大，將這一高等學府更進
一步變成反對派培訓隊和大本營。
文匯報2月25日A2版頭條報道：

「密件揭露港大淪『佔中』大本營，
陳文敏收錢辦講座，校方未交代145
萬密捐。」證據確鑿證明了陳文敏是
收錢的其中一個。反對派玩弄花招，
除了死抵硬拖不肯公開收錢內幕，更
倒打一耙，硬說社會人士對「佔中」
者政治迫害，更利用陳文敏事件引發
倒特首新行動，以毫無實據的所謂
「消息人士」傳言，妄說特首插手港
大遴選副校長工作、打壓「佔中」頭
子之一的陳文敏。除了藉此企圖遏制
社會人士反對任命這不稱職不符資格
的陳文敏之外，還希望用此手法將陳
文敏提早捧上這座椅。把特首干預這
話題強加到港大副校長任命過程是一
箭雙鵰的陰謀，因此反對派到目前仍
繼續加油添火，希望可以火中取栗。
香港大學是香港最早建立的高等學

府，由本地人士出諸愛港建港希望不
斷培育人才之良好意願而建成，多年
來肩負起為港輸送政商科技人才的重
任，歷負盛名，國際讚譽。其學生亦
孜孜向學，最為大眾所稱讚的是有不
少出身貧苦的學生在這大學中刻苦鑽
研而終於有成，今天城中許多知名公
務員、商界、科技界等人物都是出諸
港大，為市民服務。校中的學生會等
組織多年來也關懷祖國及市民大眾，
做了許多有益群眾的活動。但近年風
氣突變，激進思想入侵校園，部分學
生將社會政治帶入校內，甚且將學生
組織蛻變為政治組織。觀乎近年發生
的校慶保安事件，學生公審校長徐立
之，類似「文革」暴行活現校園，迫
使徐校長提早退休。而更惡劣的是此
事件導致後繼無強者，國際知名學者
及教育家睹此惡行，當然不會來就此
職。於是，遂有某英人冷手執個熱煎
堆，欣然上位。
港大目前處境頗為艱難，內患嚴

重，外有追兵。必須盡力端正辦學原
則，嚴格遵守條例，將瘀血清除，不
讓反政府的違法人物把持各種崗位，
讓學校回復到培育愛港建港人才的基
地，不讓她成為反對派違法的大本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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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羊年，港大的《學苑》出版紀念該
刊60周年專輯，並以題為「《學苑》是時
代精神的反映」作序言，繼續鼓吹「香港
民族自決」和「港獨」，在錯誤的邪路上
越走越遠。縱觀「序言」對《學苑》的追
憶和褒貶走過的路，《學苑》確曾是時代
精神的反映，但那是40年前而不是現在；
現在的《學苑》因思想幼稚被壞學者和外
國反華勢力餵了毒藥、灌了迷湯，已由昔
日的理性走向癲癇並墮落成危害香港和國
家安全、發展利益的吹鼓手和應聲蟲，令
人唏噓！
我們同意《學苑》曾理性地反映過時代

的精神，那是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在
那「火紅」的年代，今日的編者不得不
承認：「披閱前輩寫成的《學苑》，驚
歎其文章每每深入堂奧，道出當時的思
潮。我等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嚮
往甚麼？嚮往毛澤東對中國命運、前途
和革命的無私奉獻。一言以蔽之，當年
《學苑》「追捧毛澤東」，乃因為當年
《學苑》的編輯和作者，身在港大，心
繫國家；讀書目的，振興中華，因而與
毛澤東那「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
生意氣，揮斥方遒」一拍即合，故能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

侯」，目的是拯救民族，復興中華。當
年《學苑》發表了一系列紀念毛主席逝
世的文章，確是把握住當年的時代脈
搏，反映了時代精神，值得肯定。
是甚麼時候《學苑》開始走向癲癇、神

志不清呢？是 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
《學苑》在紀念序言的第二部分「前途
問題，切中肯綮」卻切不中同學和香港
人的脈搏，胡言香港回歸是中國和英國
「一宗荒唐的買賣」，批評香港人「只
顧眼前利益而忽略了重要及切身的九七
前途問題」，提出了「我們爭取的，是
五百萬人自決的香港前途」。在歷史的
拐點，《學苑》忘了前輩心繫家國的情
操，將自己置於與國家、民族整體利益
的對立面，向着危害香港和國家的懸崖
走去至今不思勒馬。
除了在歷史的拐點《學苑》辨不清方

向，更令人遺憾的是選錯了導師讀錯了
書。今次《學苑》在序言中提到了2013年
《香港民族，命運自決》這謬種流傳的文
章，並把數名背叛國家、民族的邪惡害人
精的四篇歪文集結成《香港民族論》予以
肯定和出版。在行動上，又受到了法律副
教授「佔中」是「公民抗命」的蠱惑，站
在對抗法治的最前線，說明了《學苑》的

政治無知早被人利用並成替罪羔羊。如
今，《學苑》由「政治鳩母」蒙騙失身而
淪為出賣民族靈魂的政治娼妓，終於墮落
成分裂國家的叛徒和急先鋒。
《學苑》的愚鈍，還在於它對西方的民
主及對別國押送「民主」一無所知，反而
在哀歎他們「實難再向中國輸出民主」。
眾所周知，美國式民主，在美國至今就無
實行過：警察可隨時槍殺黑人，總統和兩
院議會並非民主直選產生，英國亦然。然
而他們卻用政治顛覆、經濟封鎖、軍事入
侵向他國押送「民主」，造成了如阿富
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和烏克蘭血
流成河、民不聊生。《學苑》要在香港實
現「西式民主」，配合「導師黑手」把香
港分離出中國，正是在製造族群分裂、內
鬥不斷、危害香港和國家的繁榮穩定，這
明擺着的罪責，如何還敢振振有詞要「紀
念」60周年！
《學苑》由理性走向癲癇和墮落的邪路
證明，港大在時代的拐點偏離了「科教興
邦」的教育方向，任由禿鷲或蛇蠍孵化出
嗜食腐屍的雛鳥和以毒液傷人構築巢穴是
多麼危險！青年學生和有良知的學者行動
起來，為救救同學和孩子，清除由邪惡結
成的《學苑》毒窩而努力！

《學苑》走向癲癇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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