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2 文匯論壇

張
曉
明
冀
香
港
發
揮
優
勢
創
佳
績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楊
孫
西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詭辯稱香港沒有「港獨」，亦沒
有人勾結外部勢力，認為張德江表述脫離事實，只會
再進一步傷害香港市民與中央間的感情，令更多港人
有離心。他揚言張德江若果繼續「硬碰硬」，不會有
好結果。這顯然是裝傻扮懵、做賊心虛，欲蓋彌彰。

梁家傑是「港獨」始作俑者之一
梁家傑就是「港獨」的始作俑者之一，這方面例子

很多，鐵證如山。2002年12月，以公民黨前身四十五
條關注組為重要成員的大律師公會，當時由梁家傑擔
任主席，竟然拋出要求特區政府「尊重在正當政治過
程中推動分裂的正當性」，鼓吹「民族自決」、「高
度自決」論，公然主張搞「港獨」分裂國家。2005年4
月6日，梁家傑在立法會緊急休會辯論上，聲稱回歸至
今「見到的事實是香港只由一個英國殖民地變成為一
個中國殖民地」。此後「港獨」政客叫囂「反中
殖」、「中國人滾回中國去」，就源於梁家傑的謬
論。
公民黨與社民連2010年策動「五區公投運動」，是

具有「港獨」傾向的危險玩火行徑。中央明確指出
「五區公投運動」違憲違法後，公民黨不但沒有改弦
易轍，反而變本加厲，提出所謂「全民起義、解放香
港」口號，將中央和特區政府當作要打倒、推翻的對
象，危言聳聽的背後，是不惜訴諸暴力行徑，要在香
港建立一個「起義政權」，其搞「武裝港獨」的險惡
禍心暴露無遺。公民黨「全民起義、解放香港」的
「武裝港獨」論，經《學苑》鼓吹「殺出血路」、
「武裝獨立」，在去年非法「佔中」期間已成為行
動。「港獨」分子製造大批進攻性武器裝備，暴力衝
擊警方防線，暴力衝擊立法會和政府總部。「港獨」
分子反水貨客行動已由辱罵內地旅客，發展到以暴力
攻擊行動狙擊內地旅客。在所謂「光復元朗」行動
中，示威者衝擊警方防線，警方在行動中檢獲多款自
製攻擊性武器。「武裝港獨」危害國家安全和香港繁
榮穩定，超越法律底線和國家安全的原則紅線。

「城邦派」極其邪惡
有反對派抵賴說「港獨論」、「城邦論」的出現和

蔓延，是中央逼出來的，是對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失望逼出來的，這種抵賴完全違反事實。事實
上，早在2011年「城邦論」就已出籠。「港獨」分
子奉極端「本土主義」的陳雲的「城邦派」為「雲
教」，稱陳雲為「教主」。陳雲2011年6月27日拋
出《香港自治運動》一文，聲稱「我們用龍獅香港旗
為自治運動的徽號」，「香港目前的『國中之國』地
位，其文化根基來自香港的城邦史」。去年非法「佔
中」期間，陳雲煽動稱：「我的香港城邦論及中華邦
聯論，乃香港自立自治、華夏重新建國之大事業，集
天地之正氣，人間之善念，遠有諸天菩薩拱衛，近有
山神土地護佑，膽敢抵抗滋擾者，必遭天譴，必落地
獄。」去年「佔中」期間陳雲現身旺角，煽動「城邦
派」與黑社會沆瀣一氣，狂呼「港獨」口號，揮舞龍
獅香港旗，掀起連場暴亂。陳雲胡言亂語、怪力亂神
的「香港城邦論」，暴露「城邦派」極其邪惡，有如
邪教。

「港獨」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從「反國教」、「反新界東北規劃」、「反割地賣

港」、「中國人滾回中國去」、「驅蝗運動」（污衊
內地同胞為「蝗蟲」）、「反強國人」，再到「佔
中」期間的「反人大決定」、「香港民族、命運自
主」、「全民制憲」，這些排斥國家民族的「港獨」
謬論和舉動，在青年學生中謬種流傳，說明「港獨」
在香港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去年「港獨」綑綁

「佔中」，引發了香港回歸以
來最嚴重的暴力騷亂，不僅危
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而且嚴重影響香港民生，
破壞法治，並導致本港社會嚴重分化，後果嚴重。在
事實面前，反對派否認搞「港獨」，完全是欲蓋彌
彰。

搞「港獨」色厲內荏做賊心虛
梁家傑揚言張德江若果繼續「硬碰硬」，不會有

好結果。梁家傑的威脅其實是色厲內荏，更加暴露
其搞「港獨」做賊心虛。張德江強調，國家安全、
主權和發展利益是不能挑戰的紅線，香港近年出現
的「港獨論」、「城邦論」等論調，違反了「一國
兩制」的原則、違反了香港基本法，都是不允許
的。事實上，憲法和香港基本法都要求維護國家的
統一和領土完整。任何「港獨」言行都是違憲違法
的。
雖然目前香港尚未履行基本法23條立法的憲制義

務，但對梁家傑作為鼓吹「港獨」的始作俑者，對
「城邦派」「教主」陳雲鼓吹和推動「城邦論」，是
否可任其逍遙法外呢？其實，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
事罪行條例》第九－十條的煽動罪與分裂國家罪有部
分重疊，是可以懲治「港獨論」、「城邦論」的禍首
的。當然，對受「港獨論」、「城邦論」誤導的青少
年，應加強教育和引導。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永遠名譽會長

反對派否認和抵賴搞「港獨」欲蓋彌彰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強調，任何公然鼓吹「港獨」及「城邦自決」的分裂言行都不可容

忍。有反對派否認他們搞「港獨」，聲稱香港沒有「港獨」。這顯然是裝傻扮懵、做賊心

虛。有反對派抵賴說「港獨論」、「城邦論」的出現和蔓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

定」逼出來的，這種抵賴完全違反事實。「港獨論」、「城邦論」在香港的出現，是冰凍三

尺非一日之寒，反對派抵賴和否認搞「港獨」是欲蓋彌彰。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張德江講話對政改具指導意義

本港剛結束政改第二階段諮詢。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出席
有關政改論壇時表示，修訂普選方案本不是簡單的工作，而此
刻手握否決權的反對派議員更公開表明綑綁否決方案，令實行
普選更加困難。她同時表示中央非常明白香港人對民主發展的
訴求，而由500萬選民共同選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施政將會
更加貼近民意，亦為立法會議員的普選打開大門。這清楚顯
示，本港社會各界都在不遺餘力，為實現普選殫精竭慮。時不
再來，機不可失，各界理應抓住機遇、凝聚共識，努力促成政
改方案的通過。

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香港在回歸後一直享受着「一國兩制」帶來的巨大助益。一

方面香港得到中央政府的全面支持，且搭上國家經濟急速起飛
的快車；另一方面國家的高速發展也為本港的金融業提供了龐
大發展機遇。中央政府一直秉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
針。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真正符合香港實情的創造性偉
大構想。
然而，一些港人在享受着「一國兩制」好處的同時，並未對
「一國兩制」的內涵有透徹的了解。尤其對於維護本港穩定發
展的法律基石：國家憲法和基本法，並未有充分深入的認識。
這個問題，在2014年政改諮詢開展之時更加凸顯，反對派人
士利用港人對「一國兩制」、基本法等認識不足的缺陷，提出
各種不合憲不合法的政改訴求，肆意扭曲基本法，挑戰中央權

威。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有反對派人
士公然要求否決政改方案，以便重新
啟動政改「五步曲」云云。這種說法既
是扭曲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更是故意誤
導市民。政改「五步曲」是法定的政改
程序，具有無可置疑的權威性和法律效
力，立法會一旦否決2017普選特首方
案，香港的政制發展只有一個結局，就
是原地踏步，維持選舉委員會選舉行政
長官的制度。因此，要如期推進政改，
社會首要必須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
張德江委員長提到，要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方針，維

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這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重
要內容。「一國兩制」方針是一項基本國策。基本法是對「一
國兩制」方針的具體化和法律化。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的任何制度、政策，都必須以基本法為依
據。這一番話對於香港社會認真學習、貫徹「一國兩制」，具
有提綱挈領的作用。要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就要
處理好「一國」和「兩制」的關係，處理好維護中央權力和保
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香港社會應該自覺尊重和維護香港
和中央之間的管治與被管治、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切實維護
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這也是落實普選的重中之重。

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實現普選
在推動政改的進程中，特區政府一直顯示出「有商有量」的

態度，歡迎各界就政改提出建議和意見，認真聆聽和總結不同
界別人士的觀點。不過，政府也一再重申，所有方案必須符合
法律法規、符合香港的實際狀況，這也是港人凝聚共識的關鍵
所在。本港政改的法律基礎，既包括國家憲法、基本法，也包
括全國人大所做的相關規定。以上法律不僅是政改的基礎，更
是不容逾越的法律和政治底線。反對派一直叫囂所謂「撤回人
大8．31決定」，是公然扭曲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權威，對於
推進普選百害而無一利。正如筆者在之前在文章中所闡述的觀
點：人大決定即是法律。反對派罔顧事實，無視其「法律」效
力，正是造成政改爭議的主要原因。
現時本港距離普選只是「一步之遙」。落實普選是中央以及
廣大市民的期望，關鍵是必須依法辦事，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
法推動，這也是以法治國、以法治港的要義。香港社會各界應
聆聽、領會中央政府官員的良苦用心之言，抓住機遇努力促成
行政長官普選的通過及落實，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寫
下不朽的篇章。

主管港澳事務的張德江委員長日前出席港澳地區

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向政協委員

提出三點希望，第一點就是希望委員在學習國家憲

法、學習基本法、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方針

方面，發揮率先垂範的帶頭作用。在香港政改工作

進入見分曉的最後階段之際，張德江委員長講話具

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落實普選必須嚴格按照憲法和

基本法辦事，捨此別無他途。香港社會應切實維護

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任何偏離基本法的建議，只

會令政改偏離正確軌道，普選也只會成為「鏡中

花，水中月」。張德江委員長的講話不但為本港政

改立牌指路，更關係到「一國兩制」偉大事業的發

展，值得社會各界認真聆聽和領會。

全國「兩會」在北京召開。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
今年全國人大會議香港代表團討論時發言指，李克強總

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港澳部分的表述，提到要「加強內地與港澳
各領域交流合作，繼續發揮香港、澳門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特
殊作用。」這句話的內涵是比較豐富的，反映出中央政府始終是把港澳的發
展放在國家的整體發展戰略中來謀劃和佈局的；反映出中央政府不僅高度肯
定港澳對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的歷史性貢獻，而且高度重視港澳
未來在國家發展進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還反映出中央重視加強內地與港
澳的交流合作，着力支持港澳提升自身競爭力。

香港的命運與祖國緊密相連
張曉明主任發言時還提到，香港發展的最大優勢就是有內地作為靠山。今
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張德江委員長在參加政協港澳委員聯組會議時，
也多次表示希望港澳聚焦發展，借助國家發展大勢積極謀劃長遠發展，強調
歸根到底還是要「靠發展、靠法治、靠同舟共濟」。這些都表明，中央政府
對港澳寄予厚望、關愛有加。
事實上，海內外對中國深層改革的預期均十分正面，預示香港發展將由持
續擴容的內地市場獲得強有力的支持，加上李克強總理再度強調「全力支
持」香港，本港發展前景極為廣闊。但是，如何適時把握時機，實現香港與
內地的互利共贏，同時加快香港經濟的轉型升級，這是香港社會各界應該認
真考慮的問題。此外，在與內地的密切往來中，如何化解兩地往來衍生的問
題，也是兩地需要合力解決的問題。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強調「摒棄非此即
彼的思維定勢，拒絕偏激偏執的極端言論」，要堅持「商以求同，協以成
事」。這是解決香港問題的關鍵所在。

依法治國更須依法落實普選
應該看到，法治是發展之本。全面依法治國已明確定為本次北京「兩會」

的主要內容之一。習近平主席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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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本次「兩會」的熱話
議題，更是習主席治國理政的新戰略藍圖。在此情況下，北京「兩會」的召
開，對特區政改將會起到非常重要的啟發和指導作用。須知，香港普選的憲
制基礎、歷史根源以至實施條件，全都與「一國」還有國家的整體發展分不
開。沒有一個強大和越來越重視法治的祖國，就根本不會有香港特區2017年
特首普選。
法律學者認為，2017年特區可以普選特首，在法律上是來自國家憲法和基
本法的有關規定，更重要的是，香港2017年可以依法普選特首，正是習主席
領導下的中央政府全面落實依法治國的重要體現之一。「兩會」政協發言人呂
新華在新聞發佈會上指出，在特區政制發展問題上，中央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
的，希望香港各界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基礎上，理性討論、
凝聚共識、把握機會，力爭實現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

港可成國家走向世界助推器
張曉明主任在今年「兩會」發言時還提到，香港將會在內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
繼續長期發揮最特殊的補益作用。可以預見，在國家「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中，大量內地
企業會將業務擴大至外國，包括讓內地過剩的產能轉移到「一帶一路」國家，而香港是全球
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又有大量國際認可的專業服務人才，內地不論民企和國企，對通過
香港融資以及獲取專業服務的需求，只會有增無減、越來越大，相信香港與內地合作的範疇
和規模會不斷加強加大。
因此，有全國政協委員提出提案，建議中央因時制宜，賦予香港新的功能定位，以充分凸
顯和發揮香港在金融、資訊、管理、人才等方面優勢，把香港建成中國經濟走向世界、融入
世界的橋頭堡和助推器。同時，給香港進一步帶來新的生機活力和繁榮穩定。香港應在國家
戰略發展格局中找準定位，把握大好機遇，發揮獨特優勢，提高自身競爭力。

何
俊
賢
立
法
會
議
員

常言道：「鬥爭緊握了你拳頭，拳頭若放開可擁
抱四周。」鬥爭是客觀存在於人類歷史的每一個階
段。
在香港，鬥爭也客觀存在。或者說，香港問題本
來就是中西方政治鬥爭的產物。當年英國人進行海
外殖民政策，發動鴉片戰爭侵佔香港。及後中國崛
起，在香港回歸祖國後，英美等國仍經常對香港事
務橫加干涉，意圖繼續把香港作為外國勢力與中國
的政治角力場。去年9月底爆發的非法「佔中」，
表面上是幾名發起人、一群學生和市民因不滿政改
而發動，實際上卻是國際間的角力，亦是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力量的鬥
爭。
雖說鬥爭是客觀存在，但不少著名思想家都鼓勵人們要避免鬥爭，不同

宗教思想都帶有寬恕、接納的內涵；西方哲學中的理想國、烏托邦也是在
描繪一個沒有鬥爭的世界；我國哲學中，儒家的「中庸之道」、墨家的「非
攻」、道家的「逍遙」等等，都是在呼籲人們放下執着，避免爭鬥，才能逍
遙自在，但應該怎樣放下和在什麼時候放下呢？
這些日子以來，環繞政改的政治爭拗已持續多時，非法「佔中」、立法

會「拉布」等一系列鬥爭已令不少人覺得煩厭，也令人疲憊。不少市民
問：我們還要鬥爭下去麼？政改第二輪諮詢已經結束，不少市民表態支持
「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香港民主步伐能否往前走，就得看立法會議
員的最終表態。
正如古今中外先賢所言，鬥爭不是明智的選擇，放下執着，放開拳頭，才

能擁抱更多，擁有更多。站在泰山之巔看風景，山色再美也有看膩時，何不
下山走一走？說不定還有「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在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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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熱血公民」及「本土民主前線」為首的「港獨」分子，周
日兵分三路，在屯門、上水及尖沙咀發動暴力狙擊內地旅客行
動，對疑似內地旅客的途人拳腳相加，粗言指罵；有被包圍的途
人要出示香港身份證澄清身份解困；有女童被惡形惡相的示威者
嚇得當場受驚，號啕大哭；有老伯被推跌，攜帶的音響器材全部
損毀，引發全城怒吼。當日「熱血公民」的領軍者鄭松泰更成為
眾矢之的，在被傳媒追問時說話顛三倒四，更指暴徒「是受害者
亦是弱勢社群，不可用聖人的道德框架要求他們在行動時，認清
誰是壞人」云云，這說明鄭博士已經到了瘋言瘋語的地步，更說
明他已壓力爆煲。
事後，「熱血公民」黃洋達隨即裝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指

行動只是網民自發，是鄭松泰自己參與，與「熱血公民」無關，
意圖與引發眾怒的衝擊行動劃清界線。然而，黃洋達的說法騙不
到他人，「熱血公民」及旗下的《熱血時報》在狙擊行動前無日
無之的宣傳煽動，而當日參與者不少更是穿着「熱血公民」的衣
服或標誌，如果這樣還說行動與「熱血公民」無關，黃洋達是當
市民都是傻瓜。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近一個月屢屢爆發的
「反水客」騷亂，幕後黑手就是黃洋達、黃毓民等人，他們煽動
一班「頭大無腦，腦大生草」的憤青作爛頭蟀，執法部門絕不能
放過這班首惡。
說回當日行動，黃洋達要劃清界線，原因很簡單，就是知道這
樣的狙擊肯定會引發民憤，即使是反對派以至部分激進派支持者
也未必支持，是一場有輸無贏的行動，所以黃洋達繼續隱形，甚

至連其親信「法國佬」也沒有派出來，卻單單派出鄭松泰指揮，
顯然是要讓鄭松泰做替死鬼，打的是借刀殺人之計。事實上，在
上次元朗「反水客」行動後，黃洋達已經借故向鄭松泰開火，並
且將他的網台節目結束，打壓之意已是躍然紙上。箇中原因，是
因為鄭松泰「聽教聽話」所以深得屢被「徒弟」出賣的黃毓民青
睞。「教主」有意造就，所以不斷邀請鄭松泰出席其節目，以提
升其人氣，並且正打算在下年立法會選舉中委以重任。
眾所周知，黃毓民不但是「熱血公民」、「本土民主前線」的
「精神領袖」，更是這些組織的財政支柱，單是每月援助「熱血
公民」和《熱血時報》的金額就達到10多萬元，是這些組織的
「衣食父母」。但現時黃毓民卻愈來愈看重鄭松泰，這對於目空
一切的黃洋達肯定是不能容忍，更擔心隨時被取而代之，屆時一
無所有。於是近日黃洋達隨即發動打壓鄭松泰的行動，先是在
「熱血公民」內肆意羞辱、打壓鄭松泰，及後更派他參與一場必
敗無疑的行動，繼而讓他受盡外界批評，而他則在背後袖手旁
觀。不要忘記，鄭松泰有一份理工大學的教師工作，他屢次發動
違法衝擊，已經在校內引發了不少爭議。現在黃洋達更要借刀殺
人，將他進一步推向政治漩渦之中，顯然是要落井下石。
與黃洋達相比，鄭松泰的政治權謀差得遠了。不過，以他的學

歷竟然奉黃毓民、黃洋達之流為領袖，由此也可見此人水平。但
他不了解激進派內鬥內行的基因，爭權奪利是激進派的本性，沒
有人可以脫離這個規律。鄭松泰在「熱血公民」愈升愈高，就是
他被開刀的時候。

黃洋達借刀殺人 鄭松泰眾矢之的

揚清激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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