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本法由起草到落實至今轉眼已
有25載，馮可強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專訪時，憶述當年能夠參與大規模的基本
法諮詢過程，仍然感到非常興奮，箇中點
滴至今難忘，「那時個個委員放工後，都
好樂意趕過去中環連卡佛那邊開會，甚至
可能放工後，時間緊張，咬個麵包就咁
去！」

當年商界發聲明表意見 一絲不苟
當時諮詢委員會分開多個不同範疇小
組，馮可強主要負責政制方面，也參與有
關經濟的討論，「大家都好熱心畀意見，
氣氛亦好好。」縱使當時諮委會的討論並
非如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般仔細討論，「都
係得個框框」，但當年他也曾與瑞安主席
羅康瑞等商界人士發出聲明，表達意見，
一絲不苟。
如今過了25個年頭，香港多年來在基本
法的基石上持續發展，但近年激進反對派
的所作所為，卻令這位為香港回歸付出不
少努力的基本法諮委深感憂慮。馮可強慨
嘆現時不少反對派高舉「港獨」旗幟，或
是緬懷過去仍是英國殖民管治時代的香
港，情況令人非常痛心。

未好好討論「搞到今日咁多爭拗」
馮可強分析指，香港各界過往偏重於宣
傳與推廣基本法，卻沒有真正有系統和持
久地探討和研究細節。他舉例說，無論是
2003年的二十三條立法爭議，還是歷年來
反對派對普選的不同詮釋，都反映出大家

一直以來都沒有好好討論，「搞到今時今
日咁多爭拗。」
他又認為，部分港人將「一國兩制」看

得太簡單，甚至「大安主義」以為基本法
自回歸後落實便可以一勞永逸，然而面對
內地的發展、全球化帶來的問題，「香港
的成功並非永遠」，所謂「五十年不變」
只是表明「社會主義不會在港推行」。況
且，「一國兩制」是劃時代的產物，「從
前未處理過，因此更應認真研究，找出平
衡點。」

嘆港人偏重「兩制」忽略「一國」
馮可強還慨嘆香港人對基本法的理解太

片面，亦有部分港人太偏重「兩制」，卻
忽略了「一國」的概念，甚至為了個人利
益，純粹以自身角度演繹或曲解基本法，
沒有想過權利與義務的關係，「根本無諗
清楚內地同香港的關係，即中央與地方政
府，上級與下級政府關係」。為此，去年
的「『一國兩制』白皮書」重申了中央的
角色和國家安全等問題。
馮可強強調，香港基本法框架內有很多

值得討論的空間，例如「兩地關係」、
「全面管治權」、「行政主導」等，社會
也應思考如何讓「政黨政治」得以健康發
展下去。他呼籲社會各界總結經驗，更深
入討論香港基本法的條文，只有充分理
解，不斷豐富及充實基本法，才有助香港
減少內耗，繼續穩步向前邁進。「不論中
央、特區政府、建制、『泛民』、工商
界、學者等各方面人士，都應及早為當中

遺留的問題作出討論。」
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本月出爐，反對派
卻在基本法及人大決定框架外「另搞一

套」。馮可強亦強調，民主必須一步一步
發展，不能一步登天，他期望2017年能夠
順利落實特首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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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之際，連日來在北京、香
港都召開了座談會和研討會，並舉辦多項紀念活
動。中央涉港事務官員、兩地專家學者、各界知名
人士等，紛紛發表看法。中央媒體人民日報和新華
社，也都刊發一系列評論文章。密集舉辦紀念基本
法頒布25周年的活動，釋放的一系列重要訊息，對
於推動依法落實普選，意義重大。

首先，中央真心希望香港依法落實普選的立場是堅
定不移的，普選必須在堅持「一國」的前提下符合基
本法和人大決定的立場也是堅定不移的。事實上，在
基本法和人大「8·31」決定框架下落實行政長官普
選，是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立法會議員應理性務
實，把握機遇，在普選問題上作出明智正確的選
擇，確保香港政制發展在基本法軌道上穩步推進。

第二，基本法與憲法是子法與母法的關係，兩者
共同構成香港的憲制基礎。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
辦事，是依法治港的最基本要求，也是「一國兩
制」賴以成功的基礎。如果挑戰基本法、背離基本
法、曲解基本法，香港就會永無寧日。貫徹落實基
本法須維護國家主權，尊重中央管治權。落實香港
基本法，不是要給某些勢力提供一個空間，讓他們
可以在香港為所欲為；不是為了給某些勢力提供一

個舞台，讓他們有機會奪取香港管治權；不是讓某
些人通過排斥憲法來達到排斥國家主權、排斥中央
管治權的目的。

第三，敦促香港社會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落實基
本法。去年香港發生歷時79天的非法「佔中」，以
及當前香港面臨的政改爭議，都顯示香港社會還有
一些人對「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存有模糊認識
和片面理解，甚至還存在有意歪曲的情況。實踐證
明，任何偏離法治軌道、違反憲法和基本法的行為
都不可能解決問題，都會激化矛盾，都會撕裂社
會，也都不會得到廣大香港市民和內地民眾支持。
只有在憲法和基本法的框架內，本着理性務實的態
度，才能找到解決之道。

第四，展示中央政府依法治港的思路。中央強調
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
定，表明「依法治港」已納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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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依法辦事的核心就是自覺維護、遵守
憲制秩序，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基本法紀
念活動昭示，在憲法和基本法的引領下，香港社會
倍加珍惜的法治價值觀會得到進一步弘揚，「一國
兩制」的明天會更加美好！

紀念基本法活動釋放重要訊息
日本最新公布的 2015 年《外交藍皮

書》，雖然正式寫入日本對戰爭的深刻
反省，但同時又強調「不論從歷史事實
還是國際法層面來看」，釣魚島都屬於
日本領土，並指責去年中日首腦會晤以
後，中國公務船仍然持續侵犯釣魚島附
近領海。日本軍國主義曾給亞洲人民帶
來慘痛經歷，但日本政府至今未曾作出
正式的道歉和賠償，安倍更是歷來首個
在任期間向二戰後被處刑戰犯發出唁電
的日本首相。如果日本政府確實如藍皮
書所言深刻反省戰爭罪行，就應拿出實
際行動，正視和妥善處理歷史、釣魚島
等敏感問題，與中方共同努力改善兩國
關係，以實際行動取信於國際社會。

2012 年底安倍再任首相後不久，就表
示要修改對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表示反
省和道歉的「村山談話」，公然叫囂
「侵略定義未定論」，鼓吹參拜靖國神
社「理所應當」，通過了修改憲法解
釋、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案。安
倍近年來更一再散佈挑釁中國的言論，
「積極」參拜靖國神社，在釣魚島問題
上屢屢擺出「不妥協」姿態，在在反映

安倍內閣的軍國主義傾向，引起了亞洲
以至國際社會的警惕。現在日本在藍皮
書中重申深刻反省戰爭惡行，其提法明
顯與安倍以往的講話有異，如果這是反
映安倍政權終於意識到其危險傾向，因
而懸崖勒馬，改弦更張，這無疑是值得
國際社會肯定。

不過，聽其言更要觀其行。安倍以往
屢次玩弄兩面手段，一邊呼籲與中國進
行無條件的對話，一邊卻繼續挑動對
抗，一而再、再而三地為中日關係設置
新障礙，包括這次藍皮書表示反省戰爭
罪行之後，日本政府隨即又借釣魚島來
說事，更加無理指責中國公務船進入釣
魚島附近領海，令人質疑其所謂反省的
誠意。當前中日關係陷於政經皆冷的困
難局面，完全是日方一手造成。日本政
府在釣魚島問題上採取單方面行動破壞
雙方默契，嚴重影響了中日互利發展的
大局。日本如果不能認識到問題的根
源，不能以實際行動展示出負責任的態
度，所謂反省只是一紙空文，不但難以
取信於國際社會，而且令日本處於更加
孤立的境地。 （相關新聞刊A5版）

反省戰爭罪行 日本須有實際行動
A6 重要新聞

深入理解基本法可減內耗
批激進反對派煽「港獨」痛心起草25載未妥善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反對派自詡「民意代表」，但無
論在議會內外，都大玩拉布、「不
合作運動」及「佔領」衝擊等手段
阻撓政府施政，甚至違背主流民意
堅稱要否決政改方案，圖令距一步
之遙的「一人一票選特首」付之一
炬。撫今追昔，當年參與基本法諮
詢委員會的馮可強坦言，非常懷念
往昔諮委會的理性討論氣氛，各人
意見有別，但總能秉持着有商有
量、互諒互讓、互相尊重的精神，
奈何這種討論氛圍已隨着歲月一同
流逝，令人欷歔。
談起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工作，馮

可強最珍重、最難忘的，始終是會內
會外的理性討論氣氛。他細說當年參
與諮委會工作的委員達數百人，大家
來自不同界別、不同層面，難免出現
不同意見，惟大家致力尋求共識，
「有商有量」，「大家都有自己的見
解，但從來唔會拗得好激」。
馮可強直言印象中從來沒有出現

對峙的僵局，即使在立場南轅北轍
的情況下，諮委會仍然秉持着互諒
互讓、互相尊重的精神。「可惜，
而家就無咗呢種文化。」

批政棍只重私利 無視整體
當今議事堂叫囂衝擊的場面猶如

家常便飯，示威者動輒「佔領」衝
擊的亂局。馮可強慨嘆現時在議會
或社會中，對籠罩着一種對峙的氣
氛，政治文化已扭曲成無法對話、
一觸即發的局面。更令人擔心的
是，社會湧現了許多「激進分
子」，任何事都「不願溝通、不願

聽人講、不願尋求妥協」。他直指，有政圈
中人為了諉過他人，更不惜在討論香港基本
法的內容上，選取關乎個人利益的片言隻
語，完全無視整體的意識。

兩地經濟無法分割
促請港人「爭氣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與內地經

濟日趨融合，兩地同胞之情血濃於水，中聯辦主
任張曉明在全國「兩會」期間，更提到香港發展
的最大優勢就是有內地作為靠山。香港政策研究
所董事暨行政總裁馮可強批評小部分港人對「一
國兩制」理解片面，尤其奉勸近期所謂「反水貨
客」的示威者要「爭氣」，不應再流於緬懷過
去，倒要認清兩地經濟融合關係，持續發展。
近期激進派肆意煽動「本土」、「港獨」歪
風，馮可強在訪問中批評，有部分港人太偏重
「兩制」，卻忽略了「一國」的概念，也從來無
想過香港與內地的經濟無法分割，更遑論反思在
兩地經濟融合中，「自己（香港）可以做什
麼？」

自身價值漸褪色 恐淪普通城市
面對近日「反水貨客」暴力衝擊的浪潮，馮可

強重申，香港不可能排拒內地，相反要處理好兩
地關係。他更不忍部分港人不停緬懷過去，使自
身價值日漸褪色，久而久之香港恐淪為一個普通
城市。他強調，國家一日比一日富強，促請香港
人「爭氣一點」，「如果你不做好一點，怎能說
服中央放心給你自己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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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動「畀信心」漸進民主在港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政改問題爭拗多
時，有激進反對分子更肆意鼓吹「港獨」，揚言爭取
所謂符合「國際標準」的「民主」制度。曾任基本法
諮詢委員會委員的馮可強表示，早於上世紀80年代，
香港民主意識尚未成熟，商界甚至對此存在恐懼之
時，是中央主動「畀信心」港人，容許香港循序漸進
地落實民主政制。換句話說，民主得以在香港推行，
其實是中央的美意。
馮可強在訪問中憶述香港人在上世紀80年代，民主意
識不強，對民主制度沒有太清晰的概念，也未曾多方面

看到所謂「西方民主」的流弊。故此，在基本法制定過
程中，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在表達意見時，都盡量希
望平衡各界利益，確保香港社會開放及多元化，同時注
重經濟上的發展。
馮可強坦言，當時工商界認為自己經濟貢獻較多，對
「民主」的態度非常保守，「佢哋好驚民主、平等權利
等概念，擔心會令社會變得福利主義，而且香港未試過
（行民主），大家都唔知民主仲會帶來咩負面影響。」
因此，當時社會上較多界別都抱着「政治就咪搞咁多」
的態度，只有少數界別倡議推行民主政策。

實施民主政制 源自中央美意
不過，正當香港工商界深存疑慮，中央卻為香港落實

民主制度打下強心針。馮可強明言，香港有望實施民主
政制，源自於中央的美意。中央當時從各界別的意願中
尋求平衡，不僅同意及肯定了向民主方向邁進，也平衡
商界對民主的恐懼，提出在香港循序漸進地落實民主制
度的構想。除了民主政制外，基本法得以成功誕生，同
樣有賴中央與各界人士充分平衡各方利益，並為基本法
留下許多討論空間，繼續因時制宜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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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香港政

制發展也處於關鍵時刻。去年發起聯署聲明

呼籲各界「平心靜氣」商談政改的香港政策

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馮可強，當年以香港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身份，見證着香港基

本法的誕生。追憶昔日下班趕往開會場地

「畀意見」的小片段，馮可強坦言至今仍對

肩負重任深感興奮。但眼見現時反對派激進

分子煽動「港獨」思潮，他慨嘆對香港基本

法未能妥善落實感到非常痛心，寄語社會各

方放下一己之見，深入理解基本法，才有望

減少社會內耗，穩步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馮可強馮可強（（左左））表示表示，，昔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有理性討論的氣氛昔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有理性討論的氣氛，，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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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法未能妥善落實，感到非常痛心，寄語社會各方放下一己之見，深入理解基本
法，才有望減少社會內耗，穩步發展。 彭弓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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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頒布25周年系列社評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