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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基本法，不少人馬上將其與「沉
悶」畫上等號。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
議名譽主席黃富榮坦言，隨着社會愈趨
複雜多變，基本法推廣工作不能單靠舉
辦大型研討會或交流團「走天涯」，必

須注入創新元素，才能搶攻青年「市場」。他
又以夫妻關係比喻青年人對家國的感情，不能
像泡方便麵般三分鐘成事，而是要好好「拍
拖」認識，才能細水長流。

投其所好 吸引認識歷史
黃富榮在訪問中坦言，基本法與港人生活息

息相關，基本法的教育工作同樣可以融入生
活。要鼓勵香港年輕一代培養出對國家的情
懷，關鍵是投其所好，吸引他們先認識歷史，
「你鍾意唱歌，我就搞舊曲新詞，你鍾意講
嘢，我就搞廣播劇。總之一切從生活興趣中開
始。」

黃富榮又強調，無論是認識基本法或培養家
國情感，都不能一蹴而就，「年輕人對國家的
感情不應是一時衝動，更不能只有三分鐘熱
度，相反要多花時間，好似情侶拍拖，慢慢培
養感情，最後才能成為夫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政府要深入主導推廣基本法
有人偏重「兩制」輕「一國」應做好青年教育傳承愛國情懷

1993年，12位前基本法草委、諮委及社團代表發起籌組香港基本
法推介聯席會議，多年來透過不同的形式和渠道向香港市

民宣傳及推介基本法，讓港人認識基本法對香港的平穩過渡、繁榮安定和實
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有極其深遠而重要的意義。

讚民間增播國歌是好事
曾擔任7年基推會主席的黃富榮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總結基本法在回歸以

來的落實情況。他坦言，在推動基本法落實的過程中，特區政府主導性不夠
強，尤其在校本管理的制度下，容讓學校自行處理基本法的教學，更加令相
關教育工作變得「可有可無」。他讚揚當年特區政府在民間增加播放國歌的
安排是好事，惟其他相關基本法的恆常宣傳工作流於表面，尚待深化，「為
何不可以在電台或電視上，每天花1分鐘解釋基本法中的重要條文？」

「對基本法精神內涵觀點都搞不清」
「一國兩制」全球獨有，黃富榮坦言，不少港人未能充分掌握「一國兩
制」的構想，往往偏重於「兩制」的權益和自由，卻遺忘了在「一國」大
前提下，港人必須承擔對國家的義務和責任。「有些港人沒有根據基本法
整體考慮問題，反而是各取所需，從一己利益出發，在基本法中找合用的
答案。對基本法精神、內涵和觀點都搞不清。」
黃富榮以目前鬧得沸沸揚揚的政改爭議為例，批評反對派堅稱遵照基本法，
卻又聲言否決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他重申，在基本法第二章關於
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條文中，清晰指出香港特區必須充分尊重中央的憲制地位，
質疑反對派無視甚至要推翻「一國」概念，根本是「本末倒置、角色混淆」，
「如果沒有中央的授權、參與（落實基本法），現在哪有『一國兩制』，他
們（反對派）憑什麼要取消人大的決定？」

不知就裡被煽動「唔可以怪晒年輕人」
近年反對派肆意將國民教育妖魔化、無限上綱為「洗腦科」，有激進反
對派更煽動「反水貨客」暴力示威，高舉所謂「港獨」旗幟，當中不乏年
輕人不知就裡，應聲響應。黃富榮慨嘆「唔可以怪晒年輕人」，畢竟年輕
人猶如一張白紙，他們多年來缺乏歷史和基本法的教育，又怎能培養出對
國家的情懷？
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香港回歸也快將18個年頭，黃富榮深信特區政
府和社會各界仍然要為人心回歸多做功夫，「教育三年一代，唔講就無，
甚至會斷開。現在應該從基本做起，從中國文化歷史、近代史和香港史
等，層層推進，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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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面落實基本法，是特區政
府的責任，也有賴香港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香港基本法推
介聯席會議名譽主席、現任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主席黃
富榮，多年來致力參與推廣基本法的工作，他批評部分港人
對「一國兩制」的概念本末倒置，往往偏重於「兩制」的權
利，卻輕看了「一國」的責任。在基本法頒布25周年之際，
黃富榮期望特區政府更深入主導推廣基本法的工作，做好青
年愛國教育，否則當新一代連基本法的涵義和家國歷史都搞
不清，傳承歷史、愛國情懷又從何談起。

擺
脫「
沉
悶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基本
法是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但多
年積極推廣基本法的民間組織「香港
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卻因資源不
足，令工作有所局限，甚至飽歷「迫
遷」之苦。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名譽主席黃富榮坦言，基推會如今雖
然有獨立辦公室，但在推廣工作上仍
然經常要「單打獨鬥」，他期望特區
政府出手相助，增撥資源。
所謂「三軍未動，糧草先行」，黃
富榮細說基推會在1993年成立時，因
資源有限，只能寄居於某團體辦公室
的角落，由一張枱、一張凳和一個職
員開始。奈何因不同原因，基推會早
期曾四度被「迫遷」。他慨嘆道：
「推廣基本法工作事關重大，沒料到
竟然要四次『搬屋』。」幸運地，他
最終成功向政府申請獨立辦公室，以1
元租金，租來5,000呎面積單位，才令
基推會「落地生根」，免再受「搬遷
之苦」。

萬事起頭難 先從專有名詞着手
萬事起頭難，黃富榮表示，基推會

最初從基本法專有名詞着手，透過在
社區舉辦攤位遊戲活動，深入淺出，
「例如以筷子夾球，將寫上『港人治
港』、『一國兩制』、『循序漸進』
等字眼的球夾起，再讀出來，或是在
禮物上貼上基本法名詞，從而加深市
民對有關名詞的概念。」
其後，基推會開始籌辦基本法座談

會活動，進一步深化大眾對基本法內
涵和精神的了解，惟與者會仍以社團
代表為主，始終未能深入普羅大眾層
面。黃富榮表示，為了打破此局面，
基推會首辦專為大專生及中學生而設
的辯論比賽，成功打入學界主流比賽
中，規定最後四強的辯題一定要圍繞
基本法，至今全港有逾160間中學參
與。
此外，基推會近年進一步開拓公務

員層面的宣傳工作，包括針對公務員
應考基本法知識測試，與嶺南大學進
修學院合辦進修課程。但他認為特區
政府在有關方面的支援不足，相信倘
當局能增撥資源，推廣工作能更上層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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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中委黃
成智日前在報章撰文，呼籲反對派先接受全國人
大常委會「8·31」決定下的政改方案，但立即
被激進反對派圍剿。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昨日聲
言，黃成智的言論令部分黨友「嚇了一跳」，民
主黨下周四（16日）將召開中委會討論事件。
她聲言必定否決政改方案，更企圖將剝奪市民普
選權利的責任，推卸給特區政府。

劉慧卿：部分黨友「嚇一跳」

劉慧卿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稱，政黨內部出現不
同意見並不出奇，因為人人都有言論自由，但黨友
應按規矩做事，先在黨內討論再對外發表，稱部分
黨友對黃成智的言論「嚇了一跳」。民主黨中委會
下周四（16日）將討論事件，希望有關黨員屆時出
現。
她又稱，大部分黨友都希望事件由黨內處理，不
作公開辯論。
她續稱，民主黨內部就政改討論不下20次，
某些立場需經由投票處理，揚言可以「斬釘截

鐵」地說，該黨一定反對人大「8·31」框架下
的政改方案。她更企圖推卸否決政改的責任，
竟稱即使政改最終無法通過，「最大責任在於
特區政府，因為特區政府提出了一個『爛方
案』。」
被問到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

早前呼籲香港反對派「袋住先」，一直被指與外
國勢力過從甚密的劉慧卿，立即與其劃清界線，
稱對英美政府「從來無期望」，但「歡迎」任何
外國政府或人士與她討論政改。

下周四中委商「袋方案」事件

民主黨再因政改問題爆發「內訌」。前立法會議員、民主
黨中委黃成智日前撰文呼籲反對派「改變初衷」，通過根據
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制定的政改方案，但隨即被黨內部
分人群起而攻。一直部署上位的民主黨中西區區議員許智
峯，更扮演「馬前卒」，率先向民主黨紀律委員會提出投

訴，誓要滅絕「異見聲音」。有知情人士透露，民主黨溫和派今次來個
「最後反擊」，主要是看到民主黨在激進少壯派的挾持下已經走入絕路，
毅然發聲向全港市民宣示他們的溫和路線，藉以爭取中間、溫和選民的支
持，以圖另闢新路。

「四天皇」慘遭「少壯派」打壓
知情人士透露，被民主黨形容為黨內溫和派「四大天皇」的羅致光、李

華明、狄志遠及黃成智，一直都是抱着對民主「有幾多、拿幾多」的想
法，主張通過政改方案後，再繼續爭取其他政治訴求。可惜有關意見遭黨
內「少壯派」打壓，慘被擲進垃圾桶內。知情人士說：「『四大天皇』都
是創黨成員，經歷了多場清黨行動，已經有『厭戰』情緒，令新一代『少
壯派』有機可乘 。加上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掌權後，刻意扶植『少壯派』，
令『少壯派』成功掌握話語權。」知情人士形容，「現時民主黨『少壯
派』的霸道情況，已經到了不容『異己』的程度，凡有不同的意見，都慘
被『滅聲』。」

至於黃成智為何無懼被打壓，願意站出來發表「另類」意見，知情人士
透露，事實上，「四大天皇」在過去一段時間就政改問題進行了多次民意
調查，結果顯示，經過去年的非法「佔領」行動後，市民開始傾向支持政
改方案。「四大天皇」明白到，政改方案宣布在即，不能再保持緘默。知
情人士說：「今次黃成智發聲，不是要說給民主黨或『少壯派』聽，而是
要讓全港市民知道，他們是走溫和路線、支持『8‧31』改政方案的，藉以
爭取中間、溫和選民的支持。」

傳與湯家驊另立門戶再戰立會
知情人士進一步指，現時公民黨湯家驊正籌組一個溫和反對派組織，

加上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在政改問題上擺出一副強硬態度，自行關上與中
央及特區政府的溝通大門，令溫和的選民反感。不排除當政改被否決
後，打着溫和旗幟的反對派，能夠取得一定數目的選民支持，甚至在立
法會選舉中，可以拿到一個議席。知情人士還分析指：「湯家驊的政治
能量已幾近耗盡，但黃成智同屬新界東，年紀較輕，大有本錢再戰立法
會。」

知情人士續表示，現時民主黨已經欠缺昔日的政治能量，溫和派繼續
留在黨內，根本沒有「發揮」的機會，更遑論還要與「少壯派」「打生
打死」搶位。他笑言，最理想的情況就是民主黨盡快將黃成智「驅逐」
出民主黨，「成全」黃成為「英雄人物」，為其政治生涯留下「美好」
一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鴿黨溫和派「反擊」
謀闢新路爭中間票

倡手法注新元素 搶攻青年「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民主黨中委、
前立法會議員黃成智日前呼籲反對派議員考慮
先通過政改方案後，旋即被黨友許智峯投訴違
反黨內決定，面臨處分。曾提出相同看法的資
深民主黨黨員狄志遠昨日表示，反對派內不少
有影響力的人士都希望先通過政改，但為免受
到狙擊而沒有表態。他指該黨民調顯示，有超
過一半受訪者支持先通過政改，「作為政黨沒
有理由不聽民意」，警告若政黨做法不配合民
意將會「自毀前程」，希望民主黨有政治胸
襟，接受政改方案。

狄志遠：黨友或怕狙擊少發聲
狄志遠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說，欣賞黃成智的

勇氣，認為黃在發表此言論前有考慮到現時的局
面，也願意承擔後果。他指不少民主黨及反對派
有影響力的人，都有希望先通過政改的想法，但
因避免受到狙擊而「少一句」，最後令這種聲音
沉寂了。

批用規條「綁死人」滅聲冇胸襟
他指，該黨確實有不同聲音，用規條「綁死

人」不是最聰明的做法，而黨內的民調更是仍有
超過一半受訪者支持先通過政改，有人去代表這
種聲音很合理。他更指，如立法會通過某動議，
持相反意見的人仍然可以發聲，這就是香港的民
主空間，民主黨應有這種胸襟。
民主黨至今仍堅持否決政改，狄志遠認為

反對派過去兩年都是用抗爭手段爭取訴求，
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與該黨的建
議有很大距離，該黨很自然就會反對，但
「政治一日都嫌長」，港人現時的訴求不
同，作為政黨沒有理由不聽民意，「喺民意
變動嘅時候，我哋係咪要重新討論呢？」他
續說，根據該黨機制，該黨立法會議員表決
重大事項如政改前，要舉行會員大會決定立
場，認為討論空間在會前仍然存在，也相信
會上會有重大辯論。

政黨不配合民意自毀前程
他又警告，若政黨做法不配合民意會自毀前

程，因政黨透過贏出選舉建立政治力量，「如

果你得唔到選民支持，無民意基礎，我唔相信
有個政黨專係做自己嘢，呢個就唔係政黨。」
他更說民主黨曾以特首梁振英「沒有民意基
礎」而攻擊梁，但若該黨不聽民意，就會顯得
邏輯不通。
狄志遠於節目後被問到，黃成智或受民主黨的

紀律處分時，認為該黨做法激烈，「黨咁快有一
種咁激烈嘅做法，我覺得未必對件事有幫助。我
覺得唔係用紀律程序去處理問題，倒不如我哋內
部有個開放啲嘅態度同空間，等大家可以嚟一次
大辯論。」

黃：若被撤黨籍 不會「賴死」不走
黃成智昨日接受本報查詢時就表示，自己會坦

然接受民主黨紀律委員會調查，並指自己目前仍
堅持不會退黨，但若該黨決定撤除其黨籍的話，
也不會「賴死」不走。他強調，下周四舉行的中
委會會議主要討論自己對政改的意見及近日的言
論，而不是討論自己是否違反黨紀。
對於自己的言論引起外界新一輪爭論，黃成

智說當初反對派於政改與中央「討價還價」
時，必然會「吊高來賣」，要求撤回「8．31」
決定，但事到如今，大家都已心中有數，中央
決不會作出任何讓步，而反對派便需要向選民
作出交代：否決政改之後，下一步可以如何
走？反對派能夠拿甚麼東西出來？他指這些問
題絕對不能迴避，因此自己便選擇在此時說出
個人意見。

■狄志遠(左)讚黃成智(右)有勇氣。 資料圖片

民主黨民調揭逾半人挺先通過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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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推廣基本法的工作，做好
青年愛國教育，傳承歷史和
愛國情懷。 彭子文 攝

◀黃富榮表示，基推會現時
雖有獨立辦公室，但在推廣
工作上仍然經常要「單打獨
鬥」，他期望政府能增撥資
源。 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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