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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處長曾偉雄退休，《蘋果日
報》發文攻擊，指曾「對警隊、對法
治已造成巨大的損害」，並「強烈要
求新任警務處長盧偉聰揚棄曾偉雄的
錯誤做法」云云。《蘋果日報》抹黑
曾偉雄，否定警隊維護法治的成績，
企圖向新任警務處長盧偉聰施加壓

力，欲令警隊對反對派的暴力違法行為放軟手腳，
「廢了警隊武功」，好讓反對派亂港奪權圖謀得逞，
這完全是白日做夢。

去年反對派發動的「佔中」，是無法無天的暴力行
動，癱瘓了特區政府的運作，癱瘓了香港經濟中心的
運作，損害了中小企的利益，踐踏了七百萬港人的正
常生活權利，是特區成立以來最嚴重的違法事件。
「佔中」最後以失敗告終，反對派無奈退場，全因香
港有一支信得過的警隊，這是香港維護法治、保持繁
榮穩定的「鋼鐵長城」。
曾偉雄處長在「佔中」的79天沉着鎮定，忍辱負

重，不斷鼓舞警隊士氣，有勇有謀和反對派周旋到
底，在廣大市民的配合下，令反對派進退失據，

「佔中」最終變得不得人心，警隊依法妥善解決了
「佔中」，恢復了法律與秩序。香港警隊處理大規
模騷亂的水平，在世界上屬於第一流的，較之美英
警方對付示威有過之而無不及，贏得了本港社會的
充分肯定。
但是，香港警隊努力維護法治，「佔中」功敗垂
成，反對派當然不高興，動用一切輿論勢力，惡意醜
化曾偉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打擊曾偉雄，
把警隊形容為「打壓民主自由的政治工具」，「警隊
聲望貼地」，挑撥警民關係，其實是要動搖、瓦解香
港警隊的士氣，要令警隊怕了反對派，日後不敢再維
護法治，好讓「佔中」他日捲土重來時得以成功。
行政長官梁振英堅定地支持曾偉雄，支持警隊，不
管有幾多「冷箭」，都不受干擾，就是要維護一支堅

決執法的警隊，讓外國勢力反中亂港的野心不能得
逞，讓破壞法治的人不敢胡作非為。《蘋果日報》和
反對派仇視曾偉雄，是因為曾偉雄和香港警隊成為他
們的尅星。曾偉雄有一句鏗鏘有力的話：「維護法紀
要道歉是天方夜譚。」要執法者討好違法者，要執法
者向違法者卑躬屈膝，這不是違反邏輯的笑話嗎？香
港警隊文明執法，全世界有目共睹，反對派視而不
見，反而刻意貶低曾偉雄，貶低警隊，更加證明曾偉
雄和警隊堅決維護法治，做對了！《蘋果日報》在曾
偉雄離任、盧偉聰接任的時候，惡毒謾罵曾偉雄，以
為這樣就可對新任警務處長施展下馬威，這是徒勞
的。盧偉聰清楚地回應了挑戰，強調他的作風和曾偉
雄沒有什麼大的差別。依法辦事是香港警隊不變的宗
旨，是令違法者膽寒的聲音。

詆毀曾偉雄廢警隊「武功」發白日夢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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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自信」反映中央思路
普選方案能否獲立法會通過，最遲七月見分曉。

在這一關鍵時刻，張曉明以中央駐港機構最高代表
的身份發表有關本港普選問題的文章，意義非同一
般，傳達了中央對於香港政改的權威信息。當中最
重要的一點，就是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現在應樹立行
政長官普選的制度自信：堅信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
政長官普選制度不僅是香港歷史上最民主的制度，
而且是最適合現階段香港實際情況的制度，是完全
符合「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制度，是切實可
行的好制度。唯有在社會上樹立對香港普選的制度
自信，才能夠理直氣壯的支持政改，落實普選才有
希望。

張曉明以「制度自信」來闡釋香港普選制度，不
僅反映了中央對普選問題的思路，而且顯示了中央
對落實香港普選有信心。十八大強調要有對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
信」。習近平主席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
同心同德邁向前進，必須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
撐，要不斷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讓理想信念的明燈永遠在全國各族人民心中閃亮。
這「三個自信」是源於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
信念，體現了對我國國情的深刻把握、對民族命運
的理性思考、對人民福祉的責任擔當。以「制度自
信」來看待香港普選問題，體現中央對推進香港民
主的決心和誠意，這種決心和誠意正是源於中央堅
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源於

對香港同胞一定能夠管治好香港的信心，源於對國
家富強、民族振興的發展態勢的自信。

擺脫泥漿摔角 理性討論政改
張曉明的文章全面、精闢、深刻地闡述了基本法和人

大決定所確立的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豐富內涵。他
畫龍點睛地指出，評判普選制度的優劣，最重要的就是
看它是否適合該國或該地區的實際情況，在考慮香港實
際情況時，有四方面應當特別關注：一是香港特定的憲
制地位；二是香港特殊的民主發展情況；三是香港複雜
的社會政治生態；四是香港多元的利益訴求狀況。張曉
明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所作的權威論述，
釐清了香港普選問題的根本問題。事實上，政改討論過
去一段時間陷於泥漿摔角，一些人反對人大決定的言論
沒有顧及香港的憲制地位、社會利益以及實際情況，企
圖以所謂「國際標準」意圖凌駕基本法。張曉明的文章
不但釐清普選誤區，更有利於引導政改回歸正軌，推動
普選方案的落實。

張曉明的文章以大量的資料、事例和嚴謹的理論邏
輯，全面闡述了香港普選問題的歷史源流、法律基礎
以及香港的特色，指出行政長官普選制度適合香港實
際情況，具有合憲、民主、正當、穩健的四大特點，
是香港歷史上最民主的制度。整篇文章結構分明，邏
輯嚴密，以理服人，直截了當，意喻深刻，受到社會
輿論的高度關注和評價。

顯示直截了當以理服人文風
一直以來，張曉明就政改問題發表講話都是堅持原

則，一矢中的，直接點出問題的核心。記得2013年7
月，張曉明應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邀請，出席了香港立

法會午宴。這是香港特區成
立 16 年來，中聯辦負責人
和立法會各派別議員的第一
次聚會。席上，民協立法會
議員馮檢基送上一個有「筲
箕」（篩子）在上的船形道
具予張曉明。張曉明在致辭時即場幽默一番，笑言
「『篩子』何罪之有啊？我們祖先發明出『篩子』，
那是一種智慧，不然，怎麼能從一大堆稻穀中挑選出
優良品種，淘汰掉稗籽呢？所以，不能簡單否定篩子
的功能。」張曉明有關「篩子」的即興之言，幽默風
趣，入情入理，更以此說明「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
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必要性，發人深省，委婉地
反駁了反對派對提名委員會的無理指責，其智慧與急
才受到輿論的一致好評。

張曉明在去年8月23日出席一個活動時，就一針見血
地指出政改的癥結就在於反對派敵視中央。他說，如
真正有國家觀念、認同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而沒有
對共產黨的排斥敵視心理，政改便不會有如此大爭
議。政改的癥結，就在於反對派敵視中央，這就是反
對派的「心魔」。反對派「心魔」不除，對普選「葉
公好龍」的立場就難以改變。

張曉明還善於利用比喻來詮釋道理。就如外界對政
改流行一個說法叫做「袋住先」，他也贊成其先收下
這層意思，但同時指出，如果把這個方案當成「愁嫁
的女兒」，那就不敢苟同了。他強調人大決定是一個
「精品」，是一個「靚女」，頂多是之前「鎖在深閨
人未識」而已。張曉明將人大決定是「精品」分析得
玲瓏剔透、趣味橫生，極有說服力。張曉明今次發表
的6,000字宏文，更是值得港人細細品味。

林建岳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

正當香港普選進入歷史性關鍵時刻，而社會上對落實普選表現出一種悲觀情緒的時候，張

曉明以中央駐港機構最高代表的身份發表題為《以制度自信推進有香港特色的普選》的長

文，特別強調「制度自信」，不僅反映了中央對普選問題的思路，而且顯示了中央對落實香

港普選有信心，這對香港當前的普選討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對期待落實「一人一票」選

特首的香港市民來說，也是一種極大的鼓舞。張曉明的文章貫徹其一貫直截了當、以理服

人、邏輯嚴密、意喻深刻、堅持原則又平易近人的文風，不但釐清了現時社會上普遍存在的

普選誤區，而且提綱挈領地指出普選制度必須適合香港特定的憲制地位、適合香港特殊的民

主發展情況、適合香港複雜的社會政治生態、適合

香港多元的利益訴求狀況。張曉明的文章有利於普

選討論擺脫泥漿摔角困境，回到理性討論的正軌。

張曉明強調制度自信 顯示中央對落實普選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今年是香
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香港歷史博物館特
別舉辦「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布
25周年展覽」，重溫香港主權回歸的歷史
大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羅芷茵指出，不少香港市民以為香港基本
法是深奧的憲制文件，但其實香港基本法
已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中，當局期望市民通
過展覽，加深認識香港基本法在回歸後的
落實情況。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布25周

年展覽」由即日起至本月25日舉行，免費
入場。展覽以一系列展品和圖片，喚起公
眾記憶。為讓參觀者有如親臨其境，展覽
特別展出中英兩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和戴
卓爾夫人的蠟像，並模擬1982年中英兩國
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展開談判的重要
時刻，當然不少得香港回歸儀式的模擬場
景，包括中英雙方當晚使用的講台，及重
現政權交接的歷史時刻的布景。
同時，會場也展出了《南京條約》和

《北京條約》的複製品，讓市民從中了解
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割予英國的緣由。其他
展品還包括：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紀念
章、香港特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的選
舉票封套、1988年公布的《基本法（草
案）》徵求意見稿電子版本等。展覽並設
有互動遊戲、拍照區和親子遊戲區，增添
趣味。

羅芷茵近日在接受《政府新聞網》訪問時說，她期
望市民通過展覽，加深認識香港基本法在回歸後的落
實情況，並特別推介「兩大展品」：包括鄧小平和戴
卓爾夫人蠟像，及香港政權移交儀式的兩座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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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岳

【編者按】由中國新華電視控股有限公
司出品的《香港傳真》， 聚焦香江熱點話
題，對話新聞當事人。《香港傳真》每周
日晚7時30分透過中國新華電視中文台（香
港地區：nowTV 369頻道）播出。
《香港傳真》WeChat ID：cnchktv。
昨日是五四運動96周年紀念日。梁啟

超在《少年中國說》中曾寫道：「少年
強，則國強；少年屹立於世界，則國屹
立於世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
特區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在接受《香港
傳真》訪問時強調，少年強，離不開
「教育」這一重要環節。
國際化的教育背景及多年海外生活經
歷，讓陳智思夫婦對教育有更多思考，
「我太太覺得前期的學習，比如說小

學，最重要的是品德培育，而不是說為
了考試，為了高分，接着進入更好的學
校。她跟我說，似乎沒有一間學校完全
契合我們的理念。」
2012年，陳智思開辦了一間私立小

學，由他太太出任校監。開始的學生只
有他們的兩個孩子。學校規模小，除了
實行小班教學、師生比例低至一對一至
二人外，最特別之處，就是校方要求家
長高度參與教育，不僅要走進課室坐下
來一起旁聽課程，每月還舉辦家長工作
坊，專門教家長如何教育孩子，希望能
夠將這種教學模式延續到每個家庭。

多元化社會 家長應有得揀
陳智思認為，現代社會競爭激烈，一些

最基本的教育反而易被人忘記。他的學校
注重品德培育，強調孝順父母，樹立家庭
核心觀念，還開設課程教孩子做家務。如
今，陳智思的長子已從這間小學畢業，升
入香港的一間中學。小學規模也擴展到20
多人。他對記者說，開辦學校並非對現行
教育制度的不滿，「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
社會，應該提供多一些選擇給其他家長。」
陳智思畢業於美國著名的文理學院──

波莫納學院。文理學院注重博雅教育。他
認為，博雅教育是對思維的訓練，培養人
從更宏觀、平衡的角度看待問題。「我讀
藝術的，你可以說藝術和我今天做金融或
公職完全是兩碼事，但正是因為我有這樣
的機會學藝術，讓我思維上有創新性，不
是從一個純商業的角度看事情。」

港要吸全球人才 育國際人才
身為受惠博雅教育的典範，陳智思在擔

任嶺南大學校董
會主席期間，致
力推行博雅理
念。陳智思呼
籲，博雅教育不
應該只是出現在
某一個階段，而
應貫穿社會的整
個教育體系。
「香港正走向一個新時代，我們需要重新
定位，以往純經濟模式去帶動社會，這個
當然還會存在，但不能單靠經濟模式，因
為內地其他城市都在做類似的事情，怎麼
讓香港保持優勢，除了經濟模式外，還需
要很多其他的文化、藝術去支撐。」他認
為，香港要吸引全球的人才，也要培養國
際化的人才，博雅教育必不可少。「我想
這方面我們是做得不夠的，需要做更多
事。」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陳智思：博雅教育必不可少

奚安竹自1977年加入英國外交部後，曾多次在香港
擔任要職。1997年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

奚安竹被任命為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副總領事，2008年
4月至2012年9月期間則任英國駐港澳總領事。今年4月
20日，奚安竹被任命為香港英商會行政董事。

成功核心因素獲保障 續吸大量外資
作為曾親眼見證香港回歸中國的英方人員，奚安竹指
出，「一國兩制」實施至今，香港固有的商業、貿易、
投資等模式，市場運作的獨特性等成功的核心因素得到
保障，香港也繼續吸引大量的海外投資。
他說，香港回歸中國前，有人認為英國公司在港的利
益會被削減，但實際情況是，香港現在有更多的英國公
司在投資，到英國投資的香港公司也越來越多。

海外中小企進軍內地 港是首選
在外交生涯結束之後接受行政董事一職，奚安竹表

示，今後的工作重點將是服務英國、中國內地、香港特
區之間的商貿關係，提升貿易額。英商會一直鼓勵英國
和其他海外地區的企業來港開展業務，其會員也非常看
好香港，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很有信心。
隨着中國內地的商業機會越來越多，投資環境更加開
放，外國投資者可更方便進入內地市場，但奚安竹認
為，香港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對於大部分海外的
中小企業，想要進入中國內地市場，香港應該被首先考
慮，香港有更便捷的基礎設施、資源和商業環境。」
奚安竹說，如今有更多的中國內地企業，利用香港的

資本市場走出國門，進入國際市場，香港作為中國內地
和海外間的門戶角色的功能仍然得到鞏固。

籲港抓機遇 續保在亞優勢
亞洲地區許多地方正在競爭成為區域商業中心，對於

香港未來的發展，奚安竹表示，在「一國兩制」保證獨
特優勢的背景下，香港須抓住機遇，繼續保持在亞洲地

區的優勢和競爭力。
今年3月，英國正式申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亞投行），成為首個申請加入亞投行的西方國家。奚
安竹表示，英國非常樂意擴大和中國內地、香港良好的
經貿合作關係，英國參與亞投行的投資計劃能讓英國的
企業受益。對於在香港的英國企業來說，亞投行具有投
資戰略意義，將帶來商業機會。

保港獨特優勢競爭力
英商會董事讚「一國兩制」：

■陳智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國是香港特區在歐洲第三大貿易國家，香港與英國去年的

貿易額總值達1,027.58億港元。新上任的香港英商會行政董事奚安竹（Andrew Seaton）在接

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表示，「一國兩制」保證了香港獨特優勢，在港的英國企業非常看好香港

的發展前景。在「一國兩制」保證獨特優勢的背景下，香港須抓住機遇，繼續保持在亞洲地區

的優勢和競爭力。

■奚安竹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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