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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發起包圍立法會、甚至恐嚇在表決時會再次
出現激烈抗爭，威脅議員、推倒政改的企圖彰顯明
甚，就是要在議會外為否決政改虛張聲勢，一方面向
溫和反對派議員施壓，警告其不能轉軚，只能乖乖被
綑綁否決政改，另一方面不斷揚言發起以「二次佔
領」、衝擊立法會的暴力行動，對建制派議員人身安
全構成威脅，企圖以少數人的違法抗爭，逼大多數議
員和香港市民「低頭」，放棄普選的權利。

暴力威脅議員是違法行為

基本法規定，港人享有言論自由，任何人對政改有
不同看法，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意見和訴求；香
港亦是法治社會，任何人表達意見和訴求必須依法而
行。若有人以違法暴力的手段反對政改方案，不惜以
暴力衝擊立法會，妨礙議員行使投票的權利，破壞立
法會的正常運作，這是香港法律所不允許的，一定要
受到法律的約束和制裁。香港不能因為少數人的反
對，而令普選功虧一簣，不能因為少數人的政治盤
算，而犧牲整體社會的利益，更不能出現法治向暴力

示弱的荒謬現象。否則此例一開，後患無窮。
而且，反對政改的意見並非香港的主流民意，絕不

代表廣大希望落實普選的市民。昨日遊行、集會的實
際人數，遠少於反對派的預期，昨日反對派一向視為
指標的大學民調最新數據亦顯示，支持通過政改方案
的民意已上升至五成，反對的只有3成。情況說明，隨
着政改方案表決的日子日益臨近，市民更加清楚通過
政改對香港整體利益有利，不希望香港把精力都浪費
在沒完沒了的政爭之中，市民願意放下成見，轉為支
持通過政改，讓香港有重新上路、重拾希望的機會。

溫和派應成為推動民主發展的力量
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

定提出了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得到大多數香港市民認
同，香港離普選目標只有一步之遙。現在普選成敗的
命運，關鍵就掌握在反對派議員手中，說得準確一
些，是掌握在溫和反對派議員手中。不久前，專責政
改工作的中央官員與立法會議員在深圳會面時，國務

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指出，反
對派的大多數人在中央眼中是
「泛民」朋友，他們中一些人
的某些政見與中央可能有所不
同，在民主的理念、實現的方式等方面與中央的看法
也可能不一致，但他們認同「一國兩制」、認同憲法
和基本法，認同國家體制和制度，中央願意和這些
「泛民」朋友凝聚共識，希望這些「泛民」朋友能放
下包袱，成為推動香港民主發展的建設性力量。
中央和廣大香港市民希望通過政改的意向清晰堅

定，溫和反對派應該準確判定形勢，作出明智抉擇。
否決政改，是站在中央和廣大香港市民的對立面，只
能把自己逼進死胡同；支持通過政改，則開拓出全新
的局面。不同的抉擇，溫和反對派將面臨截然不同的
命運，希望溫和反對派議員以香港的根本利益、長遠
利益和國家的整體利益為依歸，順應民意，勇於承
擔，正確行使手中的權力，為推動香港民主發展和社
會進步做出無愧於歷史、無愧於港人的貢獻。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太平紳士

防止暴力衝擊立法會 明智抉擇落實普選
政改方案本周三將提交立法會進行審議表決，昨日反對派發起反政改遊行，並在立法會外

集會，連日來網上更有人不斷煽動暴力包圍立法會。政改已到最關鍵的時刻，立法會議員應

該憑良心，為落實特首普選、推動香港民主進步，投下負責任的一票，絕不允許以暴力包

圍、衝擊立法會，干擾議員投票決定，更不容許少數人採取違法暴力抗爭騎劫議會，阻礙落

實普選。全體立法會議員，尤其是溫和反對派議員，在香港民主發展的「十字路口」，要拿

出智慧和勇氣，觀大勢、順民意、擔道義，以香港長遠整體的利益為重，作出明智的抉擇。

■姚志勝

香港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8．31」決
定制定的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將於本周三（6月17
日）提交立法會審議表決。香港政制發展的關鍵時
刻，多數香港民意希望，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能夠以
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為重，通過普選法案。其中一個
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香港工商界乃至社會各界都認
為，普選法案是否通過，關係到香港競爭力的保持和
提升。
香港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國際商業中心，這是一個不爭
的事實。商業中心靠什麼留住並且不斷吸引新的國際資
本？首先當然是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完備的法制體
系，以及順暢有效的政府管治。香港由小漁村到七十年
代開始的經濟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直到回歸頭
十年克服逆境持續保持繁榮，無不與這些基本政治社會
因素有着莫大的關係。
但近些年來，圍繞着香港政制發展的政治爭拗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在如何切實落實「一國兩制」，如何忠實
執行香港基本法，如何正確把握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
利益與香港高度自治之間的關係等問題上，反對派在對
抗的道路上越行越遠，尤其是激進反對派開始崇尚尖銳
對抗，鼓動街頭政治和暴力抗爭，在議會內開展「拉
布」和不合作運動；而作為反對派政治土壤的激進社會
組織和勢力，更開始公然鼓吹「港獨」，煽動對內地民
眾的敵視和排斥。這種政治生態和社會氣氛，不僅已阻
礙特區政府的施政效率和本地大型工程的進展，也引起
國際商界的高度關注和不安。
因此，如果政改方案能夠通過，就意味着香港政治爭

拗的核心問題至少有了一個初步的共識起點，或者說共
識基礎。在這個基礎上，中央和香港反對派之間的互信
基礎就可以開始建立，對抗式的情緒和氣氛就可以消
減，激進勢力賴以成長的政治土壤和政治空間就會被壓
縮。同時，特區政府和社會可以集中精力，專注於經濟
發展和民生改善，反過來不斷消減激進勢力賴以生長的
經濟社會土壤，最終令整個香港政治、經濟、社會走出
內耗的怪圈，進入良性循環的發展坦途。
環顧當今世界，新經濟發展日新月異，放眼祖國內

地，經濟正從量變走向質變。香港如果能夠擺脫政治損
耗，有效保持並提升競爭力，就能把握國家發展的機
遇，真正有效發揮內地與世界「超級聯繫人」角色的作
用，讓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不再只是一種期望、一
個目標，而是一個不斷推進、不斷成長的現實。
通過政改方案，增益香港福祉。利在當下，功在千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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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歐盟多國駐港領事會見反對派議員，希望他們接受
政改「袋住先」。然而反對派議員仍然「企硬」，至少口頭
上仍然堅持他們口中的「真普選」，堅稱「袋住先等於袋一
世」。
「袋一世」具有很強的欺騙性。反對派透過不同的政團，
利用各式各樣的文宣，營造出那種「生死抉擇」的感覺，不
斷強化對政改的抗拒感。然而，多數香港人還是理性的，都
希望政改方案可以通過。「袋住先等於袋一世」是一個欺世
的「假命題」。
鄧小平先生的名言「發展才是硬道理」，道出了中央領導
人的世界觀和思考方法。世界上沒有永恒不變的事物，發展
是必然的規律，過程雖然可能有曲折，但大趨勢是向前的。
反對派所指的「袋住先等於袋一世」，是一種唯心論的說
法，不符合唯物辯證的思考方法。
從世界各國的選舉制度演變來看，也是一種逐步向前的趨
勢。以「民主化楷模」美國來看，美國雖在建國之初奠定三
權分立，但普選權利仍然是逐步開放。美國要在立國百年
後，Susan B. Anthony 和 Elizabeth Cady Stanton 於1878 年
提交給予婦女投票權的憲法修正案，遲至 1920 年始獲通
過；黑人的投票權雖於 1870 年憲法第15修正案訂定，但遲
至 1960 年代，才全面廢除限制黑人投票的納稅指標，使黑
人具有實質的平等政治權利。至於英國，從《大憲章》到
「光榮革命」，所限制的只是國王對貴族、國王對私有資本
的權力，迄今未有成文憲法，英國人名義上還是國王子民而
非公民，主權在國王手上而不在民眾。英美的民主雖然相對
完善，但仍各有缺陷，而且都經歷了數百年的進程，當中的
限制就是社會和歷史的因素。
香港普選同樣要符合香港的社會和歷史情況。香港受英國
殖民管治百多年，目前社會仍存在「分離主義」思潮，有人
明目張膽叫囂「港獨」。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普選只能循
序漸進，要有所「把關」。中央希望香港普選要有利於國家
主權、安全和利益，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有利於市民安居
樂業。這意味着香港的民主發展必須保障國家安全，保障香
港社會穩定，保障經濟民生發展，保障社會和諧，而不是拋
開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另搞一套，甚至採取各種暴力抗爭，打
着「真普選」的旗號，把香港變成政爭不休、混亂無序的地
方。
反對派如果能運用政治智慧，拋開偏見，其實不難看到中
央推進香港民主發展的誠意，不難看到普選可以逐步完善的
必然性，應該理解香港政改發展必須顧及歷史和現實。看清
了這些，反對派更應珍惜當前的寶貴機會，在香港民主發展
的歷史上扮演積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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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訪美結束，全世界都鬆了
一口氣，中美兩軍似乎不但不會開戰而且在兩軍新
型關係上又走前了一步，而國際社會不用擔心會發
生新的世界大戰，也不用擔心會有新的冷戰。依筆
者觀察，這回美國防長卡特揚言進入中國南海島礁
12海里，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意在引越南上鈎。
這次范長龍訪美，推進了中美兩軍關係是不爭

的事實。這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美陸軍合作
交流框架協定，成功簽署生效；雙方還簽署了軍
事檔案合作安排備忘錄。中美雙方還就「兩個互
信機制」：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機制和海空相
遇安全行為準則的有關附件進行了探討，表示將
力爭在習近平主席訪美前完成空中相遇安全行為
準則（「空中相遇」附件）的磋商。

南海問題是中美關係的插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范長龍還提出了中美新型

軍事關係的核心內涵：「互信、合作、不衝突、
可持續」。對此，美防長卡特似乎沒有回應，可
能還要想清楚，這就跟奧巴馬對習近平提出的中
美兩國新型大國關係的原則「不衝突、不對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也還有些疑惑一樣。不
過，始終由中方提出了核心內涵，表明了中國軍

隊的戰略意圖。
解放軍明確提出兩軍「不衝突」，這一條如果

能夠做到，或者美軍也表示有意這樣做，那麼，
首先是中美兩國人民不用擔心兩國會開戰，而且
全世界也不用擔心會發生新的世界大戰，也不用
擔心會有新的冷戰。
這次中美軍頭會面前夕，兩軍在中國南海島礁

有所動作。美方一度說出要進入中國島礁12海里
的狠話，結果，這次中美兩軍似乎都認同：「南
海問題只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插曲」。中方表示
了捍衛國家核心利益的堅定意志，美方則再次表
示秉持不選邊站隊立場。這也許是空話，因為美
方的利益在於利用南海糾紛作為重返亞太的籌
碼，但是再次重申畢竟是一個國際承諾，有一定
的約束力。
筆者認為，中方的島礁建設其實已經得到美國的

默認，儘管五角大樓心裡不一定舒服，但是只能接
受新現狀，接受新常態。固然，中方也表明「填島
夠用就行」，似乎中國的填島將告一段落。也許，
有些人認為這是北京讓步，但事實上就是「夠用就
行」，3,000米跑道已經完成，下一步主要不是擴充
面積，而是加緊地面相關各種建築的工程。而對五
角大樓來說，也可以說是一個下台階。

假動作蒙騙越南上鈎
其實，美防長卡特親口說出「不排除進入中國

南海島礁12海里」，表面上針對中國，實際上是
要在越南拿好處。眾所周知，越戰使美越成為宿
敵，美軍在越戰時投放「橙劑」的後遺症，這致
使越南14%的國土400萬居民受致癌毒藥殃禍，
並直接導致100多萬越南兒童先天性殘疾，有的
一出生就沒有眼睛。2012年開始，美方計劃花費
鉅款清除越南大面積的污染土地，但是現在清理
遠遠未完。
在卡特製造南海緊張局勢後不久，他到訪越

南，拿回了《國防關係聯合願景聲明》。兩國表
示要進一步加強兩國國防關係，共同處理戰後遺
留問題，確保地區和平，分享在搜救、應對自然
災害、維和等問題上的經驗。實際上，兩個宿敵
有了軍事合作關係。筆者相信，美國不但得到美
越軍事合作，也減少在越清理「橙劑」的費用。
本來，越共還是擔心美利用400萬越僑對河內
搞顏色革命，對美有戒心，但是，這回被美針對
中國南海島礁的假動作蒙騙，乖乖上鈎。不過，
筆者相信，越南人的仇恨不會這麼快消失，至少
在「橙劑」後遺症完全消除之前不會。

美揚言入中國南海島礁的真實意圖

■責任編輯：楊 友 2015年6月15日（星期一）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楊力 海濤

2017 一定「會」得

一名真正的政治家，一定會極力維護香港的
整體利益，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港英
統治香港一百多年，總督一直由英國委任，回
歸祖國以後，香港同胞才真正有了選擇行政長
官的權利。政改方案如獲通過，香港將歷史性
地實現普選，香港同胞將第一次享受「一人一
票」選特首的權利。這也將結束香港社會在政
改問題上的長期爭拗，有利於香港政府和社會
各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無疑符合
香港的整體利益。同時，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
飽受苦難，當前國家統一、人民安居樂業的局
面必須備受珍惜。行政長官普選事關國家主
權、安全和重大發展利益，因此在方案設計上
必須依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排除「死
硬派」爭奪香港的最高管治權，這符合國家和
民族的整體利益，也為絕大多數港人所理解。
所以我們相信反對派中一定有真正的政治家，
一樣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一樣認同香
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會自貶身價、助紂為
虐，為了極少數死硬反對派的利益去損害國
家、民族和香港的整體利益。
一名真正的政治家，一定會有歷史的深邃思

維、長遠的戰略眼光。縱觀世界各地民主發
展，包括反對派心目中民主天堂英國、美國，
民主制度的發展都經歷了長期乃至數百年的過
程。香港回歸後，如能在20年內實現普選，
已是世界民主發展史上的奇跡。當前的方案已
經是根據香港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原則所能確
定的最民主的方案，即使某些反對派認為目前
的方案還不盡善盡美，只要他們還有起碼的良
知和基本的政治邏輯，就無法否認，由1200
人選出特首，到1200人提名後一人一票選出
特首，是歷史的重大進步。民主發展沒有最

好，只有更好。依據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哪
怕當前再完美的方案，今後也會根據實際情況
更趨完美。但是當這些社會演變還未發生的時
候就要求中央和特區政府明確承諾，今後普選
方案何時優化、如何優化，無疑是癡人說夢、
強人所不能。我們寧願相信，反對派應該有真
正願意尊重歷史邏輯和科學思維框架的政治
家，在歷史性關頭作出正確選擇。
一名真正的政治家，一定聽得到多數市民的

心聲，體會到最真實的民意。反對派操縱的三
間大學聯合滾動民意調查，也不敢冒天下之大
不韙，無視支持政改的力量長期領先反對政改
力量的事實，只能用一些所謂 「黃金交叉」
的小伎倆，來欺騙和誤導市民。120多萬市民
公開簽名支持政改方案。多數民調顯示有超過
六成甚至七成的市民支持立法會通過政改方
案。連以幾名民主黨成員為骨幹的政改民意關
注組委託嶺南大學進行的政改表決前最後一次
民調結果也顯示，支持通過政改的比率領先反
對者7個多百分點。公道自在人心，理性的市
民都會明白，真正的民意一定高於反對派操縱
的民意調查。上周，在強大民意壓力下，連那
份一貫反對政改的「水果」報紙也不得不刊登
了幾篇支持政改的文章，一些長期在幕後操控
反對派的英美勢力也不得不公開表態支持政改
方案。我們不能相信反對派會在這樣的民意面
前掩耳盜鈴，我們寧願相信他們中間一定有人
體會到港人的真切期盼，對民意保持一種最起
碼的尊重。
一名真正的政治家，一定會有自己的偉大理

想，一定會為了理想超越小我和算計。儘管對
民主的理解不同，我們也相信27名反對派議
員中至少應該有那麼幾位，不僅僅是嘴上呼喚

民主，而應該在內心深處有一種對民主理想的
堅守。也許他們對促進香港民主發展的道路、
節奏、方式與我們有所不同，但在促進香港民
主發展這一點上應該與我們有共同的理想和信
念。當真正的民主擺在面前的時候，他們應該
能夠做到不再計較自己的選票得失，不再計算
同一陣營中所謂朋友的蠅頭小利，不再顧及自
己一貫反對的堅持或 「臉面」，而是遵從內
心對民主的真正追求，為理想投下超越小我的
贊成一票。
一名真正的政治家，一定能夠無懼威脅，無

懼抹黑。反對派偏激勢力甚至威脅恐嚇反對派
議員，誰投贊成票誰就應自殺謝罪；一些反對
派甚至不惜製造謠言，稱議員誰支持政改誰就
是接受了3億元的好處，用這些毫無事實依據
的謊言抹黑他人，掩飾自己內心的恐懼；還有
的激進勢力正在發起包圍甚至衝擊立法會的非
法行動，企圖用暴力脅迫和人身攻擊來阻止議
員遵從內心良知。這些激進勢力違背民意、違
背理性、違背法治的所作所為，正是他們極端
心虛的體現。我們寧願相信，反對派應該有真
正的政治家，能夠無懼恐嚇、無懼抹黑、無懼
暴力，以大無畏的歷史擔當和勇氣，投出支持
政改的寶貴一票。
中央堅定支持香港推進民主，實現普選；特

區政府堅持「2017，一定要得」；廣大市民
期盼「2017，一人一票」。我們堅信立法會
表決後，「一定要得」將轉變為「一定會
得」。身邊有不少朋友講，不要對反對派抱有
任何幻想，27個人一再綑綁，怎麼可能會在
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有人甚至嘲笑，相信反
對派是極端的政治幼稚，還不如相信太陽會從
西邊升起來。我們尊重這些朋友的想法，但仍
然認為一個中央支持、市民贊同、國際認可，
合情、合理、合憲、合法的普選制度，沒有理
由在立法會不獲通過。我們不敢相信，所有反
對派議員都會背棄國家、背棄香港、背棄民
意、背棄良知，所有反對派議員都是只計自我
小利的政客。我們寧願相信，反對派中應該有
政治家，以無私、無懼、無我的政治勇氣、政
治智慧和政治擔當，擺脫綑綁式投票的束縛，
投下支持普選、支持民主、支持香港未來的一
票。無論他們過去說過什麼、做過什麼，只要
在歷史關頭選擇站在國家和市民一邊，已足以
使他們成為載入香港史冊的政治家。
2017，一定「會」得。

（作者為香港傳媒高層）

6月17日，香港特區政府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將提交立法會審議、表

決。方案能否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贊成通過，似乎成為拋硬幣遊戲，最

終會停在哪一面，沒人敢給予肯定。因為反對派議員多次公開綑綁聯署，聲

稱堅持否決，很多人認為方案通過希望渺茫。但我們認為，2017一定「會」

得。因為方案有中央的堅定支持，有廣大市民的殷切期盼，有國際社會的廣

泛認同，合情、合理、合憲、合法，可謂萬事俱備，只欠尊貴議員投票贊成

的東風。在這香港發展的十字路口，我們寧願相信，反對派中一定會有真正

的政治家，能夠超越黨派之爭、個人利益，能夠以足夠的政治智慧、勇氣和

擔當，投下關鍵一票，推動民主闊步前進。

——我們寧願相信反對派中應該有真正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