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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港大校友關注組」自編自導
自演的投票鬧劇，最終一如所料以
大比數通過所有動議，包括：「指
令」校委會盡快任命陳文敏為副校
長；要求剝奪特首的校監職位等
等，都毫無懸念地獲得通過。然
而，有關投票卻不具有強制性，更
不具備公信力，原因很簡單，大部

分得票都是沒有親身出席的授權票，是反對派通過動
員收集回來的。而且，支持有關動議的不過七八千
人，只及議會共16.2 萬名成員的幾個百分點，請問如
何代表廣大校友？請問結果有何公信力？

事後在網上更流傳出一張照片，就是「關注組」核
心成員葉建源、張韻琪與畢業生議會主席溫頌安在投
票現場的合照，照片中三人笑容燦爛，猶如參與「慶
功宴」似的，也令人懷疑「關注組」與畢業生議會在
事件中沆瀣一氣，是一場裡應外合的政治炒作。事實
上，「關注組」不過是反對派操控的傀儡組織，由葉
建源出來牽頭，背後操盤的卻是公民黨、民主黨等反
對派。這個「關注組」的目的就是要將副校長遴選風
波不斷鬧大，並且一直延續至11月的區議會選舉，為
反對派參選人提供彈藥。
「關注組」的狐狸尾巴很快就露出來。近日港大學
生會前會長兼港大校友關注組副召集人王振星，隨即

乘着近日的「人氣急升」，摩拳擦掌的準備參選太古
城東選區，挑戰新民黨現任區議員謝子祺。類似的個
案還有不少，總之就是一些有意參選區選的人士，紛
紛利用參與「關注組」的平台，高調介入港大副校長
遴選風波，用以提升自身的知名度，為出選準備。試
想一下，就如王振星之流只是一名工程師，名不見經
傳，儘管得到反對派的支持，但「空降」挑戰現任議
員勝望依然甚低。但反對派卻安排他出任「關注組」
副召集人，爭取傳媒曝光，讓一個寂寂無名的小政
客，變成港大校友的代表，為參選儲蓄聲望。
類似的例子也包括葉建源，他是立法會教育界功能

組別議員，但在「佔中」一役，他身為教育界人士，
卻煽動學生參與違法行動，已經引起了不少教育界人
士的反感。而他在任內對於教師權益毫無關注，反而
將精力時間投放在政治行動之上，反香港基本法教

育、反國民教育、反政改、不斷製造政治風波，對業
界利益卻不屑一顧。如此表現，他在下年立會選舉能
否得到教育界選民支持，仍然是未知數，始終教協也
非隻手遮天。就是知道葉建源議席不穩，所以反對派
才決定派他擔任「關注組」召集人。其實，反對派不
少政客都是出身港大，由葉建源出來牽頭不過是為了
提升其聲望，讓他擔大旗為明年立會選舉作準備。
在選舉前夕，香港社會從來都是政治風波不斷。這
次港大副校長遴選風波也是和選舉有直接關係，反對
派除了要為陳文敏抬轎，進一步控制高等教育界之
外，更是要製造政治風波，將事件炒作成選舉議題，
讓參選人借機曝光，至於大學自主、港大以至香港的
利益卻不在他們考慮範圍之內。港大副校長遴選風波
根本是一場政治操作、一場選舉炒作，所謂「關注
組」真正關注的，不過是反對派的選舉利益而已。

「關注組」炒作副校長遴選風波志在區選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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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至今，70年矣！回望歷史，人們應該記取
什麼？又該以怎樣的姿態走向未來？筆者應中央有關
部門邀請，有幸出席紀念大會和閱兵現場觀禮，親耳
聆聽了習近平主席講話。這個講話雖短，但內涵豐
富，尤其值得人們關注和思考的是，習主席全面系統
地闡述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歷史觀、和平觀
和國際秩序觀。解讀「三觀」，有助於人們準確認識
「中國道路」，以及中國處理各種難題的思路和方
法。

中國的歷史觀
以什麼樣的歷史觀解讀歷史，決定着我們會塑造怎

樣的世界、走向怎樣的未來。習主席說：「經歷了戰
爭的人們，更加懂得和平的寶貴。紀念中國人民抗日
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就是要銘記歷
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這是肺腑之
言，也是從歷史中得到的啟示。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燃遍四大洲2,000多萬平方公
里的土地，80多個國家和地區、20億人被捲入戰火，
傷亡超過1億人，其中中國傷亡人數超過3,500萬人。
少數軍國主義者的肆意妄為，帶來的是人類社會的一
場巨大災難。

然而，面對這樣慘痛的歷史教訓，今天仍有一些國
家沒有以正確的歷史觀去解讀。從參拜靖國神社，到

解禁集體自衛權；從修改歷史教科書，到否認戰爭罪
行。人們看到，一些日本政客挑戰歷史、衝撞公義的
狂妄沒有絲毫減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的戰後70
周年談話，遮遮掩掩，閃爍其詞，缺乏誠意。日本國
內正確認識歷史的主張，被說成了「自虐史觀」；還
原南京大屠殺、追查慰安婦真相的努力，被視為對日
本的攻擊。作為昔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員的美
國，出於今天「美日同盟」的考慮，對二戰歷史採取
模糊化處理方式，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苗頭「睜一
隻眼閉一隻眼」，慫恿其一步步走向危險之路。

如果不能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收穫經驗，就難以書
寫正史、形成正見、走上正路。銘記歷史，並非宣揚
仇恨，而是不容歷史被否認、歪曲、篡改，防止軍國
主義復活，維護來之不易的二戰勝利成果和國際公平
正義。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
年，習主席闡述的中國歷史觀警醒世界！

中國的和平觀
中國的和平觀須從兩個維度解讀。一是各國應該怎

樣維護世界和平？二是中國如何在維護世界和平中發
揮作用？

各國如何維護世界和平？習主席說：「為了和平，
我們要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偏見和歧視、
仇恨和戰爭，只會帶來災難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

相處、和平發展、共同繁榮，才是人間正道。」
綜觀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有利益的搶奪、文明的

衝突、民族的仇恨、意識形態的對立等諸多因素。聚
焦二戰結束70年來的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朝鮮戰爭、
越南戰爭，以及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長期冷戰，源於
意識形態的對立；三次中東戰爭，源於對石油資源的
搶奪；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既有利益的搶奪，
又有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消除這些因素，
是遏制戰爭、締造和平的關鍵。

「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倡導各國在追求本國利益
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
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
係，就是站在消除戰爭因素的角度思考世界和平，各
國須認識到一個道理：戰爭最終會造成雙輸、多輸的
結局，和平最終實現雙贏、多贏。「地球村」並不
大，結成一個命運共同體，大家才會有好日子過。

中國如何在維護世界和平中發揮作用？習主席說：
「為了和平，中國將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中華
民族歷來愛好和平。無論發展到哪一步，中國都永遠
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永遠不會把自身曾經經歷過
的悲慘遭遇強加給其他民族。」他還鄭重宣佈，中國
裁軍30萬！

「君子和而不同」、「家和萬事興」、「和為
貴」，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中國，對「和平」、「和
睦」、「和善」、「和諧」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但時
至今日，對於中國的和平崛起，一些國家仍然心存疑
慮。習主席闡述的中國和平觀，既有莊重承諾，又有
裁軍實招，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的視野、胸襟和誠意。

中國的國際秩序觀

回首歷史，二戰是在缺乏國
際秩序維持機制的條件下爆發
的。二戰之後，為了維護國際
秩序，在同盟國的倡導下，建
立了美、蘇、英、中、法任常
任理事國的聯合國，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
際體系就此形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並未繼承聯合國席位，
因而中國的國際秩序觀經歷了幾個變化過程，從最初
對西方秩序觀的完全否定、對蘇聯秩序觀的遵從，到
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再到提出「三個世界劃
分」理論、同時反對美國和蘇聯的霸權。20世紀90年
代以來，中國的國際秩序觀也越來越務實。比如：主
張尊重文明多樣性、加強國際協調和合作、強調維護
聯合國權威和公認的國際準則、強調自身承擔相應國
際義務、做負責任大國，等等。

藉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習主席明確闡述了中國當
下的國際秩序觀。他說：「各國應該共同維護以聯合
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積
極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共同推進
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維護原有秩序和體
系，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是這句話的兩個重點。這表
明，儘管今天的中國已經強大了，但無意另起爐灶，
一方面維持戰後確立的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
國際體系，另一方面，順應世界多極化和全球化發展
大勢，願與各國一道推動改革，使國際秩序和國際體
系更加公正合理，剔除國際關係中的「單邊主義」、
「叢林法則」、「強權政治」、「冷戰思維」，真正
把國際秩序維護好。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上海市政協常委

習近平主席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全

面系統地闡述了中國的歷史觀、和平觀、國際秩序觀。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如何

看待二戰歷史？怎樣維護世界和平？以什麼姿態構建國際秩序？從習主席的重要講話中可以

逐一讀懂。

■屠海鳴

習近平紀念大會講話彰顯中國歷史觀、和平觀、國際秩序觀

利中央與反對派溝通
溫和派倡務實理性

陳茂波：增土地供應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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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70周年是值得中國人民紀念的日子。
70年前，中國人民經過長達14年的艱苦奮戰，無
數人獻出寶貴生命，才換取得來不易的和平。日
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暴行，也為香港帶來三年零八
個月暗無天日的災難。一批香港人不甘日軍侵佔
家園，拿起武器，組成游擊隊，浴血奮戰，不少
民眾為掩護他們也視死如歸。這些英烈的鮮血灑
在香港的土地上，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香
港的抗日鬥爭歷史是中國人民抗戰歷史的一部
分，值得我們紀念。
在兩年前全國兩會期間，我們建議廣泛地進行

抗日歷史紀念和宣傳教育活動，以迎接中國人民
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讓國人牢記歷史、守護
和平、開創未來。其中，我們認為在紀念抗日戰
爭勝利70周年的全國性活動中，應加強宣傳香
港同胞抗日的一段歷史，讓國人更多了解香港同
胞為抗日勝利作出的犧牲與貢獻。
我們也建議內地和特區政府部門加強合作，促

進香港二次大戰期間史實的搜集和維護，加強歷
史教育，並爭取建立「香港抗日歷史博物館」。
最近，國務院宣佈第二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
遺址」共一百處地點，並首次有香港的烏蛟騰抗
戰紀念碑納入名錄，這對加強宣傳香港同胞為抗
日勝利作出的犧牲與貢獻，有積極作用。

港未來緊繫中華民族未來
為讓年輕一代以史為鑑，警惕軍國主義和戰爭禍害，加

強愛國意識，致力維護和平，民建聯分別在今年四月及上
周舉辦老戰士分享會，邀請了東江縱隊的老戰士與年輕人
分享當年抗戰的經歷，令年輕人對抗戰歷史有更深刻的認
識。
紀念這段歷史，能讓我們深刻感受到，香港人是中華民

族命運共同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香港的未來，也必然
繫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未來，希望年輕人能反思戰爭與
和平，並珍惜現今得來不易的穩定繁榮。

（標題及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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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逢星期一獨
家刊載文字版節錄。
香港傳真WeChat ID：cnchktv。
根據特區政府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
2015年6月，香港私人住宅售價指數為300.7，私人住
宅租金指數為173.5，均見歷史新高。另一方面，本屆
特區政府不斷增加土地供應，未來三年至四年，連同貨
尾、未售樓花和隨時可動工的項目，可提供的單位數目
達至8. 3萬個，亦創新高。
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在接受《香港傳真》

電視專訪時指出，兩組數據背後，折射出香港土地供應
與房屋的轉換需時，同時不能忽視長久以來土地供應情
況。「為什麼過往幾年土地供應創新高但是樓價還在不
斷上升？我想主要原因在於『供求失衡』。此外，美國
在經歷金融海嘯之後，推出量寬救市，香港由於供求失
衡和低息環境，外來投資和炒賣導致樓價升幅大。」

改規劃升密度增短中期供應
陳茂波透露，為解決「供求失衡」問題，增加房屋土
地供應是根本，發展局採取短中長期措施多管齊下。長
期土地開發計劃一般需要11年至14年完成，發展局會
按部就班去做，但要解決市民「上樓」、「上車」的燃
眉之急，短中期的重要手段是改劃土地用途和增加可發

展密度。
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表示，在維港以外填海是長期解

決土地供應的其中一個辦法。陳茂波認為，填海造地在
香港已有過百年歷史，亦是香港主要的土地供應來源。
「填海是未來的一個重要選項，在維港以外的地方做。
特區政府已將具有發展潛質的近岸填海地點進行規劃研
究並展開多輪公眾諮詢，早前否決的欣澳填海研究撥款
將在立法會10月復會後再次提交。」

開發6%土地即可實現雙贏
陳茂波承認，香港在土地開發上面臨不少客觀限制，

但依然有能力在解決居住和保育環境方面實現雙贏。
「目前，我們除了24%已經發展以外，正在做的這些規
劃僅佔香港土地面積6%。如果能夠順利推進，就可以
解決香港的居住問題，同時也都保留比較好的環境。」
陳茂波坦言，上任3年多以來，發展局秉持「有商有

量」態度，爭取共識。「我們每一個項目都諮詢區議

會，也曾經試過，大家商量
認為我們在沙田選中的土地
不合適，結果通過商量，提
出其他建議，最後我們也採
納了。」
對於部分「為反對而反

對」阻撓政府覓地， 陳茂波
表示遺憾，「難免有一些人
反對，是另有目的。如果這
個項目是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的，即使仍然有人反對，我
們也會按照正常程序去做，提交給城規會。獨立的城規
會考慮所有的意見之後，再作裁決。」
談到自己上任以來經歷的風雨，陳茂波坦言過程當中

難免情緒波動，但都虛心面對批評指控。「如果這件事
對香港意義重要，而且我們認為也是對的，就一定會堅
持下去，不畏懼批評。如果容許我引用兩句詩，就是
『換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斷頭台』。」

■■陳茂波早前接受陳茂波早前接受
《《香港傳真香港傳真》》專訪專訪。。

狄志遠昨日接受一個電視台節目訪問時表示，中央
邀請包括他在內的3名反對派人士上京閱兵，認

為中央或想逐步展開溝通。不過，他指自己屬「溫和
中的溫和派」，單與他們溝通並不足夠，希望中央持
開放態度，擴闊日後的溝通範圍，與每個反對派代表
溝通，「坐低慢慢傾，搵答案」，又指「中央愈開
懷，令人(港人)更有信心」，從而利及關係發展。
至於馮巍日前與民主黨會面，狄志遠指自己感到驚
訝，認為是好事，因雙方在政改時期的溝通是「姿態
多過實際」，反對派與中央多為「惡性互動」，而激
進反對派更有超越香港基本法的思維，因而令「中央
強硬派更加強硬」。他指，今次雙方均展現出願意溝
通的良好態度，期望民主黨與中央的溝通能持續發
展。

擬與鴿黨「分家」找第三條路線
正計劃退出民主黨另組新黨的狄志遠又補充指，自
己與民主黨「分家」是希望香港政治出現第三條道

路，能與中央有良性互動，透過溝通尋求共識。他續
指，現時部分政黨在處理議題上採取「延續問題」的
態度監察政府，從而取得政治效果，他則認為新路線
應以「解決問題」為目標，以務實、溫和態度溝通。
他又提到，作為政黨需要廣交朋友，不應局限與他人
的合作空間。

周浩鼎：反對派須行動上改變
此外，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昨日在《城市論壇》中
亦表示，反對派與中央溝通，不但要具備誠意，更需
在行動上有所改變。他舉例指出，反對派以往透過違
法「佔領」及拉布等行動，阻礙特區政府施政，製造
社會混亂，對香港毫無好處，反問這如何能表現誠
意。他強調中央長期打開溝通之門，促請反對派日後
將重點轉向推動民生，放棄激進態度處事才能促進溝
通。
他又樂見馮巍和民主黨會面，指民建聯黨內亦一直
向中央建議，中央應和各界別人士見面。他不擔心建

制派的票源因中央和反對派政黨溝通而被搶走，又否
認有無形之手阻礙建制派和反對派溝通。

黃成智：勿再「為反而反」
出席同一論壇的前立法會議員、前民主黨成員黃成

智則提到，民主黨願與馮巍會面，反映民主黨認同中
央憲制地位及實質影響力，中央亦以開放的態度看待
反對派的聲音。他說：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日前亦表示
冀與中央溝通，足見各反對派亦爭相承認中央憲制地
位。他呼籲，反對派應採務實理性路線，勿再「為反
而反」，做出損害市民利益的行為，同時應訂立定期
機制，讓中央與各黨派商討國家及香港的問題。

劉慧卿盼中央與不同政黨會面
民主黨主席、立法會議員劉慧卿亦在同一論壇表

示，馮巍與民主黨會面是好開始，說明願意透過溝通為
香港尋找出路。她期望中央日後可安排與香港不同政黨
會面，以便反對派向中央直接反映香港市民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日前與香港民主黨會面，引起香港政界特別是反對派內部關注。現為民主黨成員

的民主黨前副主席狄志遠昨日表示，中央和民主黨均展現出良好溝通態度，有利擺脫過去反對派以至激進派與中央的「惡性互動」。前

民主黨成員黃成智更認為，是次會面引發其他反對派表達和中央見面溝通的意願，說明各反對派亦爭相承認中央憲制地位，呼籲反對派

今後應採務實理性路線，勿再為反而反，有利定期與中央商討香港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