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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輿論對於馮巍與民主黨的會面反應正面，一個
主要原因是近年本港政爭激烈，不但導致政治攻訐愈
演愈烈，更令行政立法關係長期緊張，政府施政屢遭
拖後腿，長此下去香港將陷入空轉。因此，外界視馮
巍與民主黨的會面為中央釋放出來的信號，反映中央
並未因為政改方案被否決就關上溝通大門，對於民主
黨等溫和反對派，中央仍然視為可以溝通的對象，這
對於穩定「後政改」時期的政局有積極作用。同時，
有意見更進一步指出，民主黨應該更好地扮演「忠誠
反對派」的角色，在兩陣對立的環境下，開闢出一條
生路。

「忠誠反對派」的涵意

對於「忠誠反對派」的提法，引起了社會的廣泛討
論，持肯定觀點的認為，民主黨等溫和派並沒有以對
抗中央作為黨綱，也認同「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扮
演「忠誠反對派」的角色適合不過；而且香港社會要
擺脫二元對立的政治惡鬥，必須發展出強大的中間勢
力，「忠誠反對派」正好扮演有關角色。但也有質疑
者認為，外國的「忠誠反對派」有機會上台執政，但
香港反對派卻沒有機會，不能簡單比較。有激進派人
士更指這只是分化反對派的圖謀云云。其實，只要了
解到「忠誠反對派」的涵意，就會明白中央是真心誠
意希望見到香港出現「忠誠反對派」。
「 忠 誠 反 對 派 」 一 詞 源 於 英 文 “Loyal
Opposition”，最早出現在英國或其他英聯邦地區國會

的在野黨，他們被稱為「女皇陛下的忠誠反對派」
“Her Majesty's Loyal Opposition”，意思是這些政黨
雖然在政綱、政策、定位上與執政黨不一樣，甚至以
打擊執政黨為己任，但同樣擁護皇室及英國的憲法制
度，忠誠於女皇和國家。1940年美國大選中敗給羅斯
福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溫德爾．威基，在其敗選演辭
中更加完整地定義了何謂「忠誠反對派」：「我向自
己說，『你在未來四年的責任，是充當一個忠誠反對
派。』……所以，就讓我們不要陷入黨派政爭的錯誤
中，徒然為反對而反對。反對之目的，必須是為了成
就一個更強大的美國，而不是為了削弱之。」
綜合而言，「忠誠反對派」有兩大特點：一是認同

現有的制度、憲法、主權。二是不會因為黨派之見而
犧牲國家的利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凌駕於黨派利益
之上。就香港而言，中央期望的「忠誠反對派」也是
有兩大特點：一是遵守基本法和國家憲法、恪守「一
國兩制」原則、不會挑戰現行的國家制度。二是以香
港利益以至國家的主權和利益為重，不會因為黨派利
益而罔顧香港利益，不會因為黨派鬥爭而「為反對而
反對」。任何做到這兩點的反對派人士，都可以歸類
為「忠誠反對派」，成為香港政局的建設性力量。

走激進只會進一步被邊緣化泡沫化
香港過去苦於政爭久矣，一個原因在於長期出現的

二元對立，激進反對派人士為了打擊特區政府，不惜
拖垮政府施政，接二連三的拉布令立法會陷入空轉，

他們更在社會製造一連串的政
治風波，導致香港社會陷入無
日無之的政治漩渦之中。激進
派能夠在政壇上搞得滿城風
雨，與反對派內缺乏一個有力的制衡力量有莫大關
係。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政改方案討論中，其實
不少溫和反對派人士都認同應讓政制向前，認同應該
「袋住先」，但由於缺乏一股力量與激進派抗衡，導
致反對派被激進派綑綁，最終令普選夢想成為泡影。
因此，香港需要「忠誠反對派」，一方面監督政府施
政；另一方面能夠以尊重憲制、理性務實的態度處理
各種政治議題。這對於香港政局的穩定以至將來重啟
政改，都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對於溫和派來說，成為「忠誠反對派」亦是他們唯

一生路。在「一國兩制」之下，與中央對抗的政客注
定不可能參與政府管治，甚至在發展上也會舉步維
艱。與中央對抗的「死硬派」根本沒有前途，這是香
港的政治現實，誰也改變不了。溫和派如果繼續與激
進派鬥激進鬥極端，只會在香港社會進一步被邊緣
化，中間支持者大量流失，黨員也不會留戀一個沒有
前景的政黨，泡沫化必定是唯一的結局。唯有成為
「忠誠反對派」，溫和派才可找到持續發展的出路。
現在中央已經展示了誠意，關鍵就是看民主黨等溫和
反對派能否拿出決心和魄力，抵住激進派的施壓，走
上一條康莊大道。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成為「忠誠反對派」是溫和反對派的唯一出路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早前與民主黨領導層會面，社會輿論對此反應正面。有意見更認

為香港需要「忠誠反對派」，呼籲民主黨等溫和反對派應該扮演「忠誠反對派」的角色。

「忠誠反對派」最早見於英國或其他英聯邦地區的國會在野黨，這些黨派雖然未必認同執政

黨的政策綱領，甚至以打擊執政黨為己任，但對於皇室及整個制度及憲法卻保持「忠誠」，

不會動搖或挑戰現行憲制。在香港，「忠誠反對派」的意思就是以是否遵守基本法、恪守

「一國兩制」、尊重國家主權和利益作為分界。「忠誠反對派」既是中央對溫和反對派的期

望，也是他們的出路，因為在「一國兩制」之內，以推翻執政黨為目的的政黨根本不會有生

存空間，這是香港的政治現實。溫和反對派不論從香港利益出發還是從自身發展考慮，成為

「忠誠反對派」是其唯一的出路。

蔡志婷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 北京市政協委員

銘記英雄功績 堅決維護和平

與以往國慶閱兵相比，此次閱兵除了展示國
家的最新軍備，展現綜合國力強大，還具有重
溫歷史、宣揚和平的明確主題。習近平主席發
表重要講話指出，舉辦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
閱兵，就是要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
平、開創未來。在整個閱兵儀式中，最讓筆者
難忘的是「抗戰老兵方隊」。當抗日老兵乘車
方隊最先出場，駛入天安門觀禮區時，全場爆
發出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觀眾揮舞起手中的
小國旗向老兵致敬，場面令人動容。

國家尊重抗戰老兵
70多年前，這些老兵也曾是風華正茂的熱

血青年，他們背負國恨家仇毅然從戎，在國家
民族生死存亡最危急的關頭，以血肉之軀抵抗
日本侵略者，前仆後繼，頑強抗爭，犧牲到
底、抗戰到底，共同寫就氣壯山河的抗戰史

詩，展現出中華民族不畏強暴、誓不低頭的
英雄氣概。70年過去，歲月滄桑已把他們變
成耄耋老人，據介紹，參加這次閱兵的抗戰
老兵平均年齡90歲，最年長者102歲。
專門安排抗戰老兵接受檢閱，代表了國家和

人民對抗戰老兵的致敬，代表了國家沒有忘記
所有抗日英雄為中華民族作出的巨大貢獻。今
天我們緬懷為中華民族浴血奮鬥、英勇犧牲的
抗日英雄，體現國家對歷史的包容和尊重，以
偉大的全民族抗戰精神，激勵所有中國人團結
一心，將愛國情懷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以筆者的年齡和經歷，和今天香港年輕一代

很相似，都是生活在和平的日子，與抗日戰爭
的歲月相距久遠，對抗戰歷史的認識主要通過
各種書籍、圖片展覽、音像作品獲知，並無太
多感性認識，對抗戰的歷史了解相當淺薄。此
次閱兵是筆者首次較近距離觀望、注視到抗戰

老兵，親身感受到現
場數以萬計觀眾對抗
戰老兵的歡呼喝彩，
強烈地感受到相隔70
年後國家人民對抗日
英雄的尊重，對國家
民族的認同感、歸屬
感油然而生，一下子
對抗日歷史有了更多
的認識，國家落後捱
打、人民遭欺凌的憂患意識特別強烈，更加提
醒自己要牢記沒有國哪有家的道理，更加清楚
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意義重大，困難再多、
阻力再大，也要義不容辭地努力推動。

中國永不稱霸愛好和平
我們這一代人很幸運，未曾經歷過戰爭帶來

的痛苦。此次閱兵亦提醒世人：勿忘歷史，珍
惜和平。習近平主席擲地有聲向全世界宣示，
中國將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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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文化講究
和為貴，中華民族歷來愛好和平，中國人的血
脈中沒有稱王稱霸、窮兵黷武的基因。中國將
以史為鑒，堅定不移走相互尊重、平等相處、
和平發展、共同繁榮的人間正道。

能有幸出席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儀式，心情激動，感受良多。相信

不少出席者與筆者一樣，對國家尊重抗日老兵、尊重歷史而深深感動。正

因為千千萬萬抗日英雄浴血奮戰、為國捐軀，打敗日本侵略者，挽救了中

華民族，我們今天才能享受到安穩舒適的生活，抗日英雄的豐功偉績值得

所有中國人永遠銘記。經歷戰爭，更懂得和平的寶貴。習近平主席在閱兵

儀式向全世界鄭重宣佈中國裁軍30萬，彰顯中國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為

世界樹立捍衛和平的榜樣，更展示中國有能力維護主權利益、實現民族復興

的自信。

非常榮幸獲中央邀請參加「紀念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儀式」。我的
座位安排在觀禮台西翼，剛好能看
到閱兵儀式結束時萬千氣球升起形
成的中華龍，在天安門廣場上空飛
舞，象徵了中華民族的雄起。
中華民族百多年來不斷受列強的
欺壓凌辱，特別是上世紀30年代
起，日本法西斯開始侵略中國，蹂
躪中華民族長達14年，造成3,500萬中國同胞傷亡。國家
處於生死存亡的最危險關頭，中國人民奮起抗爭，誓死抵
抗，經過8年艱苦抗戰，最終取得偉大勝利。這一偉大勝
利，開闢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開啟了古老中
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抗戰的偉大勝利，洗刷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來侵略屢
戰屢敗的民族恥辱，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
位，使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又經過
70年艱苦奮鬥，如今中國的國力與日俱增，經濟總量已排
在世界第二，中華民族已經昂首挺胸屹立於世界民族之
林。中國雖然強大了，但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習近
平主席向全世界宣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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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
將堅持同世界各國人民友好相處，堅決捍衛中國人民抗日
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努力為人類作出新的
更大的貢獻。中國銘記歷史所啟示的偉大真理：正義必
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
本次閱兵，我深深感受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

自信。閱兵展示的軍隊素質之高，武器裝備之精良，已經達
到世界先進水平，足以應對任何挑釁。中國擁有「航母殺
手」之稱飛彈，以及一系列精銳武器，有足夠能力保家衛
國，維護主權利益，讓所有挑戰者膽戰心驚；而且，有了強
大的軍隊作後盾，將為中國展開對外經濟交流合作，推動
「一帶一路」戰略，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和支持。
70年前，無數先烈英勇犧牲，徹底打敗了日本軍國主義
侵略者，捍衛了中華民族5,000多年發展的文明成果，捍衛
了人類和平事業，鑄就了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
舉。今天，我們更應團結齊心，共同努力，完成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事業，以敬慰先烈。

日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等
人，就2014年9月26日學生衝入「公民廣場」之事，以涉嫌
煽動他人參與非法集會被起訴。是次起訴，顯示警方對於任
何破壞法紀的行為絕不容忍，是合法合情合理的處理。
讓我們簡略回顧當日的情況：「佔中」發生前，黃之鋒
等人發動罷課，大量罷課學生聚集在政府總部前的空地；
黃之鋒在當日夜晚，鼓動學生衝入「公民廣場」，部分學
生響應，攀越3米高的圍欄，並進入集會地點旁的廣場，警
員與學生發生肢體衝突，更有部分學生在混亂中跌倒。9月
28日凌晨，戴耀廷宣佈「佔領中環」正式啟動。
由這個簡單的時間線，我們可以得知，醞釀超過1年、最
終困擾香港人3個多月的違法「佔領中環」行動，就是由黃
之鋒煽動學生衝入「公民廣場」所引發的。黃之鋒等人處心
積慮，發動衝入「公民廣場」的行動，從而令一場大規模、
明目張膽的違法行動正式展開。要知道，香港就是因為「佔
中」事件，在「宜居城市」的排名榜大跌15名至46名，如
果始作俑者不需要負責任，實在難以服眾，亦難以重建市民
對法治的信心。
再者，黃之鋒、周永康等人明知自己有帶壞頭的作用，
將誘使學生犯法，而且是罷課行動的主要發起人，在事件
及保障學生安全上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黃之鋒在衝入「公
民廣場」行動之前已經明言，在參與中學生罷課時不會有
「公民抗命」行動，卻突然「變臉」，他貿然煽動學生衝
入「公民廣場」，難道有顧及集會群眾及未成年學生的安
全？中學生的控制能力尚在發展階段，誰能保證不會跟隨
「大隊」衝入「公民廣場」？如果中學生因為黃之鋒的一
句話，而導致身體受傷，以及承擔法律責任、貽誤一生，
黃之鋒會否負責？又有無能力負責？違法犯罪的事情，即
使是我輩學識平平的漁民都懂得不可做，要顧及後果，黃
之鋒作為自詡為「有種責任」的知識分子，在衝擊政府總
部、明顯違法的事情上，為何變得如此愚昧無知？還是在
裝傻扮癡，引誘更多學生仿傚，拉學生落水？
總括而言，這次警方起訴黃之鋒，在情在理在法都是合
適的事；這次起訴向社會傳遞的訊息相當清晰：鼓動他人
違法的人，必然會被追究。若黃之鋒等人再用「政治檢
控」為藉口，企圖掩飾自己違法的事實，只會再次突顯其
無知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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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0年，特別是鴉片
戰爭、甲午海戰、八國聯

軍入侵北京以來，中國頻頻受到西方列強的侵
略、侮辱，他們入侵神州大地，殺我民眾，奪
我資源，迫使清政府「賠償」巨額白銀。直至
今天，我們在自家的領海勘探資源、施展工
程，他們仍然說三道四、妄加指責。幾百年來
的克制忍耐，滿足不了列強的慾望。日本全面
入侵，南京大屠殺的熱血、「七三一部隊」留
下的創傷、釣魚島上空的幽靈，總在刺痛中國
人的心。而「九三大閱兵」、中國人民銀行
「降息、降準」，則合奏出一曲新版「黃河在
咆哮」的八度強音。
與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閱

兵不同，今年「大閱兵」展示的武器幾乎全都
是「新傢伙」，讓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每顆
導彈可以攜帶10個彈頭的東風41、媲美美國
F-35的殲20隱形戰機，正在開發時速1.2萬公
里的高超音速無人機，都在震撼西方。北京

已經不需要看人家的眼色降息、改革匯率中間
價，也無懼長期操控匯率的美國恐嚇，要將中
國列入「操控匯率」國家。大閱兵展現的新武
器、大刀闊斧的降息、降準等舉動，換來世界
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北京的尊重。

東風系列導彈威懾力大
中國正在研發、時速為1.2萬公里的高超音速

無人機WU-14，已經試射了4次，速度是美國
X-51馭波者的2倍，正超越美國的無人機技
術。WU-14可以有能力讓世界上最先進的導彈
防禦網癱瘓。二炮部隊的東風5B、東風21D、東
風41等7種導彈，達到當今導彈的最先進水平，
令世界不可小覷其威懾力。美國《國家利益》載
文稱，東風41是當今世界上最致命的核導彈。
此外，99大改坦克是目前世界上動力最強勁的坦
克，其火力猛烈、智能性強、信息化程度高，特
別符合當前作戰需要，倍受各界關注。
中國在2007年進行過一次反衛星導彈試驗，

日本傳媒炒作是挑戰美國。但近期訪華的美國
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卻說，「奧巴馬總
統和美方高度評價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作出
的巨大貢獻和美中兩國結下的深厚友誼」，顯示
中美兩國合作仍然是主流。日本公開質疑聯合國
秘書長出席北京閱兵，潘基文明確回應說，「全
世界都在紀念二戰結束70周年，讓各界吸取歷
史教訓、創造光明未來，是秘書長應有之義」。
華盛頓和聯合國傳來的信息說明，日本和菲律賓
企圖和中國對抗，其實做的是「無用功」。

北京打「噴嚏」天下強「地震」
幾十年來，港人有一條潛規則，那就是「美

國感冒，香港發燒」，說明美國對香港經濟有
巨大影響力。但時過境遷，美國雖然仍在影響
全世界，但隨中國的崛起，對全球經濟影
響力越來越大。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大貿易國，單美國就有2,500 萬人吃「中國
餐」，無論西方列強，或者是發展中國家，都希
望加快、加深對北京的經濟聯繫。中國已經名副
其實地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近期北京決
定改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報價，結果引發包
括華爾街在內的全球投資市場大波動。
2015年8月24日，跟隨上證綜指下跌，香港

恒生指數下挫5.17%，台灣加權猛跌4.84%，日
經指數大滑4.61%，印度孟買30敏感指數急挫
5.94%。亞洲股市跌完後，歐洲盤中暴跌超
6%，歐洲跌完後美國跌，道指最大下跌超
1,000點，引發華爾街極度恐慌。西方媒體形
容：亞洲遭「血洗」，歐洲、華爾街則「血流
成河」。25日晚上，北京宣佈同時下調基準利
率和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消
息傳出後，歐洲、美國股指就像是注入強心
劑，快速反彈，全球上演了北京打「噴嚏」天
下強「地震」的壯觀奇景。

「閱兵」「降息」合奏「黃河咆哮」強音
西方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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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閱兵奏出中國維護和平的最強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