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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人士：緬懷殖民 令中央內地擔憂

■劉兆佳 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全國港澳研
究會會長陳佐洱昨日表示，目前香港發展差
強人意，其中一個原因是沒有「去殖民
化」，反而「去中國化」。全國港澳研究會
理事、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昨日認
為，「去殖民化」是受殖民統治的地區回歸
祖國後必須完成的任務，香港「去殖民化」
的任務從香港基本法的實施開始，包括不能
縱容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陳端洪昨日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解釋，「去
殖民化」是所有殖民地或受殖民統治的地區，
在獨立建國或回歸祖國之後必須完成的任務和
必然經歷的過程。他指出，對於一個回歸祖國
的原殖民統治地區來說，「去殖民化」在法律
上的第一要務是完成法律的主權轉化；政治上
的第一要務是維護該地區的穩定；文化上的第
一要務是建構本地區居民對國家和民族的認
同。

需法治與主權結合 而非對立
陳端洪認為，香港受英國殖民統治150多

年，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採取「一國兩
制」下本地高度自治的模式，保持原有資本主
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但這並不意味着香港
無須進行「去殖民化」。「去殖民化」的任務
從香港基本法的實施開始，需要一個很長的過
程，需要各方面協力，需要採取多種方式，其
中法律理應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他表示，依法「去殖民化」有多層含義：第
一，要依據香港基本法完成原有法律的主權轉
化；第二，改變政權機構效忠對象；第三，立
法禁止危害國家主權的行為；第四，行政管理
和司法審判要正確理解香港基本法，不能縱容
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行為。「總
之，就是要把法治意識和國家主權意識結合起
來，不要把兩者對立起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昨日指
出，香港出現「去中國化」及未能
依法實行「去殖民化」，造成香港
巨大內耗，歲月蹉跎。多名政界人
士均對此表示認同，指香港近幾年
重現支持殖民統治的言論，對殖民
仍相當緬懷及回憶，衝擊中央政府
權威和管治，的確令中央和內地民
眾擔憂。他們均認為，港人應反思
此類行為對香港發展及「一國兩
制」會帶來什麼負面影響，並建議
特區政府需要在國民教育及中國歷
史科等方面多加宣傳，讓港人更認
識國家。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

副會長劉兆佳表示，香港近幾年重
燃支持殖民統治的言論，衝擊中央
政府權威和管治，的確令內地人擔
憂。他續說，很多人留意到回歸後
港人對國民身份認同未能透過教育
及其他渠道改變過來，對殖民仍相
當緬懷及回憶，不少人不承認是中
國人，只承認是香港人，更有「中
國人滾回中國」的言論，令內地人
難以接受。
他指出，香港排斥中央不單影響

兩地關係，不利兩地同胞感情溝
通，更嚴重地影響日後「一國兩
制」發展前景，認為陳佐洱發表有
關言論，是想港人反思此類行為對
香港發展及「一國兩制」會帶來什

麼負面影響。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指出，

陳佐洱的講法是因為香港近來有人
揮動的龍獅旗、「本土化」思想，
以及對抗和國家融合的心態，並認
為香港已回歸中國，不應與國家分
割。他認為，特區政府需要在國民
教育及中國歷史科等方面多加宣
傳。

葉劉淑儀：加強了解國家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

淑儀指出，殖民制度對香港有長時
間影響，並非能以法律去除，認為
香港應秉承「一國兩制」的好處，
一方面保持過去良好傳統，另一方
面加強了解國家。她又說，自推出
新高中學制以來，中學中文科失去
文化內涵，中史、中國文學亦摒除
必修科之外，令學生人文修養減低，
對國家傳統認識較少。
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則指出，陳

佐洱批評香港無「去殖民化」的言
論有兩個意思，一是指有人揮動港
英時代龍獅旗，讓人感覺民心未回
歸 ，並嚮往以前的時代 ；同時也
指出抗拒與國家融合 ，這並非
「一國」下的一個選擇，將影響香
港將來。他又指出，陳佐洱所說的
應放在歷史博物館的「東西」是龍
獅旗、「本土化」思想和抗拒與國
家融合思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昨日
對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的「不『去殖
民化』反而『去中國化』」言論上綱上線，
群起而攻。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聲稱陳的講法
「過於嚴重」，向港人發放「錯誤訊息」，
「泛民會議」召集人何秀蘭甚至狂言香港是
被中央政府「再殖民」。
劉慧卿昨日聲言，香港的核心問題源於社

會撕裂，加上特區政府管治出現問題，未能
團結各界凝聚共識，才令政策不獲支持和
「裹足不前」，與「去中國化」及無實行
「去殖民地化」無關云云。
民主黨何俊仁聲言，越來越多年輕人對

來自內地的「殖民主義」產生反感，主要

源於中央政策的「不公義」及對香港有
「極高壓迫性」。
何秀蘭聲稱，香港人口由1997年時的

650萬升至730萬，但期間出生率卻偏低，
質疑是吸納大量內地新來港者。聲稱香港
人口政策現被內地主導，又謂許多年輕人
認為香港被「再殖民」，揚言香港應取回
單程證審批權，因擔心會影響香港文化。

湯家驊：情緒發洩不同政治訴求
「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則表示，揮動
旗幟僅是情緒發洩及表達方式，而非有人想
香港回復殖民地等政治訴求，指陳佐洱應多
來港了解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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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若「去中國化」增內耗蹉跎
籲重拾獅子山下精神 再行中環腳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在新時期的發展
和戰略，為香港帶來了歷史性機遇。特首梁振英昨日
表示，香港具備「四個特點」，可以在人民往來、專
業行政、科研、航運、商品和服務、國際金融「六個
方面」，在國家新發展策略中發揮作用。香港應該用
好「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特區政府在國家
的大力支持下，願意推動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共同繁
榮。
梁振英昨日在「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和作
用」論壇中致辭，強調香港在國家不同發展階段中皆
能發揮作用，而且有能力不斷發掘新優勢為國家作更
大的貢獻。面對中國在新世代的轉變，梁振英以「四
個特點」和「六個作用」勾畫出香港的前景，以及如
何在開拓「一帶一路」商機。

外事能力有別內地城市
他指出，香港第一個特點是高度開放。第二個特點
是外事能力。香港有別於國家其他城市的「外事能
力」和國際地位，並能透過「中國香港」名義，在經

貿、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單
獨與世界各國、各地區及國際組織發展關係、簽訂和
履行協議及以此名義參加國際組織或會議。第三個特
點是語文能力。香港除使用中文外，英文也是正式語
文。香港是世界上最普遍使用中、英雙語的社會。英
語在政府和民間普遍使用。第四個特點是民間的對外
聯繫，香港市民、企業和大量的社會團體長期與世界
各地保持密切和友好的關係。
梁振英指出，香港以上四個特點在國家新的發展戰

略中，包括在「一帶一路」的前進中，可以在下面六
個方面起到具體作用：
首先是人民往來。其次是專業和行政服務。他表

示，香港的專業界如會計、法律、商業管理、建築工
程、房地產、融資、保險、資產管理、企業併購等有
許多優秀人才，在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亦能在國家大
戰略下起相關作用。
第三是科研和藝術、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他提到香

港在科研方面的優勢，如最近成功吸引瑞典卡羅琳斯
卡醫學院在港成立再生醫療研究中心，而該醫學院首

次在瑞典以外成立分支單位，讓香港、中國內地以至
全球各地的科學家，在香港交流合作。
第四是航運服務。他表示，香港的航運服務業高度

國際化，有超過700家提供高增值航運服務的企業，包
括船舶註冊、管理、海事保險、法律以及海事仲裁
等，香港是亞洲著名的國際船舶融資中心，為國家在
對外海事問題上提供服務及增強話語權，參與制定國
際規則。

市場形態接近國際高端
第五是「商品和服務業」。梁振英指香港市場形態

接近國際高端市場，法律環境對消費者的保障亦靠近
國際水平，而市場更是全面開放、高度競爭，香港亦
是內地產品和服務的最好試驗場和改良基地，若打進
香港市場便能走向國際。
第六是國際金融。梁振英認為，香港可在亞洲基礎

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海合作組織銀
行、絲路基金、中國－東盟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和基
金的運營為國家承擔部分任務。

特首：配合國家戰略 香港六方面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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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昨日上午於「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
位和作用」論壇上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全國港澳研究會等機構昨日舉辦
「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

和作用」論壇，特首梁振英、中聯辦副
主任黃蘭發、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佟曉
玲、多名特區政府官員及立法會議員等
出席。

自言對壞消息感心酸
陳佐洱致辭時提到，與鄰居比較，似

乎不能不正視香港在經濟、民生方面的
進展有些差強人意，「不進則退，慢進
就是落後」，又指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
總值被新加坡及澳門超越、綜合競爭力
被上海及深圳追趕、每3個長者就有一
個活於貧窮線下、今年7月及8月旅客
數字更在6年來首次下跌，「這些消息
傳來，令我心裡有些酸酸的感嘆。」
他指出，需要找到深層次的負面原

因，其中之一是特區成立後，沒有處理

好香港在國家中的定位和良性互動發
展，出現了兩個「化」的問題：一是沒
有依法實施「去殖民化」，讓一些本應
放在歷史博物館裡的東西跑出來招搖過
市，有的還被奉為「金科玉律」；二是
老殖民主義者在上世紀80年代初炮製的
「去中國化」死灰復燃，氣焰囂張。
「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國化』，
使得『一國』之下的『兩制』都受到傷
害，這種背離歷史本質的怪現象造成了
香港巨大的內耗，歲月蹉跎，引發裡裡
外外許多問題。」

勸莫重彈優越感老調
陳佐洱又認為，香港過往發展憑藉的

優勢今天還在，「但優勢不是優越感的
代名詞，簡單重彈老調的那些優越感，
是盲目的、有害無益的催眠術」，香港
需要重拾當年的獅子山下精神，找回中

環的腳步，而這種踏實、奮發有為的精
神和步伐，已經複製到內地多個新發展
區。
他表示，香港回歸 18年的歷史證

明，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堅定
不移地貫徹如一，一定不會改變，而香
港的法治和自由等核心價值一直得到中
央及特區的堅決維護，不容絲毫受損，
「為了香港未來發展，該去的要堅決去
掉，不該去的絕對不能去掉，該管的一
定要依法依規管起來。」
早前曾出現特區政府應否「適度有為」

的討論，陳佐洱表示，贊成「適度有為」，
因在全球化及信息化時代，凡實行市場經
濟的行政管理當局，幾乎無一不在必要時
進行過適度干預，而一個經濟體的定位也
不會一成不變。他相信以梁振英為首的管
治團隊能把握機遇，團結社會各界，在國
家新一輪改革發展中大獲裨益。

陳
佐
洱

陳
佐
洱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昨日表示，相比鄰近地區，目前香港的經

濟、民生進展有些差強人意，並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沒有「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國化」，使得「一

國」之下的「兩制」都受到傷害，造成了香港巨大內耗，蹉跎歲月，引發許多問題。陳佐洱又指出，對香

港昔日的優越感簡單重彈老調，是「盲目的、有害無益的催眠術」，強調香港需要重拾當年的獅子山下精

神，找回中環的腳步。

愛坐電車感受香江活力
早前有顧問公司建

議取消中環至金鐘的電車路段，以改
善交通擠塞，遭到社會普遍反對。原
來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也是電
車支持者，他昨日表示，自己每次來
港，只要有時間都會坐電車，沿途感

受香港活力，有時還會下車逛逛。
陳佐洱昨日致辭時提到，自己每次來

香港，只要有時間，都喜歡坐「叮叮
車」，從上環到筲箕灣緩緩走一趟，有
時會下車走一段再上車，沿途欣賞七彩
紛呈的風景，「從一座座樓房、一間間

商舖、一個個行人和乘客身上（感受）
迸發出來的香港活力。」

他說，百分之九十九的內地同胞都
和自己一樣，欣賞、欽佩香港的活
力，希望香港這顆「東方之珠」大放
光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陳佐洱在論壇上呼籲，香港需要重拾當年的獅子山下精神，找回中環的腳步。圖為他在論壇後見記

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