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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部分人「戀殖」應加強國教

田二少駁斥黃台仰「播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激進反對派近年不斷煽動

衝擊示威，鼓吹「港獨」，嚴重衝擊「一國兩制」落實。「本
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昨日在一電台節目中大放厥辭，並
聲稱自己絕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新民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反
駁其謬論指，香港落實「一國兩制」，大家就是中國人，「睇
下我哋啲皮膚，唔係中國人唔知係咩人！我唔知你有無讀過歷
史？呢個係『阿媽係女人』嘅問題。」
田北辰及黃台仰昨日接受電台訪問，就所謂「去中國化」針

鋒相對。黃台仰在節目中揚言，「去殖民化」及「去中國化」
都是虛無的討論，「若『去殖民化』係指去除英殖時期遺留的
憲法，特區政府去得幾好；但何謂『去中國化』？香港根本從
無『中國化』，我不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我不是戀殖，但殖
民地年代比今日好好多。」
田北辰駁斥指：「睇下我哋啲皮膚，唔係中國人唔知係咩

人？」他並反問黃台仰中國人的定義，「中華民族幾千年歷
史，我唔知你有無讀過歷史？我唔知點同你討論。這是『阿媽
係女人』嘅問題。清晰的是，我係中華民族一分子，我係中國
人。爭議在於：香港人、『香港中國人』、『中國人住在香
港』？香港落實『一國兩制』，大家都是中國人。」
田北辰強調，回歸後的香港定要接受中國的憲法，這就是
「中國化」，「在殖民思想中，無論價值幾有意思，例如政黨
輪流執政及法官終身委任等，若價值與國家有衝突則應該去
掉，正如『國際標準』及『本土主義』等應該去掉。事實上，
香港回歸後仍然保留公務員制度、新聞及言論自由等，但有人
卻鼓吹『本土主義』，搞分裂並抗拒『一國』。」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為香
港帶來新的發展機遇。香港中國商會主席、全國
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經
緯集團主席陳經緯日前在一論壇指出，在推進
「一帶一路」戰略過程中，香港作為「超級聯絡
人」的功能還可以進一步延伸。他建議香港要積
極主動與國家的相關部門、商協會、企業進行對
接，發揮自身優勢，服務國家戰略實施，促進自
身功能角色華麗轉身，並為搭建「亞洲金融機構
交流合作平台」發揮重要作用，同時應建設香
港——東盟自貿區，服務中國與東盟的區域合
作。

港企內企攜手「走出去」振競爭力
陳經緯日前在由全國港澳研究會、北京大學港

澳研究中心、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及香港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共同主辦，香港中國商會等
機構協辦的「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和作
用」論壇上發言。
他在發言中指出，香港在推動內地聯合香港企

業「走出去」方面具有獨特優勢，香港特區政府
相關部門應積極牽頭商協會和企業，主動與國家
的相關政府部門、商協會和企業相對接，充分發
揮自身優勢，推動內地、香港的企業聯合「走出
去」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更好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和當地企業對接發揮重要作用，進
一步構建實施國家「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
路」建設的重要平台，提升香港競爭力。

發揮港金融角色 聯接國家東盟
他續說，香港有強大的金融資訊聚集和金融

創新能力和金融人才培養體系，可以從國家人
民幣國際化的各項金融改革和開放中，包括跨
境金融體系的改革，建立以人民幣為主導的區
域性貨幣體系，參與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
消除國際金融體系的脆弱和不穩定性等問題
上，包括為國家在「亞洲金融機構交流合作平
台」上發揮獨特的作用，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的地位。
陳經緯又認為，香港可以利用「一國兩制」以

及獨特的地理優勢，在服務國家與東盟經濟、文
化、商貿等合作，借助東盟區域一體化與「一帶
一路」建設相對接等方面發揮「超級聯絡人」的
作用，同時建立香港－東盟自貿區，將香港打造
成中國與東盟間「引進來、走出去」的雙向服務
平台，進一步服務中國與東盟的貿易和投資便利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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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經緯陳經緯（（右二右二））指香港可發揮金融指香港可發揮金融
優勢優勢，，成為國家與東盟交流的平台成為國家與東盟交流的平台。。

特首晤印度財長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下午在行政長官辦公

室與訪港的印度財長杰特利會面，就雙方關注的議題交換意
見。梁振英指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和貿易中心，是印度企業
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絕佳門戶。他鼓勵更多印度企業落戶香
港，利用香港「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以及「超級聯繫
人」的角色，開拓更廣闊商機，又期望香港與印度繼續在經
貿、金融服務和文化等範疇加強合作和交流。

■特首與印度財長會面。

：本土情要昇華家國情
有國才有家勿「去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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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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一個青年分

享會上，勉勵香港年輕人善用人生中的黃金時間，放眼世界，為香港再創輝煌。會

後，他引用電影《上甘嶺》插曲的歌詞強調，有國才有家，家國不可分。只有本土，

沒有本國的意識是錯誤的，兩者不可分離，本土情懷要昇華至家國情懷。「大家都是

中國香港人，有國才有家，應該為此感到自豪，不應『去中國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去殖民
化」成為香港近日的熱門話題，特區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昨日指出，香港部分在殖民統治
時期的制度，包括普通法及司法制度，在回
歸後仍然沿用，並非每樣東西都要改。他表
示，對本港有優勢及令香港向前行的制度，
需要保留，而同香港基本法有矛盾的，就需
要處理。
袁國強昨日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從法律

的角度來看，香港採用的法律應該以香港基
本法為標準。在1997年回歸後，特區政府曾
經審視哪些法例與香港基本法存有衝突，並
審視現行法例，特別是在1997年回歸後由立
法會通過的法例，是否與香港基本法存有衝
突，確保一定沒有衝突後才會通過及實施，
「所以，最終的標準仍然是基本法條文。」
他認為，並非過去的每樣東西都要修改，

但回歸後始終「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最
為重要，「回歸後，香港仍然沿用1997年回
歸前的部分制度，例如普通法制度和司法制
度。不是每樣東西都要改，具有優勢的、會
令香港繼續向前行的需要保留，但與香港基
本法有矛盾的則需要處理。我相信香港人和
中央政府也會根據香港基本法處理香港事
務。」

基本法是「去殖」標準
對於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日前提到

「去殖民化」的問題，袁國強回應時說，問
題須根據香港基本法處理，「回歸後香港實
行什麼制度、採用什麼法律，香港基本法中
有很清晰的處理。從法律的角度，只有一個
標準：就是依據香港基本法條文辦事，回歸
時亦有《香港回歸條例》處理法律問題。」

■■陳佐洱指出陳佐洱指出「「有國才有家有國才有家，，
家國不可分家國不可分」。」。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在在「「香港青少年的生涯規劃香港青少年的生涯規劃」」研討會上研討會上，，各講者各講者
和青少年分享生涯規劃的重要和青少年分享生涯規劃的重要。。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全國港
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強調，家國不可分，
所謂「本土化」和國民身份並無矛盾，所
謂「去中國化」會損害「一國兩制」。香
港政界認同，要「一國兩制」取得成功，
必須尊重「一國」及認識國民身份，並相
信「一國兩制」按照香港基本法實行，定
會愈來愈多港人感到作為中國人的光榮。
他們指，陳佐洱的「去殖民化」言論，不
是針對香港的司法制度，而是針對部分港
人的「戀殖情緒」，又認為香港未來應加
強中國歷史教育。

曾鈺成：必須尊重「一國」
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出席公開活

動後回應說，要「一國兩制」取得成功，
必須尊重「一國」及認識國民身份，同時
保留「兩制」中的優越，「『一國兩制』
按照香港基本法實行，定會有愈來愈多香
港人感覺到作為中國人的光榮，並感到
『一國兩制』的好處。」
他又認為，陳佐洱並非主管香港事務的
相關官員，其意見只屬個人看法，「不應
視為是中央對香港的看法。」
那應否立法禁止部分激進分子高舉「龍
獅旗」？曾鈺成強調，只要嚴格按照香港
基本法辦事，「一國」就有保證，毋須立
法禁止或管制某些行為，因這並非「一國
兩制」發展應做的事，「除了港人的努力
及國家改革開放以來對香港的支持外，香
港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法治觀念，對
香港的成功很重要。我相信所有在『殖民
地』生活過的人，絕大多數人對作為中國
人感到光榮。」

李慧琼：「本土」變質成「排外」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說，在中央政府眼中，部分港人視西方
自由民主價值觀為至高無上的真理，甚至
是唯一的標準，忽視了中國文化優點和本
港實際情況，情況並不健康，「『本土主

義』提倡保留地方特色是沒有問題的，但
不應與身份認同存有矛盾。現時的『本土
主義』已經成為了『排外』的代名詞，情
況令中央擔心。」
她認為，面對部分人試圖「去中國

化」的情況，香港未來應加強中國歷史
教育，「陳佐洱提到『去中國化』，並
非指殖民期間所有的東西都要清除，相
信他是充分認同殖民管治優點。但相比
起世界上其他城市，香港市民地域感較
大，特別是回歸後出生的年輕人，對國
家認識不全面，又不理解國家的優勢和
政策。放眼未來，香港應同時汲取中國
及西方的優點。」

張志剛：少數人「反華」刺激中央神經
特區行政會議成員、「一國兩制」研

究中心總裁張志剛表示，陳佐洱的「去
殖民化」言論，不是針對香港的司法制
度，而是針對部分人的「戀殖情緒」，
「『去殖民化』不等如要推翻司法獨立
等制度，過去良好的制度必定會保留。
相比起殖民時期，市民今天可享受的政
治自由已有改善；不少在回歸前移民的
港人，現時已經回流香港，反映香港情
況不是那麼差。」
他續指，香港有少數人揮動「龍獅旗」
原本是小事，但經過傳媒大肆報道，難免
刺激中央的神經，「『龍獅旗』與『反水
貨客』根本無關，但有人在向內地『水貨
客』踢喼同時揮動『龍獅旗』，這明顯是
『去中國化』。再者，少數人的言論已不
只『反共』更是『反華』，情況令中央難
以接受。」
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則指，社會未清楚陳佐洱言論的「前文
後理」前，不應就一兩句說話上綱上
線，「若有任何在港施政或協助施政的
人有新的論述，可於事前放風或準備發
言稿，以免他人就個別字眼大造文
章。」

何秀蘭稱政治不平等
竟誣港歷「第二次殖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日前提

到，香港表現低迷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回歸後無依法實施「去殖民
化」，反而出現「去中國化」。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昨日稱，回歸後
立法會已經實行「去殖民化」，並獲律政司審視過所有法律條文，
包括將「港督」改成「特首」等。「泛民會議」召集人何秀蘭更聲
言， 香港仍未實現平等的政治權利，現時猶如經歷「第二次殖
民」。
梁家傑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聲言，回歸後香港立法會已經實行

「去殖民化」，並稱陳佐洱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言論，是「赤裸
展示中央立場」，「回歸後，本港法律經歷過『去殖化』的過程，
將『港督會同行政局』 改為『特首會同行政會議』，這是『去殖
化』體現。」
何秀蘭在接受另一電台訪問時則稱，如今英國在香港權力結構中

已無影響，香港政策亦無向英資傾斜，但聲言現在的香港猶如經歷
「第二次殖民」，「目前香港尚未落實普選，數百萬港人尚未擁有
平等的政治權利，加上中資公司影響政府決策，香港猶如經歷『第
二次殖民』。」

冀青年善用時間規劃人生
全國港澳研究會、大中華青年在線、香港教育
工作者聯會及香港產學研合作促進會，昨日在北
角舉辦「香港青少年的生涯規劃」分享會。陳佐
洱在會上致辭時表示，青年成長是國家未來發展
的關鍵，青年要善用人生中的黃金時間，規劃好
人生，把活力和創造力注入社會。
他續說，中國是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一
帶一路」發展戰略及亞投行的成立均得到多國熱
烈響應。香港青年可多到祖國內地看看，開闊自
己的眼界。他強調，家和國是一體，香港在國家
發展中找到位置和發揮作用；香港青年也可以在
國家發展中找到角色，實現自我，與國家融為一
體。

港英「優點」應保留發揚
對於自己日前提到，香港表現低迷的其中一個
原因，是回歸後無依法實施「去殖民化」，反而
出現「去中國化」。陳佐洱昨日在會後回應傳媒
提問時表示，很高興前日論壇達到預期目的，大
家能各抒己見，認為各種意見都是好事，只要是
為了香港發展，他的意見亦可以為香港未來作參
考。
他進一步指出，並非所有港英年代的事物都要
「去殖民化」，「例如是次活動樓下的馬路叫英
皇道，18年前叫英皇道，現在還叫英皇道，這不

存在『去殖民化』的問題。」他再以廉政公署為
例，形容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構，為肅貪，為特區
政府架構廉政，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這應該延續
下去，更應發揚光大。

「去殖」指糾正牴觸國家安全事
陳佐洱指出，「去殖民化」的真正含義是糾正

跟國家主權、安全和利益有牴觸的事，這是其中
一項實施香港基本法的重要任務。他認為，中國
香港特區的政治架構裡的重要人物都應該對此有
清醒的認識。
他強調，有國才有家，家國不可分。只有本

土，沒有本國的意識是錯誤，兩者不可分離，並
以電影《上甘嶺》插曲《我的祖國》的歌詞作比
喻：「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
就在岸上住。這是美麗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
方。」歌詞描寫兩岸的風景，作者美好的感受。
既有本土意識，又有本國意識，把家鄉和國家連
在一起。
「如果只熱愛自己的家鄉，忘記了祖國，這個
感情雖然是好的感情，但是本土情懷要提升到家
國情懷，才是更美好及高尚。」陳佐洱說，大家
都是中國香港人，有國才有家，應該為此感到自
豪，不應「去中國化」。他又指，雖然「去中國
化」只是部分人的言行，但香港應以台灣民進黨
的例子為鑑。「30年前民進黨是怎麼一回事，現
在又是什麼氣候，值得警惕。」

陳佐洱
勉港青

■曾鈺成強調必須尊
重「一國」。

■李慧琼表示應加強
國史教育。

■張志剛指「反華」
言行刺激中央神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