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世功：「本土主義」愈見狹隘
妄議與國家切割如「色盲」促尋求兩地共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聲稱討論「港獨」是「言論

自由」，來港出席講座的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強世功昨日

表示，討論問題也要考慮社會後果，如在美國宣傳恐怖主義會構成犯

罪，因為這足以引起社會恐慌和對相關問題的模仿。他坦言，香港的

「本土主義」愈來愈狹隘，主張要切斷與國家和中華文明的聯繫，甚

至要切斷與整個世界的聯繫，是對國家的「色盲」。大家應該打破

「兩制」局限，在「一國」中尋求內地與香港的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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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社媒太發達 青年易「中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獨」思潮在

部分激進年輕人之間興起，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近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強調，必須向激進的年輕
人表明，不可以將香港帶上違背香港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的道路，但坦言社交媒體太發達，
令年輕人容易接收一些可能不正確的訊息，要改
變他們的觀念很困難，故特區政府有必要加強和
年輕人溝通。
林鄭月娥早前回應鼓吹「港獨」、所謂「香港

民族黨」的成立時指出，香港從來都是中國不可
分離的一部分，「一國兩制」也是憲制要求。有
些事的黑與白、對與錯是不可含糊的，而提出

「港獨」是一件錯事，希望社會所有人看清事情
本質，即有關言論違反「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
法，也完全罔顧香港700萬人的福祉，應受譴責。
她近日在接受now新聞台訪問時指出，特區政

府希望與年輕人加強溝通，例如委任他們加入特
區政府各諮詢組織及委員會。
林鄭月娥說，「等佢哋直接了解我哋點樣運作

同發表意見。但呢個工作係咪好易會取得成功？
就未必係。因為今日嚟講，要有效溝通真係好
難。社交媒體太過發達，有時啲訊息係傳播得好
快，政府想回應嘅時候，佢已經接收咗個或許唔
太正確嘅訊息時，要改變過嚟係好困難。」

林峰：「港獨」不成氣候無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部分激進派中人打着
「本土」名義鼓吹「港獨」。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
林峰昨日認為，「港獨」主張在香港不成氣候，更沒有市
場。展望2047年後，他認為中央、特區政府和社會都期望
香港繼續實行「一國兩制」，又相信「一國兩制」的實踐將
隨着內地的法治和司法完善，將愈來愈暢順。

反對派「本土派」挺「兩制」
林峰昨日在一個討論「一國兩制」的論壇上指出，香港立

法機關由選舉產生，代表民意，也是「兩制」的主要體現。
雖然過去建制派和反對派之間的對立，反映香港社會撕裂，
但至今還未有任何反對派議員表明反對「一國兩制」。事實
上，主流反對派仍然對保留「兩制」有着「強烈慾望」。
他認為，被視為香港「本土派」代表、《香港城邦論》作

者陳雲「同樣支持『一國兩制』」。倘仔細研讀《城邦
論》，其中雖提到「港獨」，但也有前提條件，即在「『一
國兩制』失敗」以後才需要「港獨」，否則，《城邦論》是

支持兩岸四地作為一個共同體的概念。
林峰相信，「兩大反對力量」實質上都支持「一國兩

制」，故「港獨」近期雖在輿論上被「炒得很熱」，但這仍
是極少數人的觀點，不成氣候，在香港也沒有市場。

分歧出於如何平衡「一國」
他坦言，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在實施時確實

出現一些問題，主要是針對「一國」和「兩制」之間該如何
平衡存在分歧，導致社會撕裂和一系列社會問題，如「佔
中」和旺角暴亂等，但總體來說，「一國兩制」的運作並沒
有出現重大問題。
展望2047年後，林峰認為「一國兩制」將繼續在香港實

施，這是中央、特區政府和社會的共同期望，而隨着內地法
治建設和司法獨立的發展，「一國兩制」的運作也會愈來愈
順利。但他同時指出，「一國兩制」的具體落實仍有改善空
間，而完善此制度需理論支持，但到目前為止沒有一種法律
理論支持「一國兩制」，因此希望盡快研究發展這套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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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會議
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表示，香
港有部分青年人想香港「獨立」、廢除香
港基本法，有如「離家出走」。她批評
「港獨」既偏激也不可能，而根據《刑事
罪行條例》第九條，煽動意圖包括挑起對
政府或不同群體的仇恨，當具體行動如
「成立國家」、籌款、組織多人行動，就
有可能犯法。
葉劉淑儀早前發函邀請鼓吹「港獨」的
「香港民族黨」及各大學學生會和學聯代
表會面，本想交流大家對「港獨」及「本
土主義」的看法，但遭到回絕。葉太昨日
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笑言，「食檸檬」是意
料中事。
她指，自己最近留意到「香港民族黨」
及一些學生對香港前路的建議偏激，故希
望了解他們的想法，因「佔中」期間有自
稱與學聯密切關係的畢業生私下找她談論
政改，故今次她亦希望和學生公開或私下
會面，希望通過對話了解他們對「家」有
何不滿，「佢哋可以企圖說服我，向我解
釋為何要『建國』同廢除（香港）基本
法。」

「港獨」如欲「離家出走」
葉太坦言，這些年輕人近年覺得「香港

被人侵佔咗」，如雙非嬰兒、奶粉及水貨
問題等的醞釀，以致「本土思潮」蔓延，
而香港與內地的問題處理得不好，令他們
對文化現象，如削弱廣東話及簡體字等議
題很敏感。不過，他們即使對現狀不滿

意，亦應通過商討了解是否有其他解決方法，而非鼓
吹「港獨」，「（我）感覺佢哋係離家出走。」
她建議，特區政府要多與這些青年討論，不只是譴

責，而是要一方面告訴他們觸犯什麼法例，另一方面
與他們接觸。
被問及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日前表示，倘大規

模談論「港獨」有可能干犯煽動罪，葉劉淑儀指出，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煽動意圖包括挑起對
政府或不同群體的仇恨，但犯法與否要視乎具體行
為：如討論或叫口號是沒有問題，但當具體行動如
「成立國家」、籌錢、組織多人行動，就有可能犯
法。

英外相挺「一國兩制」「民族黨」死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
夏文達（Philip Hammond）前
日抵港，他在接受香港傳媒訪
問時強調，所謂「港獨」這條
路「並不是一個可行的選
擇」、「『一國兩制』才是香
港的正確道路」。打着「本
土」旗號、鼓吹「港獨」的
「香港民族黨」昨日去信夏文
達，聲稱「唯有香港脫離中國
獨立，才能保障各國於香港的
合法權益」。
夏文達前日在香港接受傳媒
訪問時表明反對「港獨」，
「（上世紀）80年代回歸前我

們已研究過這個問題，結論是
『獨立』對香港並不是可行的
選擇。我們仍然相信『一國兩
制』才是香港的正確道路。」
「香港民族黨」就在其face-

book貼出一封給夏文達的公開
信，聲稱「維持所謂『一國兩
制』只會令香港普通法系和優
秀制度消磨殆盡，絕非世界之
福祉。……我們深知道香港獨
立之道路崎嶇，但香港民族具
有不容屈服的尊嚴與意志。這
尊嚴與意志促使我們推動獨
立，只要如眾多前殖民地一
樣，不屈不撓，堅持奮鬥，香
港終必獨立自強」。

陳雲又搬龍門搞邊科？
什麼是「本土」，龍門任

你搬！一直鼓吹「港獨」的
「城邦派國師」陳雲根（筆
名陳雲），近日在接受傳媒

訪問時聲稱，自己「不支持『港獨』」，又
「相信實踐『一國兩制』可以鞏固香港自
治」。不過，多年來，他一直都在其face-
book貼文，以至公開搞「港獨」活動，是次
突然稱自己「不支持『港獨』」，到底是
「真心」還是「假膠」？是試圖模糊自己圖
欺騙不知內情的選民，還是突然「良心發
現」？相信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中，不少「傘後團
體」紛紛參選，但他們都沒有打正「佔領」
的旗號，在選舉過程中更刻意避談這個問
題，着重賣年輕、賣形象、賣服務，結果有

部分人當選，才露出他們撐非法「佔領」，
甚至鼓吹「港獨」的真面目。未知是否想
「照辦煮碗」，陳雲日前在接受《明報》訪
問時就聲稱自己「不支持『港獨』」。

昔批「議會無用」今參選打嘴巴
龍門任搬又豈只陳雲一個？各激進「本土

派」中人均曾稱「議會無用」，但就爭相派
人參加今年立法會選舉。「本土民主前線」
發言人黃台仰在接受《明報》訪問中辯稱，
他們沒有資源，難將理念傳播，而議會「爛
船都有三分釘」。「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
恆則稱，直接在議會內抗爭「可減慢『香港
赤化』」。「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亦
指，倘主張「港獨」者贏得議席，「絕對可
以震撼全世界！」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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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佔」市民組黨全方位反「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政治生態愈見黑

暗，激起民間千重浪。團體「香港政研會」於昨日成
立，以堅決反對破壞議會秩序及香港法治為路線，表
明將「全方位」反對「港獨」，希望扭轉香港發展亂
局。
本身從事蔬菜零售的執行主席鄧德成昨日在記者
會上介紹說，香港政研會由約15名核心成員組成，
以中青年中產為主，各成員在後「佔中」時期已開
展網絡輿論平台，呼籲志同道合者集中火力反對
「港獨」，而經費全數由核心成員個人承擔，並歡
迎維護香港利益及關心香港發展的不同階層市民加
入。

具街頭經驗毋懼激進分子
他強調，「兩制」保障了本地利益，故嚴守「一國

兩制」就是最好的「本土論述」，而激進「本土派」
所做的卻是在破壞本土。他們會明確地全方位反對
「港獨」，範圍包括議會、街頭及網絡。由於各成員
有街頭活動的經驗，如遊行及辦街站等，不怕在街頭
面對激進「本土派」以至「港獨」分子。
鄧德成明言，成立該組織與今年立法會選舉相關，

希望阻止反對派及激進「本土派」進入議會，但尚未
決定自己派人參選還是為別人「抬轎」，但表明要尋
找適合候選人進入議會，又稱勝負並非最重要，而是
希望藉此喚醒「沉默之聲」。

批反對派脅持「本土名義」
主席劉可澄也批評，反對派脅持「本土名義」，高

舉的都是偽命題，而發洩及破壞對香港沒有好處，更
會破壞本地經濟及國際形象，組織成員都是本土香港

人，全在香港出生，很多人「以前票都唔投」，但是
在違法「佔中」時被迫出來，因為不想「被代表」，
希望是次組團以更大聲音喚醒沉默的市民。

■「香港政研會」表明將「全方位」反對「港獨」，
希望扭轉香港發展亂局。

■林鄭月娥
日前談及青
年問題。圖
為林鄭昨於
香港海外學
人聯合會成
立典禮暨周
年峰會上演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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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批「港獨」既偏激也不可能。 彭子文 攝

強世功昨日在第二屆「認識基本法」講座上
發表關於「『一國兩制』的未來展望」的

演講。他指出，香港的「本土主義」愈來愈狹
隘，如有人反對普通話和簡體字書籍等。事實
上，講普通話和講英文一樣，是市場需求。

反「普教中」阻港人向上流
他解釋，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現時在香港
高端市場最流行的兩種語言是英語和普通話，
一間跨國公司到香港設點，一定會招納普通話
人才以面對內地市場。因此，重要的並不是普
通話，而是內地13億人口的市場，故有人反對
在香港教普通話，是阻止香港人才進入高端市
場。
強世功指出，要了解全球，不可能迴避了解
佔全球人口六分一的中國。香港雖宣稱擁有國
際化的視野，卻有「色盲」，在西方人都到北
京了解中國的今天，香港人卻未明白香港和內
地從來都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過去，香港
在推動內地發展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但隨着內
地的發展，這個地位近年有所下降，可能是因
為中央死守「兩制」，沒有把香港放在「一
國」裡推出去的原因。

加高「兩制」壁壘淪「最民粹」城市
他坦言，香港目前產業空心化、就業不足與
高端市場被內地人才擠佔，但香港過於政治
化，已成為一個「最民粹」的城市，缺乏必要

的合作和集中，要解決香港居民就業問題，現
在應思考打破「兩制」隔離，不應再不斷加高
「兩制」的壁壘，令香港和內地變成猶如「兩
個國家」。
強世功認為，香港應利用「一帶一路」機
遇，再次被推上世界舞台，例如就推進「一帶
一路」過程中的法律問題，香港大律師公會、
香港律師會已經和內地司法部門有很多合作，
可通過「一帶一路」把香港建設成國際仲裁中
心。他希望未來的政府可以打破「兩制」的局
限，在「一國」中尋求內地與香港的共同發
展。

打擊警隊士氣損法治根基
對香港人引以為傲的良好治安和法治，強世

功認為不是必然的。他指出，「佔領」、旺角
暴亂期間，發生不少打擊警察士氣的事件，加
上有人通過司法制度不斷攻擊警隊，長此下去
警察或失去執法的動力，今日良好的社會安全
或許會在10年後不再。
強世功又談到特首普選的問題，指中央重視

國家安全，而行政長官作為國家和香港的唯一
紐帶，中央不允許出現對抗中央的特首是可以
理解的。
他提到有學者認為，香港倘希望落實所謂的

「真普選」，可考慮通過修改香港基本法，在
基本法中賦予中央有足夠保護國家安全的權
力。

■（左起）
強世功、劉
迺強、林峰
昨出席「一
國兩制的未
來展望」講
座。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