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法懲治「港獨」以選票抵制激進「本土」禍港
根據基本法，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中央政府擁有並行使對

香港的主權，任何倡議或煽動香港獨立的主張和言行均屬違憲違法，必須予以依

法禁止，有「港獨」鼓吹者公然與「藏獨」、「台獨」分子或外國政要會面，勾

結外國勢力分裂香港，危害國家安全、主權和發展權益，政府及律政司必須清楚

發出強烈信息，捍衛法治，維護國家安全，責無旁貸。支持「港獨」的雖然是極

少數，但一旦入侵立法會就會對「一國兩制」造成更為可怕的衝擊和破壞，寄望

香港沉默的大多數走出來，用手上的選票把激進勢力趕出立法會，集中支持理性

及真心為香港好的候選人，使立法會重回正軌，香港重新上路。

遏止懲治「港獨」絕對有法可依
「港獨」只是一個偽議題，絕不會是港人的一個選

擇，香港主權屬中國無可爭議，完全沒有討論的空間。
50年後的香港，可以選擇的只是香港的政治制度和生活
模式，絕不涉及任何主權問題，當然也就沒有什麼「二
次前途」、「命運自決」的問題。「港獨」最終目的是
要「香港獨立建國」，把香港分裂出祖國，有些「港
獨」分子甚至坦承要搞「暴力革命」爭取「香港獨
立」。更甚者，有「港獨」鼓吹者公然勾結外國勢力和
「藏獨」、「台獨」分子，如黃台仰、梁天琦跟美國駐
港領館人員密會後，更計劃去印度會見達賴喇嘛；「香
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公然到菲律賓與台灣「太陽花學

運」領袖見面；「香港眾志」的秘書長黃之鋒則到美國
大學巡迴演講，爭取國際支持其倡議的「公投自決」。
這些人明目張膽借助外部勢力分裂中國，危害國家的主
權、安全和發展權益，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所作所為
已超越言論自由的範圍，不僅違反基本法和國家憲法，
而且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二條及第三條叛逆及意圖
叛逆罪行。特區政府必須堅定不移地對「港獨」依法打
擊，維護國家安全，絕對不能給「港獨」分子任何發展
空間。
當年，反對派堅持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的其中一個

理由，就是聲稱香港現行法律已足夠保護國家安全，不
須按23條重新立法。上文提到，既然叛逆罪及煽動罪
均為現行有效的法律，特區政府及律政司就應按手上證

據，檢視「港獨」分子的言論及行為，最起碼應展開刑
事調查，如證據充分，應迅速果斷檢控。至於定罪與
否，則按司法獨立原則，就要交由法庭判定。這些現成
保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是港英政府制定的，按基本法順
利過渡成為特區法律。雖然過去香港極少引用，沒有多
少案例，但不等於規管國家安全的法律失效。香港在保
障言論結社自由的同時，並非全無限制。再者，任何主
張「港獨」的政治組織，依法不能在香港註冊。但這些
非法組織的資金看來相當充裕，特區政府應依循此方向
展開深入調查，確認是否涉及「黑金」政治，有否非法
集資募捐、洗黑錢等違法行為，給公眾一個清晰的交
代，捍衛法治尊嚴和社會規條。

抵制激進「本土」進入立法會
不久前結束的新東補選結果顯示，暴力激進路線在

本港的政治認受性竟然有一定的選民市場。這意味
在實行比例代表制的立法會選舉中，激進「本土」勢
力將有可能在激進票源的幫助下入主立法會。現下，
多個打「本土自決」旗號的新政治組織相繼成立，
明目張膽地要求「香港獨立」，甚至主張廢除基本法
轉而「自立憲法」，這些「港獨」分子公然否認中國
人的身份，數典忘祖，更揚言爭取「香港獨立」的手
段沒有底線，若成功進入立法會，將令香港走向何
方，將對香港的法治、經濟和社會秩序造成怎樣的負
面影響，自然不言而喻。

現在「港獨」群魔亂舞，反對派議
員（包括那些有法律專業資格的）、
港大法律學者如陳文敏、戴耀廷之
流，竟然公開挺「港獨」，說這是言
論自由，沒有違反法律，絕對是誤導
公眾，特別是年輕人。部分年輕人受
到誤導，支持「港獨自決」，情況更
令人擔憂。年輕人不知道勾結外國勢
力，鼓吹煽動「港獨」是嚴重罪行，
若被判罪成，可判終身監禁。
政府及律政司應清楚發出強烈信息，不要讓年輕人有

不切實際的幻想，做出違法行為，誤墮法網。筆者作為
律師，理解對「港獨」作出刑事檢控存有不少困難，但
作為負責任的政府依法辦事，捍衛法治，維護國家安
全，責無旁貸。在大是大非問題面前，絕不可含糊其
辭，應有所作為。我們相信，香港的司法機關會依證
據、按法律作出適當的判決。
雖然現時支持「港獨」只是少數，但這少數港人的行
為，卻足以摧毁香港。筆者不是危言聳聽，如果反對派
與「港獨」合流，在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取勝，香港只
有死路一條。寄望香港沉默的大多數走出來，用手上的
選票把激進勢力趕出立法會，集中支持理性及真心為香
港好的候選人，使立法會重回正軌，香港重新上路。
「一國兩制」成功與否，各方合作努力缺一不可，如果
大家愛香港、為香港好，就要慎用手上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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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濫開「空頭支票」 港人勿上當

立法會選舉臨近，也是反對
派「政治抽水」之時。反對派
的「政治空頭支票」越開越
大，容易讓部分市民怦然心

動。然而無法兌現的幻想，不僅竹籃打水一場空，更
可能讓香港走向萬劫不復的地步。
例如，議會出現長毛，然後有「拉布三子」，今天

你爭取所謂「真普選」，明天我便爭取所謂「公
投」，後天他便爭取所謂「民主自決」，大後天就可
能有人爭取所謂「港獨」。君不見激進派在議會內對

傳統反對派大加指責，但長毛在《版權修訂條例》一
事卻受到更激進派的狙擊。「學民思潮」幾年前憑個
別學生的激進表演，被視為「政壇新星」，今天卻慘
成「香港中箭」，成為「傘兵」及「本土派」狙擊的
對象。如今，又冒出一個「香港民族黨」，說「本土
非最佳出路」，加入「抽水戰團」。
這明顯是「今天你開五百萬，明天我開一千萬，後

天再大你一億」的遊戲。傳統反對派的生存空間越來
越窄。傳統反對派一開始開出「政治空頭支票」時，
又有否想過今天會落得如此田地？

其實這些吵吵鬧鬧、鬥激鬥出位的反對派，一方面
要「獨立」，要「自決」，另一方面卻高調揚言參選
立法會，參與建制內的遊戲，無非是明白只有參與建
制才有出路。港人若誤信反對派天馬行空的謊言，就
有如「香港眾志」早前誤解「五十年不變為五十年後
甚麼也可變」，鬧出笑話。
選舉將至，預料反對派濫開「空頭支票」的問題將

變本加厲，港人必須明辨是非，不要受任何「空頭支
票」誤導，勿讓這些激進派有機可乘，還港人一個遠
離政爭、穩定發展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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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恩 香港執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李世榮 新社聯副總幹事 新界青聯智庫召集人 沙田區議員

失業率上升 拉布趕客是罪魁禍首

政府統計處公佈最新一季的整體失業率為3.4%，
就業不足率為1.4%，失業人數達13萬，創下近兩年
來新高。兩大重災區行業，一是建築業，二是零售及
飲食業。建造業有35,000人失業，零售及飲食業則有
近70,000工人失業，失業率上升，都緣於反對派在議
會拉布，大搞街頭趕客，對香港經濟民生的負面影響
正在浮現。
正所謂冤有頭債有主，失業人士必須認清楚，是誰

令到他們無工做，無收入，影響家庭生計。本來，香
港的整體經濟和勞工就業相當穩定，幾乎達至全民就
業水平。許多大型基建準備上馬，只等立法會財委會
通過撥款就可以開工，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職位，不
愁無工做。可恨的是，由於反對派議員為反而反，出
於一黨私利，發起拉布，令到大型基建工程得不到撥
款，工程沒法上馬，工人成為失業受害者。這完完全

全是反對派議員一手造成的。失業工人必須要用行動
向他們討回「失業債」，積極響應參加「建造業大聯
盟」發起的「反拉布大遊行」。更重要者，在9月份
立法會選舉，工人要用手上一票將反對派參選政客踢
出立法會，杜絕拉布行為。只有以實際行動，才能讓
立法會恢復正常運作，勞工階層才有好日子過。
自去年初開始，所謂「本土派」和「鳩嗚」分子藉

「反水貨」口號，做出許許多多辱客趕客粗暴違法行
為，令內地遊客望而生畏，望而卻步，不再來港購物
旅遊。來港之內地遊客不斷下降達兩三成，且情況每
況愈下，導致零售業經營者生意大減，商舖倒閉越來
越多，每倒閉一間商舖或酒樓食肆，就相應造成更多
工人失業，連迪士尼樂園也面臨遊客不足要裁員的問
題。
內地開放自由行已經11年有多，在2015年之前，

內地客人來港旅遊購物消費一向相安無事，內地旅
客與香港市民相得益彰，零售業、飲食業、服務
業、旅遊業的經營人士和員工都對自由行深表歡
迎。因為遊客為我們帶來商機和就業機會，遊客人
多有時造成不便，但市民一念及香港是個旅遊之
都，旅遊業更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明白香港地少
人多，有時人多擠迫也是可以容忍和遷就的。
然而，反對派利用遊客對港人造成不便的問題，做

出粗暴的趕客辱客行為，真正的目的並不是「反水
貨」，而是因為自由行對香港有巨大的經濟利益，為
勞工階層創造就業職位，反對派的心態和目的卻是，
凡是對香港有利的，他們就以各種藉口反對破壞。
問題就是如此簡單。深受反對派拉布趕客影響而失

業的工人，應該將這筆「債」記在反對派身上，一定
要向他們「討還」。

文滿林

范長龍登南沙島礁 展中國寸土必保決心
美國防長卡特不但爽約訪華，而且還策劃美軍和菲律

賓搞「肩並肩」演習，登上演習完畢在南海巡弋的航
母，自以為對中國施加了巨大的壓力。殊不知，這等虛
張聲勢的動作，不過是自娛自樂，決不會嚇倒北京的決
策者和解放軍。實際主持解放軍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
范長龍乘機飛赴南沙，登上島礁，視察軍事和民用設施
工程，包括島上的燈塔等，對美方的動作傳遞出針鋒相
對、毫不示弱的信息。
雖然，解放軍沒有透露范長龍登的是南沙那個島
礁，但因為目前已通行大型民航客機的只有永暑礁，
相信范長龍視察的，正是這個已成為中國最南端的戰
略重地。
本來，解放軍領導人視察中國的島礁，平常不過。

在自己的領土，看自己的工程，看自己的官兵和民
工，巡視自己國家的領土，不但有充分正當性，而且
與他在北京「八一大樓」辦公一樣正常，不值得大驚
小怪。事實上，中國在南沙島礁已陸續建成使用了四
座燈塔，為過往的中國和國際航船提供服務。中國領
導人視察自然有助於施工人員保質保量完成，這是值
得國際輿論慶賀的。但是，偏偏美菲軍隊此時此刻在
相關海域搞「肩並肩」軍演，而日本也作為觀察員來
趟渾水。美國防長卡特還登上航母，對范長龍登島，
他們自然會以另類的眼光看，國際輿論也作出相應的
評論。
筆者認為，正是「有心人」在南海攪局，范長龍登

島當然也要傳遞重要信息。國際輿論普遍認為，北京

顯示了毫不退讓的強硬立場。無疑，范長龍登島是顯
示解放軍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堅強決心和意
志。不過，值得強調的是，范長龍視察島上工程，中
國不會迫於美國等的壓力而停止島礁上的各種工程，
包括民用和軍事的工程，而且會藉美軍近期在南海實
際「軍事化」的動作而還以顏色，加快島礁海空軍基
本設施建設，盡快使南沙島礁成為中國最南端的戰略
基地。
美軍在南海的這種舉動，自然是對中國繼續施加壓

力。但筆者看來，根本是無的放矢。美方一直宣稱的南
海「航行自由」從來沒有問題，那麼他們又是軍演，又
是登航母，甚至揚言繼續進入中國島礁12海里範圍，
到底要達到什麼目的？

是否要求中國將已填好的島礁推倒復原？可能，美國
及日本等國心裡這樣想，但是從來不敢明確公開提出，
因為他們知道中國會回答「想都不要想」。關鍵是，美
國加上日本也沒有能力迫中國讓步。
近期有輿論說中美南海有一戰，這顯然是胡說八道。

這些年，美國打的都是弱國，怎可能與中國開戰，即使
擦槍走火都不會。那麼，卡特為何還要搞這麼多動作？
相信他是「佈局造勢」，連同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
在南海形成新的對華包圍圈。
卡特所想，范長龍自然清楚，中國的應對之策猶如下

圍棋，美方既然要「勢」，中方則取「實地」。也許有
人說，取勢重於實地，有勢最終可破實地。但是筆者
說，有實地才能支撐真正的「大勢」。相信中國現實的
對策，就是千方百計鞏固南沙島礁，並借美國挑事的
「軍事化」動作，加速島上各種軍事設施建設。到「十
三五」結束時，南沙軍事基地和民用設施初具規模。范
長龍此時登島，相信這才是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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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分子要焚書坑儒乎？

香港近期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莫過於綽號「四眼
哥哥」的鄭錦滿，涉嫌意圖或不誠實使用電腦及企圖
偷竊罪被警方拘捕。鄭拍片呼籲市民以「自己方式」
令圖書館的「殘體字」（港獨分子對簡體字的污名化
稱呼）圖書下架。鄭更上載短片，示範如何將書掉到
垃圾桶。市民都嘲笑並譴責此一幼稚、極端行為，認
為是「港獨」分子「去中國化」的又一舉動。這種舉
動侵犯港人在公共圖書館閱讀和借書權利，更是利用
文字和書籍政治化，破壞兩地關係，在香港搞文字
獄，甚至是焚書坑儒的暴政。
稍對文字演變有常識的人都知道，世界各國都在不

斷試行將本國文字朝閱讀容易、書寫快速、使用方便
進行探索和改革。就中國漢字而言，早於秦（公元前
221年）時就推行「車同軌、書同文」了，隸書的流
行就是對篆書的簡化。到了宋、元，也已有《宋元俗
字譜》收錄了簡體字；1901年清朝時間，也主張推
行俗（簡）體字。民國1935年由錢玄同編的《簡體
字譜》，國民政府教育部發佈11400號令就公佈第一
批簡體字表。到新中國成立以後，從1950年至1956

年歷7年，經文字專家、學者反覆考證、研究、諮
詢、討論、存真、淘汰，才推出《簡體字總表》。簡
體字是許多朝代的追求和發展的結果，是科學的結
晶，給它扣上「殘體字」加以貶謫醜化，乃幼稚無知
的表現。
簡體字的出現，是鑒於漢字有三多五難：字數多、

筆劃多、讀音多和難認、難寫、難讀、難記、難用，
故有必要簡化。簡化的好處：一是方便書寫（如鬱、
龜、籲、竊等字），二符合歷史（如萬、疆、雲字古
時就簡化寫了），三是便於辨認閱讀（如書、畫、
晝、業、叢不會混淆），四是簡化減少記憶量，五是
解像清晰等等。給簡體字扣上「愛無心、鄉無郎、雲
無雨」都是莫須有帽子，扣上「赤化」更是一派胡
言。內地使用簡體字60年，推動文化、藝術、經濟
發展不可估量。新加坡1976年5月就採用《簡體字總
表》，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中文報紙、課
本、書籍都用簡體字，單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簡體字
《新華字典》，至去年全球就售出5億6千萬本，再
版12次。全球被「赤化」了嗎？

將簡體字政治化，更使人想起文字獄和焚書坑儒。
因文字獲罪入獄殺頭，在明、清两朝為甚。明太祖

朱元璋是和尚出身，連使用光、僧、禿字都要處斬；
清雍正皇帝因臣下奏本引用《詩．商頌．玄鳥》的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便認為「維止」是「雍正」
去頭，罪該處死，實則「維止」是維護百姓住所之
意。若使用簡體字、讀簡體書就被「洗腦」，則多數
港人危矣。因1956年由內地來港的人都認識、喜歡
使用簡體字。如若有人將「鄭」字「錦」字「滿」字
寫成簡體字，便扣上「不奠祭祖先」，「偷金两
點」，「自满」之罪，那還了得！
秦始皇34年（公元前213年）將除了《秦紀》、醫

書、卜筮、種樹之外的書都視為「以古非今」、「誹
謗朝政」燒毁；讀《詩》、《書》儒生在咸陽被坑殺
460多人。今天，若簡體書應掉入垃圾桶，則也可焚
書；若焚書是「抵抗赤化」，則用簡體字的人也可活
埋了。焚書坑儒暴行在香港再現，甚至日本、新加坡
等國也受株連，這是多麼荒謬、危險的事！

黃熾華

還記得在今年全國兩會
期間，全國人大委員長張
德江接見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團時，曾強調香港的第
一要務是謀發展，更指出
香港的地位是由經濟地位
決定的，香港應把握好國
家發展的機遇，「大樹底
下好乘涼，近水樓台先得月」。言猶在
耳，特區政府剛宣佈張德江委員長應行政
長官邀請，將於下月訪港出席「一帶一
路」高峰論壇。毫無疑問，張委員長訪港
再次反映了中央對香港發展的關注，更肯
定了香港能夠在「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中
擔當一定角色，發揮積極作用。
大家都知道，中央政府非常重視「一帶

一路」發展戰略倡議，近年頻頻外訪「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簽署了大量合同，深
度拓展了我國與東南亞、中亞與東歐國家
的經貿合作和文化交流。筆者認為，這種
關係上的開拓，不止是國家與國家之間
的，還包括商界和民間之間的互動交流。
而香港作為國家最國際化的商業城市，有
非常成熟的國際融資平台，國際商貿網絡
和跨國商業服務經驗也十分豐富，專業人
才充足，出入境條例相對寬鬆和開放，對
內地以至世界各地的人才都有一定吸引
力，香港絕對有條件成為國家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超級聯繫人」和
「超級合夥人」，為香港創造大量經濟機
遇，為市民提供更好的發展條件，最終讓
市民得以受惠。
筆者建議，香港社會各界可牽頭成立以

「一帶一路」為主題的跨地域商會或民間組
織，多組織本港以至內地的企業家前往沿線
國家考察，或多邀請「一帶一路」國家的商
界或民間團體訪港交流，多舉辦「一帶一
路」相關的大型國際論壇。例如在下月舉行
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除張德江委員長
外，特區政府還邀請了阿聯酋經濟部長和滙
豐控股有限公司集團主席一同擔任演講嘉
賓，再次突顯了本港作為國際經貿交流平台
的優勢，能夠凝聚內地和海外的重分量政經
領袖。
藉「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舉辦和張德
江委員長訪港，筆者期望社會各界對「一
帶一路」倡議展開更深入的討論和參與，
增進香港社會各界對「一帶一路」的了解
和興趣，多提建議，共謀發展，並支持特
區政府制訂更有效鼓勵商界和民間團體參
與「一帶一路」戰略發展的政策。
令筆者憂慮的是，在過去幾年，每當有

國家領導人訪港，反對派總趁機做騷，引
發混亂，妨礙了領導人與社會各界的正常
溝通，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對香港完全
沒有好處。筆者呼籲，社會各界珍惜與領
導人溝通的機會，對香港的經濟和民生發
展多提意見，不要為反而反，更不要干擾
和阻撓領導人的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