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下星期赴港視察三天，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和
10名立法會各黨派代表包括4名反對派議員，獲邀在歡迎晚宴前與張德江「細範圍」會面。這
種前所未見的特別安排，表明中央希望與包括反對派議員在內的香港各方面人士廣泛溝通，促
進社會和諧，推動各界更好地籌謀香港的未來發展。無論是出於重新開啟溝通大門的需要，還
是為了香港好，抑或是應有的禮貌態度，所有獲邀的反對派議員，都沒有理由不出席這個有
特別意義的會面。香港市民普遍希望不同黨派的立法會議員能夠與中央保持良好的溝通，反
對派議員自己也多次要求與中央領導人見面。今次的安排顯示了中央的包容和誠意。反對派
議員應把握這次溝通交流的機會，為香港做一些有建設性的事情，莫令香港市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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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日前報道，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長張德江將於下周赴港，出
席香港特區政府主辦的「一帶一
路」高峰論壇，並視察香港特別行
政區。中央領導人視察香港本屬常
事，在漢語中，「視察」意思就是
「巡視考察」，中央領導人「巡視
考察」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無不

妥，也是「一國」之義。然而，在泛政治化的香港，
在一班唯恐天下不亂的反對派政客面前，任何事情都
可以被炒作一番。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梁家傑一看到中央領導人要「視

察」，隨即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大玩「捉字
蝨」遊戲，批評「視察」一詞是「有皇帝時先用」，
猶如把張德江捧成「皇帝出巡」。而《蘋果日報》之
流更加「如獲至寶」，大罵用詞不當，矮化香港云
云。似乎「視察」一詞已是如何十惡不赦，但這是事
實嗎？
中央領導人出訪內地省市，都是用「視察」一詞，

香港是中國轄下一個特別行政區，領導人訪港用「視
察」有何不妥？對「視察」一詞反應過敏，恰恰反映
了這些反對派政客的「港獨」心理，不承認香港是中
國的一部分，所以對於領導人「視察」香港才會如此
激烈。在他們心目中，領導人來港不是「視察」，而

是「外訪」，才符合他們心意，全世界有這樣荒謬的
政客嗎？
最可笑的是梁家傑，竟指「視察」一詞「有皇帝時

先用」。但原來，「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梁
家傑自己過去在海報上就多次使用「視察」一詞，例
如指自己去橫頭磡「視察」，又陪同某某官員「視
察」醫院、街市，等等。而他的黨友陳淑莊，也多次
宣傳自己「視察」公園、海灘，甚至遠赴台灣「視
察」。這些都是梁家傑、陳淑莊自己的海報及宣傳單
張。這樣說來，梁家傑、陳淑莊是將自己比作「皇
帝」了，至少也是「九龍皇帝」，而將橫頭磡村村
民、市民都視為「臣民」矮化。看來，真正發皇帝癮
的，正是梁家傑之流。
其實，梁家傑用「視察」也沒有錯，錯只錯在他政

治偏見上腦，見到「視察」一詞以為可以大肆抽水，

挑動港人與中央的關係。但原來，他們一眾反對派政
客都同樣好用「視察」，結果在全港市民眼前出了個
大洋相。中央從來沒有矮化香港人，但反對派政客卻
不斷醜化自己，這又何必呢？
中央領導人訪港主要是表達對香港的支持和打氣，

與立法會議員包括反對派議員晚宴，也是希望增進彼
此溝通交流，出於善意。但中央的善意換回來的卻是
反對派的無理指責，上綱上線，製造無聊風波，甚至
大玩「文字獄」的把戲。這說明反對派根本無意溝
通，甚至故意阻撓溝通，之後又倒打一耙，反指責中
央關上溝通大門，但這又如何能欺騙到香港市民？張
德江訪港的歡迎宴，沒有人逼反對派出席，他們不出
席就算了，沒有人稀罕，又何必搞出各種下三流伎
倆，譁眾取寵，以為抹黑到中央，相反卻暴露自己的
不堪和無恥。

梁家傑當自己是「皇帝」？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張德江帶來和諧之風 反對派議員理應把握機會

張德江委員長下周來港視察三天，特別安排在歡迎晚
宴前與行會成員及部分立法會議員會面。其中，最引人
注目的，是邀請了4位反對派議員。據了解，會面是
「細範圍」，將採取較輕鬆、類似酒會的形式舉行。這
種安排是中央領導人來港視察以來首次，體現了中央重
視與行會和立法會議員包括反對派議員的會面溝通。正
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所說，張德江與立法會議員的會
面是難得的機會，讓不同黨派的議員可以親自向張德江
闡述他們對香港的看法，及他們關心的問題。

張德江與反對派見面顯示中央誠意
中央一直很重視與反對派的溝通。中央很清楚，反對

派在社會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立法會有一定數量的議
席。這是香港的政治現實。即使是反對派議員綑綁否決
根據人大決定制定的普選方案，中央對反對派的態度並
沒有改變，仍然希望能夠與反對派中認同「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的人士進行溝通。中央在香港問題上胸懷非常
寬闊包容，總是希望反對派人士能夠為香港的發展做一
些有建設性的事情。
張德江作為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央領導人，亦非常重視

並身體力行與香港各界包括反對派人士的溝通。2005
年，當時的行政長官曾蔭權率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珠江
三角洲，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張德江會見了這個包括眾
多反對派議員的「訪粵團」。張德江以禮相待，提出

「三個坦誠」：坦誠地接待訪問團、坦誠地向各人介紹
廣東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坦誠和各位交換粵港合作的
建議，受到香港社會的廣泛好評。
張德江這次視察香港，特別安排與反對派議員溝通交

流，傳達出重要的信息：中央期望推動香港社會和諧，
不希望政治對抗激化，社會陷入嚴重對立。只要這次開
一個好頭，反對派與中央的溝通自然會有一個新的局
面。這是香港市民希望見到的結果。香港是「好客之
都」，禮貌待人是香港的成功之道。張德江委員長來港
視察，安排與反對派議員見面，顯示了中央的善意和誠
意。反對派議員如果拒人於千里之外，於情於理都說不
過去。獲邀的反對派議員應該體會中央的好意和苦心，
積極回應，不應為了擺出政治姿態，而浪費了一次寶貴
的溝通機會。

促進和諧是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
香港回歸19年，「一國兩制」取得矚目成就，同

時，香港多年來積存的各種矛盾也日益凸顯，經濟面臨
瓶頸，發展步伐放緩，政治衝突不斷激化，香港社會進
入了矛盾多發期。立法會拉布常態化，政治爭拗無日無
之，令不少民生項目、工程撥款積壓多時，嚴重挫傷香
港的競爭力。
香港要突破眼前各種困局，歸根究底需要通過發展來

解決。然而，在目前泛政治化的環境
下，社會對立、內耗嚴重，任何發展項
目都可以被大肆政治化而舉步維艱，要
社會各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又
談何容易？和諧與發展是相輔相成、互
相依存的關係。沒有和諧的社會，將不
可能集中精力推動經濟發展。香港需要
通過發展突破困局，先決條件就是遏止
泛政治化風潮，營造一個和諧、包容、和衷共濟、有商
有量的社會環境。張德江訪港，安排與反對派議員見
面，表明中央希望促進香港社會和諧，讓香港社會能夠
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謀發展保穩定促和諧是香港主要任務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底在聽取特首梁振英述職報告時

明確指出，謀發展、保穩定、促和諧是香港廣大市民的
共同願望，也是特區的主要任務，希望特區政府團結社
會各界，維護香港穩定，抓住國家發展進入「十三五」
時期的機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積極謀劃長遠發
展，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打下堅實基礎。張德江此行
正是為「謀發展、保穩定、促和諧」而來，相信社會各
界會以積極姿態回應中央的要求，不會辜負中央的希
望。

盧文端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盧 文 端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鄭 治 祖 ）
「港獨」、
2047 年「自
決」問題近
期成為社會
熱哄哄的話
題，令人擔憂影響香港社會安寧。自由黨榮譽主席、立
法會議員田北俊昨日表示，香港可以實行「本土優先」
政策，維護港人權益，但不可能走上「港獨」道路，因
為這解決不了資源供應等根本問題。他又認為，現時
「一國兩制」政策是對香港最好，最能保障港人權益，
故絕不支持修改香港基本法。
《熱血時報》昨日舉行題為「2047大限將至 香港獨

立覓出路？」的論壇，「熱血公民」頭目黃洋達在論壇
上聲言，香港基本法限制了香港人普選的權利，倘要達
至「真普選」或「公民提名」，就必須要透過「全民制
憲運動」，讓港人擁有屬於自己的香港基本法，「通過
香港人利用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信念，去重寫基本法，
落實香港的自治地位，落實香港的實言主權，無論在政
治上、經濟上都是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同場的田北俊則表示，香港可以實行「本土優先」政

策，維護港人權益，相信中央也會同意，但不可能走上
「港獨」道路，「除了中央不容許，我們香港自己都有
很多地方是顧不到，因為我們700萬人，只有1,000平
方公里地方，能不能做到自給自足都是問題。」
他表明，絕不支持修改香港基本法，認為目前條文內

容縱然或有缺憾，但相信這仍是最能保障港人權益，「我們覺得
基本法裡的『一國兩制』是對香港最好的，因為現在基本法是
1983年，當年中國沒如此強勢時制訂，但現在國家強過香港，如
果我們提出修改，我們會擔心內地有很多『鷹派』說：『好！大
家一齊改！』到時結果是如何，我們不知道。」
在論壇尾聲，「忠義民團」的石房有（man）突然「踩場」，

質問黃洋達為何有其成員在上周「熱血公民」地區辦事處開幕儀
式上打網台「香梘電台」記者，但黃洋達未有回應便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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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右）及黃洋達。 劉國權 攝
美報告炒作書店事件
外交部促勿干內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

國務院於5月11日發表香港政策法報

告，聲稱銅鑼灣書店事件，是香港回

歸以來「最違反『一國兩制』政策的

事，令人擔心」，又提到香港大學法

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未獲校委會任命

為副校長，是因為他的親香港反對派

背景云云。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昨

日在回應時重申，香港事務純屬中國

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涉。特區政府

發言人也指，外國政府不應以任何形

式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美國國務院在所謂的香港政策法報告中
提到銅鑼灣書店事件，聲稱多名負責

人及員工先後「失蹤」，「顯示」中國中
央政府「繞過香港的執法機關辦事」，而
有關人等的錄影及書面認罪記錄，經由
「受北京控制的媒體」發放，又稱事件後
各大書店將不少政治書籍「下架」，反映
香港的新聞自由及發表意見自由或已「收
窄」，令人擔心香港在2047年後「能否維
持高度自治」。

竟稱旺暴為「捍衛小販文化」
該報告還提到去年香港特首普選方案，及

今年初的旺角暴亂，更採用香港激進「本土
派」的用詞，稱之為「魚蛋革命」，指有
「本土派」團體鼓動市民參與示威，是為了
「捍衛小販文化」，其間與警方「發生暴力

衝突」，而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卻」將之
形容為暴亂。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昨日在回應

傳媒查詢時指出，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
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在香港成功實施，
香港居民各項合法權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
障。「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
權干涉。」

港府：「一國兩制」成功有目共睹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也指，回歸以
來，香港特別行政區一直依照香港基本法的
規定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充分體
現「一國兩制」得到成功落實。這是國際社
會有目共睹的。「外國政府不應以任何形式
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文明、有序、自由、開放、
包容這些特質，為香港創造繁
榮，但這些價值觀近年被扭曲的
「本土」、激進甚至「港獨」思
潮所侵蝕。為此，立法會議員葉
劉淑儀，聯袂新民黨青年委員
會，籌備及推出《再發現香港的
五十個理由》網站及facebook專
頁，走訪本地不同年齡、背景、
階層、種族及國籍，但同樣熱愛
香港，並希望維持香港的繁榮和
穩定的香港居民，包括詠春宗師
葉準等，通過他們各種堅毅、上
進或富人情味的故事，重塑真正
的香港精神。
葉劉淑儀指出，她一直認為
本土意識本身並無問題，愛自
己城市十分正常，但是排外排
他便要不得，最終會傷害香
港，「我們要讓年輕人重拾命
運在我手的信心及安全感，重
新提倡勇氣、謙遜、實幹、刻

苦、開明、外向及敢於冒險的
精神……這些是我們過去擁抱
的核心價值。因此，我推出
《再發現香港的五十個理由》
這個網站企劃，透過香港人的
真實故事，重塑真正的本土價
值。我希望大家從這些受訪者
身上，找到值得借鏡、反思的
地方。」葉劉淑儀道。
《再發現香港的五十個理

由》網站及facebook專頁已經
上線，不同故事將陸續登場。
部分故事包括《香港人的一代
宗師：葉準》、《一個世紀的
旗袍店：美華旗袍》、《從一
架單車到一間花店──朱迪花
舍》、《半輩子的執着──詩
餅坊》及《屬於香港人的傳
統：大坑舞火龍》。
《再發現香港的五十個理

由》網址為：http://50reasons.
hk。 fb 專頁為：https://www.
facebook.com/50reasonshk/

新民黨《五十理由》重塑港精神
■葉太（右）到拳館訪
問葉準師傅（左），二
人原是同鄉。

■■朱迪花舍老闆朱迪花舍老闆JudyJudy，，當日全憑一部單當日全憑一部單
車車，，發展到今天擁有自己的花店發展到今天擁有自己的花店。。

■■「「大坑舞火龍大坑舞火龍」」的的
總指揮陳德輝認為總指揮陳德輝認為，，
本地的傳統習俗記載本地的傳統習俗記載
民間風俗及歷史民間風俗及歷史，，
應好好珍惜及傳承下應好好珍惜及傳承下
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