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確保中華民族復興 反「台獨」必須反「港獨」

編者按：近期，拒絕「港獨」入侵校
園，依法保障立法會選舉順利進行，成為
輿論關注焦點。本報就反「港獨」議題舉
辦專題座談會，邀請社會各界人士暢所欲
言，就如何看待「港獨」的違法性、危害
性以及如何採取有效措施遏止「港獨」，
出謀獻策，發表真知灼見。文匯論壇將陸
續刊登有關文章，向讀者和市民傳遞反
「港獨」的明確信息，讓廣大市民，尤其
是青年學生充分了解「港獨」的危害，共
同遏止「港獨」氾濫，捍衛「一國兩
制」，維護繁榮穩定，對香港和年輕人的
前途負責。

討論反「港獨」問題，不能離開兩個背景：一個是美
國遏制中國崛起的國際背景；另一個是「台獨」坐大阻
礙中華民族統一大業的國內背景。美國一直將香港作為
牽制中國的棋子。美國一手製造所謂「南海仲裁案」，
吹響了全面「圍剿」中國的「集結號」。「港獨」受到
美國的操控，將會造成更大危害。中央強力反「港
獨」，也是在反擊美國「圍剿」中國的圖謀。「港獨」

勢力與「台獨」勢力有密切聯繫。主張「台獨」的民進
黨贏得大選上台執政、「太陽花學運」的頭頭當選為
「立委」，對「港獨」勢力起到了「示範」帶動作用。
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堅決反「港
獨」。對照「台獨」在島內造成禍害，「港獨」與「台
獨」聯手將會成為香港動亂之源。港人必須堅決反「港
獨」，否則，後患無窮。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有兩大宗旨：一是堅決反對「台獨」；二是維護「一國
兩制」。反「台獨」必須反「港獨」，只有反「港
獨」，不讓「台獨」之亂在香港重演，才能全面反「台
獨」，維護國家統一。

美國一直將香港作為牽制中國的棋子
遏制中國崛起，是當今美國稱霸全球戰略的核心內

容。美國眼中的香港問題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美國一
直都是將香港作為牽制中國的一個重要棋子。在九七回
歸之前，美國已開始部署「填補」因英國撤退後產生的
所謂「國際真空」，全面干預香港事務。
香港回歸以來，美國通過提供活動資金、顧問幫助、
研究經費等方式，操控反對派政黨、政客、大學師生，
掀起沒完沒了的政爭。2011年8月底9月初，「維基解
密」詳細披露了美國對香港反對派提供直接指導及經費
扶持的秘密資料，披露美國駐港總領館干預港事的秘
情。香港傳媒已經廣泛報道，令香港陷入半癱瘓狀態的
「佔中」行動，也有美國的影子。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美國一手製造所謂「南海仲裁

案」，吹響了全面「圍剿」中國的「集結號」。由海

外華人創辦的《華發網》今年4月上載的一封神秘讀
者的電郵披露，鼓吹及推動「港獨」的「本土民主前
線」發言人梁天琦與黃台仰密會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
員。美國總領事館官員關注「本土民主前線」的經費情
況，甚至建議「本土民主前線」以書面請求申請經費資
助，美國政府可考慮通過NED（國家民主基金會）來
援助。「港獨」受到美國的操控，將會造成更大的危
害。中央強力反「港獨」，也是在反擊美國「圍剿」
中國的圖謀。

「港獨」勢力企圖複製「台獨」套路
香港人對「港獨」勢力的出現及表演有一種似曾相識
的感覺，這是因為港人一直密切留意和觀察「台獨」勢
力發展過程，清楚感覺到，「港獨」勢力是有樣學樣，
企圖將「台獨」套路複製到香港來。
事實上，「港獨」勢力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與

「台獨」勢力有密切聯繫。在「佔中」期間，學聯、
「學民思潮」核心成員就更曾到台灣向「台獨」分子
「取經」。新成立的「香港眾志」、香港列陣的核心成
員，亦一直與「台獨」勢力保持聯繫。早前，一些極端
組織更邀請「台獨」學人梁文韜來港演講，揚言要「超
大範圍搞港台獨」。「本土民主前線」最近更赴印度，
參與為期4日的「第十一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與
來自全球的「分離主義」組織，包括「台獨」、「藏
獨」及「法輪功」等代表「交流培訓」。種種跡象顯
示，隨台灣政局的變化，「港獨」與「台獨」兩股分
離勢力已經加緊勾結。

更要看到的是，主張「台獨」的民進
黨贏得大選上台執政、「太陽花學運」
的頭頭當選為「立委」，對「港獨」勢
力起到了「示範」帶動作用。「港獨」
以台灣的「台獨」組織為楷模。他們組
織政黨參選立法會，正是受到主張「台
獨」的民進黨贏得大選上台執政、「太
陽花學運」的頭頭當選為「立委」的鼓
舞。堅持「台獨」綱領的民進黨上台執政，至今仍不承
認體現「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港獨」與「台
獨」聯手，禍害更大。

統促總會反「台獨」必須反「港獨」
從國際背景來看，「港獨」勢力已經成為美國遏制中

國崛起的一個棋子。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我們必須堅決反「港獨」。對照「台獨」在島內造
成禍害，「港獨」與「台獨」聯手將會成為香港動亂之
源。港人必須堅決反「港獨」，否則，後患無窮。
我們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有兩大宗旨：一是廣

泛聯繫和團結香港各界人士，高舉和平統一旗幟，堅持
「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台獨」；二是宣傳「一
國兩制」成功經驗，密切港台關係，深化港台交流，維
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早
日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維護國家統一、維護「一國兩
制」，是我們的兩個基本任務。我們反「台獨」，就必須
反「港獨」，只有反「港獨」，不讓「台獨」之亂在香港
重演，才能全面反「台獨」，全面維護國家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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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港獨」思潮氣焰囂張，企圖入侵校園。十多所中學的學生會成立所
謂的「本土組織」，又利用面書專頁成立所謂「關注組」，積極參與示威遊
行。而近年冒起的「熱血公民」成立所謂「熱血少年軍」，舉辦訓練營，以
「強身健體」作包裝，向青少年入手，參與者竟不乏八、九歲的小學生，主事
者藉此灌輸「革命」、暴力、「港獨」的思想。這不得不教人深憂。至於「本
民前」、「民族黨」、「青年新政」等，紛紛活躍於大專界，或言「自決」，
或倡「港獨」，名目雖異，但內涵無不鼓吹香港分離國家，荼毒青年。
作為教師，如何自處？這是值得深思的課題。教育局於此表示關注，提出勸

喻，明確指出不可容許主張「港獨」的行為在校園發生。惟「教協」旋即召開
記者會，大肆抨擊教育局扼殺教師「專業自主」云云。教育局作為監督中小學
運作的機關，面對可能違法的行為，難道視若無睹嗎？筆者認為，「專業自
主」當然不是「絕對自主」，就正如教師授課，不時也要接受上級的觀課和評
核，難道這是侵犯「專業自主」嗎？「港獨」是違反基本法的行徑，毋庸置
疑。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條已開宗明義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面對學生的行為與言論，涉及不同程度，教師處理手
法，當然要因時制宜。若有學生在校園派發傳單宣揚「港獨」，這是較強烈的
煽動舉措，教師當然要立時制止，並明確指出此乃屬違反基本法的行為。
有學生在校園私下討論「港獨」，教師則有責任向學生指出「港獨」是違法
的行徑，並從香港與國家的歷史淵源、公民責任等不同角度，曉以大義，導以
正軌。另外，有學生組織批評校方打壓「言論自由」，校有校規，難道學生在
校園可用一般的網上侮辱言辭指罵老師嗎？當然不可，「尊師重道」已是學校
教育的道德底線。由是觀之，「言論自由」不是毫無限制。
至於，「港獨」可否在課堂上討論呢？筆者以為，若視作一個社會現象或問
題來分析，宛如毒品、盜版、網絡欺凌等其他議題一樣，當然可以討論。但教
師絕不可是「旁觀者」，有責任指出「港獨」本質上就是違法，及其嚴重後
果，引導學生明辨是非。如果教師不提「港獨」違法，還跟學生侃侃而談如何
「獨立」，如何「建國」，這跟鼓吹學生如何吸毒，怎樣購買毒品，並無二
致，一則煽動學生犯法，二則違反教師專業操守。
總之，「專業自主」不是擋箭牌。面對大是大非的問題，看學生步向歧

途，教師置身事外，這才是不負責任。「港獨」是死途，無論從法理到常識，
稍有社會閱歷的人都會明白「港獨」不可為、不可行，為師者，不可貽害下一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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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看今日之香港 竟是誰家之天下？
黃 之 鋒 、 羅 冠
聰、周永康三人，
於前年9月26日發
起所謂「重奪公民

廣場」行動，衝入政總前地，為歷時
79日的非法「佔領」行動掀起序幕。
案件日前於東區法院判刑，分別輕判
3人社服令及緩刑。法官在判詞中
指，「本案與其他刑事案件不同，考
慮案件時要考慮被告的犯案動機及目
的，而法庭信納三人是真心因自己的
政治理念或對社會現狀的關心而表達
自己訴求，目的及動機非為自己利益
或傷害他人。」

寬恕「佔中」搞手 漠視港人利益
很明顯，法官已偏離了以法論法的
立場，判詞充滿了對被告的同情和體
諒。坦白說，這不是專業公正的判
決，而是政治立場的表白。因為，上
述被告的所為確確實實給香港造成嚴
重的損失，無論他們有什麼政治理想
和崇高動機，都不能作為擾亂社會、
破壞法治的理由。恐怖分子也有他們
的政治理想，動機亦非為自己利益而
去傷害他人，難道我們就可以同情和
寬恕他們嗎？普京說得好，「原諒恐
怖分子是上帝的事，我的責任是送他
們去見上帝。」同樣道理，香港法院
的責任，是讓「佔中」的煽動者受到
具阻嚇力的懲罰，而不是扮演同情者
的角色。
2013年法院判決黃毓民及陳偉業在

2011年「七一遊行」期間，衝擊警方防
線和堵塞馬路罪成，裁判官杜浩成指出，
「沒有人可以凌駕法律，無論政治理念
是什麼，以激烈行動大規模破壞法治是
不可取的，對社會議題有強烈意見的人，
犯法也要負上刑責。」同樣，我們不能

因為黃之鋒等人因自己的政治理念或對
社會現狀的關心，表達自己的訴求，就
讓他們凌駕法律，判刑過輕是對法治的
損害，是對700萬港人利益的蔑視，是
將自己的政治立場置於法律之上的失職
行為。
以上問題只是冰山一角。香港有些

人因為偏重於西方民主的政治概念，
無視「一國兩制」、基本法的規定以
及香港的特殊環境，對特區政府和基
本法毫無節制地衝擊，甚至踩上國家
安全的紅線，提出極為荒謬的「港
獨」主張，企圖將繁榮安定的香港變
成「暴亂之都」。盼望安居樂業的香
港人，既無奈又心痛。香港到底要往
何處去，已成為每一個香港人關切的
問題。
雖然回歸近20年，但香港仍然處於無

休無止的內鬥之中，更可怕的是，在外
國反華勢力的支持之下，反對派的勢力
深入香港各大中小學校，掌握了大部分
的話語權，他們四處「播毒」，以至習
非成是，影響了部分人、尤其是年輕一
代的心靈。
幾乎每天反中亂港傳媒都極盡所能

地謾罵中央和特區政府，離間兩地人
民的感情，宣揚所謂的本土文化。除
了《蘋果日報》鋪天蓋地的反中亂港
言論外，某些電台廣播也不分日夜地
攻擊內地，連特區政府全資擁有的香
港電台也冷嘲熱諷，不時射上一兩支
「冷箭」。
由仇視中國的人掌控的中小學，既
不升國旗，也不唱國歌，甚至不准教
授中國歷史，拒絕國民教育，更任由
有「港獨」思想的教師公開「播
毒」，荼毒弱小心靈。大學更以「言
論自由，學術自由」為藉口，縱容師
生離經叛道，打出「獨立建國」的口

號，以暴力行動衝擊
社會和諧穩定，實行
隱性的顏色革命。
在立法會中，佔三
分之一議席的反對派
不擇手段對抗政府，
他們無休止地拉布流
會，拖延施政，破壞
政府威信，迫使政府官員「下馬受
綁」，以達到奪權的目的。當然，也
有司法界人士在適當時機為搗亂分子
提供保護，大開綠燈，令搞事者無後
顧之憂，任意妄為。

不容忍「港獨」胡作非為
這一切後面，更有居心叵測的外國
勢力給鼓吹「港獨」的搞手出謀劃
策，提供不同形式的支持。可惜，特
區政府和有關人士一籌莫展，面對強
烈的政治逆流，發展經濟民生事倍功
半。更諷刺的是，有建制派中人，在
大是大非面前搖擺不定，甚至暗中在
背後再踩上一腳。
然而，香港700萬人真的如此不濟，
眼看反中亂港分子為所欲為而無動於
衷？非也，700萬香港人絕大部分是愛
國的，別說今日中華崛起，民族復興
在望，就是在國家最貧困的時候，港
人的愛國熱情一樣熾熱。港人有心愛
國，只要特區政府重視他們，喚起他
們的愛國熱情，他們必然會義無反顧
挺身而出，絕不會容忍數典忘祖的
「港獨」分子胡作非為。問題是我們
一定要掌握話語權，堅定不移在香港
推行愛國教育，挺直中國人的脊樑。
回歸心願已了 ，「一國兩制」何

託？諸君受命於中央，言猶在耳，豈
能忘心 ？請看今日之香港，竟是誰家
之天下！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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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創黨十年，未見踏實的地區工作，鮮見政績，市民對該黨的黨員和前
黨員的所作所為確實不敢恭維。當年的港珠澳大橋案令香港白白虛耗公帑對簿
公堂，不但要納稅人為巨額訴訟費埋單，基建進度也因官司延誤，影響數以萬
計建造業工人和家庭的生計；外傭居港權案同樣出賣港人利益，歷歷在目。近
期的，還包括前公民黨成員曾健超向警員潑穢物被判襲警罪成，可見這些亂港
殃民政客因利益而合，因利益而分。
隨公民黨的《十年施政綱領》隱藏「港獨」立場，暴露該黨的「隱獨」和

「暗獨」底牌；由公民黨成員聯署的《香港前途決議文》，鼓吹自決和「港
獨」，公民黨的投機本質更顯得赤裸裸；該黨成員陳家洛亦曾在受訪時透露，
他在授課時曾詛咒「五星紅旗升不起」，陳的「獨癮」更是病入膏肓。
該黨的功能組別代表因漠視業界意見而被批評，例如，在《版權 (修訂) 條
例》一役，郭榮鏗只站在他所屬政黨的角度出發，不顧及香港律師會和香港大
律師公會的方案，並參與「拉布」。作為功能組別議員，卻不能把業界聲音帶
入議會。最終，今屆立法會未能通過《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另外，郭榮鏗
過去多次開腔反對人大釋法，不但矮化人大的權力，作為法律界立法會議員不
理解基本法釋法的機制，明顯是對法律知識認知不足。郭議員在四年任期內提
出的草案十隻手指也能算到，愧為法律界的議會代言人。
在立法會會期最後階段，醫務委員會改革草案進行二讀表決時，公民黨6名立
法會議員在該項表決分別出現了「贊成」、「反對」及「棄權」的三種不同立
場，被稱為「莊」、「閒」、「圍骰」通殺，出賣港人及病人的利益，三種不
同立場即是無立場，字就我贏，公就你輸，可見公民黨無準則的投機。
選民需要的是對香港有承擔、有貢獻的政黨，口號式的謊言已不能再欺騙選

民，「全餐」式投票更是侮辱選民的智慧。選民必會用手中選票懲罰亂港政
黨，把投機者、破壞者逐出議會，公民黨是時候找數了。
（立法會選舉社會福利界其他參選名單包括葉建忠、邵家臻、關銳煊及黃成

智；法律界功能界別其他參選名單包括文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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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建 強

弘揚儒商精神 助築中國夢
作為全球經濟增長主動力的中國，
履行「大國責任」，借助傳統儒商精
神和在改革開放歷練中陶鑄而成的
「中國模式」，主導重建應對新世代
的商業文明。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在一
個以「儒學：世界和平與發展」為主
題的國際研討會上指出，要解決人類
當前面對的眾多突出難題，「不僅需
要運用人類今天發現的智慧和力量，
而且需要用人類歷史上積累和儲存的
智慧力量」。他說：「世界上一些有
識之士認為，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
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解決當代
人類面對難題的重要啟示。」至於研
究孔子、研究儒學，則是認識中國人
的民族特性、認識當今中國人精神世
界歷史來由的一個重要途徑。
要將千年傳統文化與當今商業世界
整合共融，引線就在儒商精神。顧名
思義，儒商是指具有儒家氣質的成功
商人，當中包含兩個層次，第一是在
人格上「修高明之行」，具備儒者的
道德才智；第二是在商業經營倫理

上，能秉持見利思義、回饋社會的原
則，做到「立人」與「立業」相結
合。故此，當年儒商如徽商祭祀朱
熹，晉商供奉關公，皆在強調信義，
要求「義利合一」。
然而，經歷近現代帝國主義的政經

淘洗，再加上市場一體化的催迫輾
轉，西方的重商主義和利己主義席捲
全球，主宰了商業文明和社會價值，
並為不法商人與無良政客的勾結開了
一扇窗，可以輕易透過政策傾斜、行
政便宜、法律漏洞，甚至公然包庇，
一再以偷天換日手法巧取豪奪，蠶食
鯨吞公眾利益，令社會承受不必要的
折騰，亦令國際關係出現複雜的波
動。類此動亂禍源，俯拾皆是！
香港儒商、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認

為，儒商文化的核心是「仁者愛人、
以義制利、誠實守信、以人為本、以
德為重、以和為貴」。他在一個名為
「重建全球華人的精神軸心」的主題
演說中指，「中國夢」不僅僅要中國
成為經濟大國，還要成為科技大國、

軍事大國，文明禮儀
大國、世界文化大
國；因此，我們這一
代企業家要有一個使
命，就是重塑傳統文
化，強調新儒學精
神 ， 樹 立 「 中 國
魂」，在華人世界中
復興儒教，並讓中華民族受到世界尊
重。
須強調，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實現「中國夢」，就需要兼顧經濟建
設和文明建設這軟、硬實力層面，升
華道德境界，取得國際尊重，任重而
道遠，需要一步一腳印地編織蘊蓄。
每一家孔子學院、每一尊孔子聖像、
每一趟外訪交流、每一篇宣導文章，
都在為弘揚儒商精神，協助築建「中
國夢」，緩解社會矛盾，邁出關鍵的
一步。基於歷史的特殊因由，「一國
兩制」的特殊使命，作為中外接軌的
窗口，香港儒商在這方面，絕對責無
旁貸。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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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港獨」」討論進校園討論進校園，，教師有責任指導學生認清其違法本質教師有責任指導學生認清其違法本質。。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