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獨」毒害校園 絕不可姑息縱容
面對「港獨」邪風日盛，分離派

更試圖登堂入室，涉足9月的立法

會選舉。選管會為防範分離勢力

動搖「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根

基，要求立法會參選者簽署確認

書，表明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以正視聽。最終，選舉主任履行職責，否

決多名相關人士的提名資格，相關決定完全依法有據。但分離分子死心不息，又將

魔爪伸向校園，企圖煽動心智未熟的學生。面對如此衝擊社會和學術底線的做法，

特區政府、社會各界必須坐言起行，不能有半點姑息縱容，否則香港前途堪虞。

香港基本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十二條列明，香港特
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
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毫無疑問，鼓吹
「港獨」意味着分裂國家，是不符合香港特區在基本法
下的憲制及法律地位。即使有人宣稱可修改基本法，但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四）條亦規定，基本法的任何修
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
相抵觸。

分離派理屈詞窮誣衊政府
分離派詞窮理屈，即耍賴誣衊政府「政治審查」、

「剝奪參選權」。不過，法律明文規定，鼓吹及推動
「港獨」的人並不具備最基本的合法資格作為候選人參
加立法會選舉，是沒有絲毫懸念的。試問古今中外，哪
一個政府能容忍恐怖分子及分離主義人士加入建制架
構？難道美國會容許阿蓋達昔日領袖拉登參選美國總統
嗎？

「港獨」之說於法於情於理都站不住腳，分離派於是
再變招。首當其衝的是依法辦事的選舉主任，竟然被人
網上欺凌或恐嚇滋擾，這些缺德行為應受到社會強烈譴
責和法律制裁。與此同時，當「港獨」勢力被主流民意
唾棄，分離派又將「獨爪」伸入校園，揚言要在18區中
學成立「本土關注組」，《學苑》日前更發表僅得385
位港大同學登入內聯網填寫的網上問卷調查結果，宣稱
有六成一受訪者贊成「港獨」，三成支持武裝革命云
云。
一個調查要達至全面科學，調查方式、取樣數目等均非

常關鍵。如果做調查的人，本身鼓吹分離主義，而設計的
問卷調查和找尋的受訪者，亦有明顯政治取向，那出來的
結果一定有欠公允。更可笑是，提倡「港獨」的小部分
學生，是否真正明白「獨立」是什麼一回事，獨立又需
要以什麼條件來維持？港大乃本港數一數二的高等學府，
撰寫《學苑》的學生都是「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如今
他們拿「港獨」來玩弄，學弟學妹們必受其影響。

分裂造成惡果值得深思
縱觀全球，包括美英的大學，都不容學者去探討如何
鼓吹恐怖主義、恐怖襲擊，證明社會和學術也是有底
線，而底線就是不能害人、害社會。如果香港社會各界

沉默啞忍，縱容分離派在校園內荼毒下
一代，香港前途堪虞。
歸根究底，「一國兩制」沒有先例可

循，要成功落實全賴中央政府、特區政
府、社會各界一步步探索，摸着石頭過
河，無論政治立場如何，社會理應堅守
基本法及法治原則。尤其立法會是依據
基本法設立的立法機關，負責制定法
律、監管公共開支及政府施政，絕不容分離派藉此「播
獨」亂港，甚至分裂國家。
國家領導人再三闡明對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底

線，重申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
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
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香港各界務必警
惕和深思。事實上，外國因分裂造成戰爭惡果，如中東
地區等比比皆是，「港獨」對香港而言，絕對是死路一
條。
總言之，要遏制「港獨」的囂張氣焰，港人必須堅持
不支持、不姑息、不留餘地。立法會選舉在即，選民絕
不能小覷手中一票，切勿陷入「港獨」漩渦，要為社會
重注正能量，絕不能讓議會淪為「播獨」鬧劇、分離國
家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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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期即將開始，有效防範「港獨」入侵校園已經刻不
容緩。教育界一些激進組織和人士不應採取雙重標準，一
邊將國民教育拒之門外，一邊鼓吹「港獨」思潮入侵校
園。律政司、教育局應該與教育界合作，在法律「紅線」
的基礎上設定專業「紅線」，讓學校和教師可以更加理直
氣壯引導學生明辨是非，遠離「港獨」，共同守護莘莘學
子。
香港校董學會日前發表聲明，指部分教育工作者及教育

團體骨幹人員在校園公然散播「港獨」的行為極端嚴重違法。教育局也明
確指出，任何「港獨」主張或活動都不應在校園出現，若有團體企圖在校
園散播或推動「港獨」主張或活動，學校應予以制止；而教師若鼓吹「港
獨」思想，必須承擔相關責任和後果。

拒「國教」迎「港獨」是雙重標準
教協副會長張銳輝卻表示，學生願意討論社會事、國家事，成年人應求

之不得，質疑為何要設思考或討論的禁區云云。有團體到教協總部請願，
不滿教協副會長縱容「港獨」入侵校園。社會輿論直斥教協副會長言論
「離譜」，指出教協當初對國民教育就說是「洗腦」，現在對「港獨」思
潮入侵校園就說成是「求之不得」，根本就是雙重標準。
2012年7月成立的所謂「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目的是反對特
區政府2012年9月推行獨立成科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反國教」運動由
教協、「學民思潮」及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領導。2012年7月30日，教協
又召開常務會議通過決議，決定如果9月開學前，政府不撤回國民教育科，
就積極組織罷課行動。2012年「反國教」的衝擊，教育局關於「國教成
科」的決定被迫撤銷，《國民教育指引》亦被擱置，「國教」從此減弱。
其惡劣影響，是在學界歪論充斥，習非成是，更有人不斷煽風點火，企圖
使校園政治化、暴力化。
實際上，國民教育並非中國獨有。外國學者Ramirez和Boli-Bennett研究

了1870年到1970年各國憲法，發現憲法中訂明國家有義務提供國民教育的
個案從43個增為139個，這顯示推行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遍觀當今世
界，重視國民教育已成為國際慣例。
教育界一些激進組織和人士當年將國民教育妖魔化，污名化為「政治宣

傳」、「狹隘民族主義」、「洗腦工程」，國民教育被他們拒之門外，這已
經違反國際慣例。如今教育界一些激進組織和人士，又以「港獨」騎劫教
育，混淆是非，誤導學生，更加違背國際上普遍重視的教育操守和倫理。
「港獨」議題涉及國家領土完整、民族大義的大是大非問題，學校、教

師有責任向學生講清楚是非對錯，不能令學生產生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
錯誤認識。校園禁止鼓吹「港獨」並非限制言論自由，正如不能在校園內
宣揚吸毒、打劫和各種犯罪行為一樣，是一個是與非的問題。學生正處於
需要教師正確引導的時候，若在校園鼓吹「港獨」，會對學生帶來非常負
面的影響。身為教師，應該從歷史、從現實的角度，讓學生了解香港是中
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港獨」侵校較「反國教」禍害更深
當年教協、「學民思潮」策動「反國教」、參與「佔中」，令國民教育

遭受重大挫折，嚴重衝擊學校教學秩序和社會安定。現在有激進學生組織企
圖在新學年將「港獨」禍水引向中學校園，教育界一些激進組織和人士則扮
演護航和推波助瀾的角色，這對學校和香港社會的威脅較之當年「反國教」
有過之而無不及，造成的後果肯定比「反國教」、「佔中」更惡劣。
律政司應依法檢控膽敢向中小學生播「獨」的搞事者，以示遏「獨」有

實際行動；學校應嚴肅處分肆意鼓吹「港獨」的教師和學生，對屢教不改
者應堅決開除，絕不向「港獨」低頭；家長更應堅決支持政府、學校反
「港獨」，共同守護莘莘學子，維護校園乃至香港社會的安寧和秩序。

新界西候選人李卓人在多個論壇被對手翻
舊賬，所說的是原本已袋袋平安的150萬政
治黑金，這筆政治黑金，在2014年年中率先
被曝光。據報道，該筆政治獻金來自黎智
英，而李卓人更有「落格」的嫌疑，被揭穿
後卻狡辯指其中的50萬是替工黨「袋住
先」，解釋牽強。新界東候選人梁國雄亦同
樣捲入「黑金」風波。
這可是公職人員的不當行為，至今，廉政

公署等執法機構仍未正式落案起訴有關人
士。若果不是東窗事發，這筆黑金或許已經
「袋袋平安」。
被披露的或許只屬冰山一角，但政治黑金

「見光死」，既然被逮個正着，必須嚴正跟
進，才能保住香港廉潔法治的核心價值。更
何況，立法會議員掌握大量機密資料，若淪
為「黑金金僕」，香港廣大市民將有被繼續
出賣之虞，若證據確鑿仍不被檢控即變相
「放生」，後患無窮；若不調查也不能還原
真相和水落石出，香港甚至立法會將成為貪
污賄賂和利益交換的溫床。
究竟李卓人是「貪心」、「健忘」抑或
「託管」，畢竟是公職人員身份，又有利

益衝突，好歹也要給大眾一個交代，不能
一拖再拖，不了了之。若選民不接受李的
解釋，將以選票懲處，把「黑金金僕」摒
除於新一屆立法會，不再被他(們)有機可
乘。
廉潔是香港競爭力的指標，任何人抵觸

《防止賄賂條例》均要付出代價，若捲入政
治黑金醜聞即使仍未失去參選資格，亦應知
難而退，否則厚顏參選也只是「獻世」。選
民也會擦亮眼睛，善用選票趕絕鼠輩歹賊，
避免再放隻老鼠入米缸，蠶食香港米糧和優
勢。
新界西其他參選名單排首位的包括梁志

祥、陳恒鑌、麥美娟、田北辰、何君堯、周
永勤、尹兆堅、郭家麒、馮檢基、黃潤達、
黃浩銘、鄭松泰、黃俊傑、高志輝、朱凱
廸、呂智恆、鄺官穩、湯詠芝、張慧晶；新
界東其他參選名單排首位的包括陳克勤、葛
珮帆、鄧家彪、容海恩、李梓敬、林卓廷、
鄭家富、方國珊、張超雄、范國威、侯志
強、楊岳橋、陳志全、麥嘉晉 、李偲嫣、廖
添誠、陳云根、陳玉娥、黃琛喻、梁金成、
梁頌恆。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

中緬關係進入務實新常態

昂山素姬北京之旅，看點多、意義
大，堪稱開啟中緬關係新局的務實外交之
旅。
昂山素姬現在是緬甸的外交部長、國
務資政。具政職身份的昂山素姬和「民主
鬥士」角色的昂山素姬不一樣。政治家講
求的務實外交，追求國家利益至上。中緬
關係，在政治家昂山素姬的視野中，顯然
非同尋常。
去年6月份，昂山素姬作為民盟領導人

訪華，她就指出，中緬是改變不了的鄰居
關係。民盟執政後，作為緬甸實際的國家
領導人，昂山素姬堅實貫徹中緬務實外交
的路線。昂山素姬的外交首秀是會見中國
外交部長王毅，緬甸在南海問題上維持相
對中立立場。此番昂山素姬訪華，更是東
盟之外的第一站，而且長達5天。相比9
月份的順訪美國，中國在昂山素姬的外交
天平上分量很重。美國媒體認為，這是中
國外交的勝利。

緬甸發展離不開中國
此論或言過其實，但是中緬關係的確
掀開了新的篇章。吳登盛時期的緬甸外交
開始多元化——彌補緬甸和西方世界隔
膜的短板；昂山素姬在堅持多元化外交的
同時，對華外交步入新常態。畢竟，中緬
外交長期積累的戰略基礎，絕非西方世界
所能撼動。
沒有執政經驗的民盟，面臨國內和

平、民族和解的難題。緬甸擁有130多個
民族，各民族存在不同的利益訴求，還有
緬北內戰。民族和解、國內和平，無法靠
緬甸政府的民主轉型來解決，只能用發展
經濟和平息內戰的手段來解決。
發展經濟，離不開中國。中國不僅是

緬甸最大的貿易夥伴，而且是緬甸最大
的投資國。據緬甸官方統計，目前中國
對緬投資已經達到245億美元，是美日
歐等國家總和的3.5倍。留住中國投資並
且讓中國投資在緬甸經濟中發揮應有作
用，是昂山素姬不得不認真思考的經濟
命題。
中國在緬投資也面臨波折，2009年開

工、投資規模36億美元的密松水電站，
在2011年被吳登盛政府擱置；中緬合資
的萊比塘銅礦項目也在當地環保人士的杯
葛下陷入停頓。
如何讓停頓的中緬合作項目「動起
來」，中方對昂山素姬的來訪充滿期待。
8月12日，緬甸總統吳廷覺宣佈成立「伊
洛瓦底—密松流域水力發電站項目審核
委員會」，以有效審核包括密松項目在
內的克欽邦水利發電站。這是緬甸政府
為昂山素姬訪華釋放善意，但是中方需
要的是明確和高效的解決方案。對於密
松水庫等中緬合作項目，中方希望昂山
素姬訪華期間給個說法。中國也會給昂
山素姬緩衝時間，以解決中緬經貿合作
中存在的障礙。

對緬外交是求同存異
緬甸新政府剛剛公佈了包括優化投資

環境和發展基礎設施的一攬子經濟新政
策。這一政策和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
對接，可以為緬甸經濟騰飛提供助力。
實現國內和平、民族和解，緬甸亦需

要中方支持。8月底，緬甸將召開推動緬
甸和平進程的「21世紀彬龍會議」。但
是緬甸國內和平、民族和解豈是一場會議
就能解決？想讓會議有所收穫，中國的支
持不可或缺。
緬甸內部紛爭，千頭萬緒，但緬北戰

事為最大困擾。緬北戰事靠近中國，而且
處於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的關鍵位置，緬甸
民族和解和和平進程，也符合中國的戰略
利益。希望中國在緬甸和平進程中發揮重
要作用，也是昂山素姬訪華的主要目的之
一。
無論緬甸如何轉型，無論誰執政，對

華關係都攸關緬甸的核心利益。東盟為
主、中國優先、平衡各方（西方）將是緬
甸新政府外交的主旋律。西方世界對緬外
交，是政治掛帥，經濟為輔，對於昂山素
姬這個「民主鬥士」有更多的政治「高要
求」；中國對緬外交，求同存異，不附加
政治條件。昂山素姬從「民主鬥士」轉型
為政治家之後，會發現中國這個鄰居更可
靠。昂山素姬訪華，不是中緬特殊外交的
回歸，而是開啟務實外交的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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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收黑金 勿再厚顏「獻世」
朱家健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龍 子 明

陳 勇

拒「港獨」入立會體現法治精神

9月立法會選舉如箭在弦，選管會在選
前大約一個月推出確認書。事緣參選立法
會新界東地區直選的梁天琦，因鼓吹和提
倡「港獨」，被選舉主任決定他的提名無
效，這個決定引起城中沸沸揚揚的討論，
有人更質疑選舉主任此舉損害香港法治。
法治，一直是維持香港社會穩定的管
治基石，而基本法為香港的法治制度提供
了牢固的基礎。因此，所有候選人如要成
為立法會議員，就必須遵守和擁護基本
法，這一點不論於法於理都是毋庸置疑
的。
筆者認為，選舉管理委員會擬備的確
認書，用意在於提醒每位候選人在簽署提
名表格內的相關聲明時，已明白要擁護基
本法，包括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
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第十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
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及第一百五十

九(四)條(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
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
抵觸)三項條文。候選人一旦簽署確認
書，就代表他確認收到選舉主任的上述意
見，即必須擁護基本法。然而，假如候選
人在簽署確認書後，仍然在言論或行為上
鼓吹和主張「港獨」，則已違反基本法。
在這情況下，選舉主任有行政權決定該名
候選人的提名無效。
有人認為，主張「港獨」僅是政見的

表達，而基本法賦予香港巿民享有言論自
由的權利，因此選舉主任不應扼殺候選人
表達政見的自由。然而，筆者認為言論自
由並非絕對，在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的同
時，亦有其不可逾越的限制。再者，參選
立法會與言論自由是兩碼子的事，立法會
是香港的立法機關，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
條，立法會其中一個主要職能，是根據基
本法的規定制定和修改法律。因此，假如
候選人自己都不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

分，「身體力行」地違反基本法，又怎能
爭取成為立法會議員？
對於社會上有聲音要求修改基本法以

達至「港獨」，筆者認為，基本法第一
百五十九(四)條已清楚列明，基本法的任
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
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而根據
《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所載，中國對
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是，中國設立香港
特別行政區，並且50年不變。由是觀
之，假如要修改基本法第一條以達至
「港獨」是不可能，因為基本法的任何
修改，都不能違悖「一國兩制」這個管
治方針。
立法會選舉必須在符合基本法的情況

下，公平、公開、公正、誠實地進行。擁
護基本法是立法會議員的責任，提倡「港
獨」人士的言論與基本法有抵觸，故此選
舉主任行使行政權決定其提名無效，這正
正體現了法治的精神。

馬豪輝 香港執業律師

不能讓學校淪為播「獨」溫床

據傳媒揭露，「港獨」組織「學生動
源」召集人至少有5人，包括剛宣佈辭任
召集人的陳若飛。雖然他們多是20歲以
下的青少年，但其中多人近年熱衷政治活
動，與多個激進組織關係密切，其中兩名
發起人更是黃毓民的信徒。
「學生動源」所謂要討論「港獨」，
根本毫無法律基礎，人云亦云，在學校內
發展如此虛妄的討論，實不利學生發展。
旺角暴亂與「港獨」分子有極為密切的關
係，學校沒有理由讓主張「港獨」的學生
組織去討論一個鼓吹暴力、流血的理念，
因為這明顯與公民教育和通識科傳播的理
念背道而馳。
說到底，為什麼有人要急着成立「學

生動源」，主要是在試探政府的底線。
這批人背後沒有政治老手在教路、沒有
其他企圖，實在沒有人相信。背後的人
知道，「港獨」組織登記為社團或有限
公司無望，於是就以中學生為過河卒，
以學校和學生作為「播獨」的渠道，以
為這樣可以令教育局、執法人員無計可
施。
在校內「播獨」，極為奸險，而且成

本低。社會對學生一般採取寬容的態度，
別有用心者趁機利用學生搞事，實在無所
不用其極。學生被「港獨」勢力利用，學
校、家長沒有理由袖手旁觀。正如行政會
議成員羅范椒芬所指，被政治勢力利用的
學生，不應參加學生會選舉。理由一清二

楚，被政治勢力蒙蔽的學生參選校內組
織，將令學校成為野心家的遊樂場，「播
獨」只是他們的第一步；「港獨」學生煽
動其他學生罷課罷學是第二步，那時候學
校如何運作、如何執教？
「港獨」勢力的主要目的，就是令香

港永無寧日，旺角暴亂、「佔中」無不令
香港陷入混亂，造成極為負面的影響。學
校不是政治角力場，學生不應該、不需要
捲入政治糾紛，維持教學環境正常發展，
是校方的重要責任。學校絕不容許黑社會
在校園招收成員，「港獨」主張違法分
離，鼓吹暴力，比黑社會有過之而無不
及，學校必須雷厲風行制止，不能讓學校
淪為散播「港獨」的溫床。

季霆剛 浙江省政協港澳台僑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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