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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批李柱銘黃之鋒賣港求榮
出席美聽證會抹黑「一國兩制」勾結反華勢力一唱一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子京）

美 國 國 會 及 行 政 當 局 中 國 委 員 會

（CECC），聲稱就香港政權移交20年落

實「一國兩制」情況，昨晚召開聽證會。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香港眾志」秘

書長黃之鋒等人出席「作證」，他們繼續

以「個人的」感覺「唱衰」香港，抹黑

「一國兩制」已倒退為「一國1.5制」，

並乞求美國向中國施壓，藉以「保障」香

港的政治自由云云。香港各界人士對此十

分憤慨，他們紛紛指出，這是反對派同反

華勢力一唱一和、內外勾結，企圖搞亂香

港、遏制中國的一貫伎倆。他們強調，今

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港全面落實，香

港的民主、自由、人權得到充分保障，香

港的問題應由港人及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

政府共同面對及解決，根本輪不到李柱

銘、黃之鋒之流及外國說三道四。

李柱銘「作證」時聲稱，香港的自由、法治「受
到前所未有威脅」，希望美國國會在與中國談

判任何事情時都想想香港，「香港人會很感激」。黃
之鋒則稱，「一國兩制」已倒退為「一國1.5制」，
未來更可能惡化成「一國一制」；他還稱，高興看到
美國參議員魯比奧重提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乞求
「美國跨黨派應支持該法案」，「將人權和自由放在
美國對港政策的中心」。此外，「末代港督」彭定康
亦出席「作證」，稱中國有需要按《中英聯合聲明》
的承諾保障「一國兩制」，英國「亦有責任去監察中
方是否有遵守承諾」。

陳勇：圖引外國勢力施壓 行為可恥
對李、黃等政客的這些言行，各界人士紛紛作出

嚴厲抨擊。全國人大代表陳勇指出，李柱銘和黃之
鋒在香港參與多個違法行動，破壞香港法律，又想
引入外國勢力企圖對自己國家和特區施加壓力，這
種行為十分可恥。他們在美國「聽證會」講香港人
權問題，但他是否又夠膽為斯諾登辯解，干預美國
內政，相信他不敢這麼做，否則他的下場會很慘。

蔡毅：兩人無資格代表港人發表言論
全國人大代表蔡毅則指，李柱銘及黃之鋒根本沒

有資格代表港人發表任何關於香港情況的言論。香
港回歸後，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下，香港民
主、自由、人權得到充分保障，反而是黃之鋒有份
參與違法「佔領」行動，又多次與主張「台獨」的

勢力勾結，今次又與美國反華勢力一唱一和，這是
他內外勾結的一貫伎倆。

施榮懷：歪曲事實 不配做香港人
全國政協委員施榮懷批評李柱銘、黃之鋒「狗嘴

裡吐不出象牙」，是唯恐香港不亂，才會借助外國
勢力唱衰香港，他們的行為對香港無任何好處。他
又說，香港情況不容外國人置喙，香港的民主進程
又關卿何事？李、黃試圖歪曲事實，行為不可接
受，不配做個香港人。

王惠貞：別有用心 無事生非
全國政協委員王惠貞指出，黃之鋒、李柱銘等人

出席美國所謂的「聽證會」，根本是別有用心，無
事生非。黃之鋒屢屢做出破壞香港法治的事，又企
圖勾結外國勢力進一步干預香港事務，行為令人生
厭。香港回歸後，港人的民主、自由、人權在基本
法下得到充分保障，香港情況輪不到外國勢力插手
干預。

盧金榮：不過在做戲 破壞港穩定
香港菁英會主席盧金榮則指，李柱銘和黃之鋒根

本不能代表港人，他們不過是在做戲。他又批評黃
之鋒主張「港獨」，破壞香港穩定，出席聽證會者
都是與反對派有關，聽取一面倒的主觀意見，缺乏
公正。他強調，「一國兩制」屬於中國的政制，香
港回歸20年，「一國兩制」成功落實有目共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港獨」勢
力近年不斷挑戰法治，蠱
惑地挾少數青年進行激進
暴力活動，令社會秩序受
到挑戰。基本法委員會副
主任梁愛詩昨日表示，近
年社會紛爭增多，社會上
有小部分人士自以為透過
暴力行為，便可以解決問
題，這種事情實在令人感
到擔憂。不過，她相信隨
着新一屆特區政府成立，
有信心新領導班子有能力
恢復社會和諧，令市民團
結一致。

出席佛誕活動
籲以佛陀為榜樣
梁愛詩昨日出席一個佛

誕活動致詞時表示，現時
世界烽火滿地，政府之間

弓張弩拔，全世界只有
「亂」和「變」這兩個
字。香港現時社會紛爭增
加，矛盾激烈，令很多人
的心情變得浮躁，當中亦
有小部分人士誤以為單靠
暴力行為，便可解決一切
問題，例如早年發生的
「佔領中環」，及「旺
暴」等事件，情況令人感
到擔憂。
梁愛詩表示，如果大家

以佛陀為榜樣，發慈悲之
心、培植福德，懂得自我
反省，多點包容而少點執
着，便可以拋開煩惱，遠
離妒忌仇恨，不論順境逆
境都可以安然自在。雖然
社會氣氛令人憂慮，但梁
愛詩表示，自己對候任特
首林鄭月娥領導的新一屆
政府充滿信心，相信可以
恢復社會和諧，市民可以
團結一致。
她又指，今年是香港回歸

祖國20周年，在落實「一
國兩制」的過程中，雖然
遇到一些挫折，但香港社
會仍能繁榮穩定。目前國
家經濟發展強勁，在「一
國兩制」下，香港可以因
應國家發展，繼續發揮金
融、經貿等行業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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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 潘達文 攝

香 港
文匯報
訊（記

者 鄭治祖）「香港眾志」秘
書長黃之鋒夥同民主黨創黨主
席李柱銘，一起赴美參加「聽
證會」，與國會議員、智庫及
傳媒見面，表面聲稱「交

流」，實質又是一場「唱衰香
港」的「告洋狀」鬧劇。黃、
李的言行受到眾多網民強烈批
評，指他們公然勾結外國勢
力，對香港特區事務指指點
點，目的不是為爭取民主，而
是企圖搞亂香港，危害國家安
全。

勾結外國「告洋狀」
網民批亂港害國

Kuok Chong Lou：「什麼追求民主，想把中國分裂幾十
份就真，第二個南斯拉夫，和前蘇聯，完成美國的願望永
遠獨霸全球。」「講來講去都係望中國散，老美和走狗最
開心。」

陳駿業：「追求民主？（企圖）改變中華啫！」

許偉堅：「涉嫌危及國家安全、大小漢奸嘍囉是否己（已）涉
嫌（危）及國家安全？」

Chi Shing：「應以危及國家安全驅逐呢幾隻狗出境，取消佢
地（哋）居港權。」

Yiu Wah Leung：「支持23條立法，等佢地（哋）知道
叛國有乜嘢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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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佔領」行動核心搞
手、「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
鋒，「出道」後多次跑到外

國，以「介紹香港最新情況」、「分享抗爭經驗」
等為名，實質是「告洋狀」。他應和敵對勢力的需
要，以罔顧真相、歪曲事實的手法，不斷唱衰香
港，抹黑「一國兩制」，可謂劣跡斑斑。

雖受冷待 不斷獻媚
去年5月，黃之鋒到美加進行所謂「巡迴演

講」，雖然備受冷待，依然不斷向外國勢力獻媚。
他在facebook分享接受美國網媒訪問的片段，其間
竟然聲稱：「自己種族上是華人，但不認為自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黃之鋒的「種族突變」，
暴露其數典忘祖、賣身求榮的本性。
去年，黃之鋒應泰國兩家大學邀請出席活動，
準備分享參與「雨傘運動」及成立政黨經歷。他飛
抵泰國後隨即被警方拘留，及後被遣返香港。而美

國駐泰國大使館竟然衝出嚟為黃之鋒出頭，要求泰
國政府交代黃之鋒的情況。到底美國和黃之鋒是什
麼關係，確實耐人尋味。
事隔一個月，黃之鋒又再飛去美國，在公開活
動中聲言人大常委會釋法是「僭建《基本法》」，
又一次唱衰香港和國家。在美期間，黃之鋒勾連海
外敵對勢力，揚言要推動國際關注中央釋法，污衊
釋法破壞香港司法獨立、讓《中英聯合聲明》的承
諾淪為一紙空文云云。
今年1月農曆新年間，黃之鋒聯同多家外國傳媒「唱

衰香港」。他在美國《華盛頓郵報》撰寫一篇標題為
「香港的自治程度創20年新低」的文章，不滿港府
提出司法覆核黃之鋒的黨友羅冠聰等4名反對派議員
的資格，為他們的無效宣誓行為辯護。

赴台參加論壇 交流「求獨經驗」
同月，黃之鋒又與3名立法會議員接受台灣新政黨
「時代力量」邀請，飛到台灣參加一個以「自決」為

主題的論壇，企圖與海外分離勢力勾連，交流「求獨
經驗」。結果，在桃園機場受到統派團體「愛國同心
會」將近200名成員強烈抗議。
2月初，黃之鋒又流竄到英國倫敦。他與英國國
會議員、智庫及人權組織的代表「交流」，大肆攻
擊香港的自治程度受到干預；又與一些組織一起推
動「香港前途的研究計劃」，到英國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收集香港前途談判及基本
法起草時的「黑幕」。
半個月後，黃之鋒又赴美「唱衰香港」，並與

美國國會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等
「裡應外合」，重提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稱要對「壓制香港公民基本自由權」的中國
內地以至香港特區的官員實施「懲罰措施」。

勾結「台獨」上演乞美醜劇
今年4月份，黃之鋒再跑到台灣，與「太陽花學運」

頭頭林飛帆等人進行分離活動，更空開呼籲美國總統
特朗普會晤國家主席習近平時，「勿犧牲台灣人權」。
「台獨」、「港獨」合流，又上演一次乞憐美國干預
中國內政的醜劇。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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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勇 資料圖片 ■蔡毅 資料圖片 ■施榮懷 資料圖片 ■王惠貞 資料圖片 ■盧金榮 資料圖片

美國國會昨日召開聽證會，就香港回歸中國20
年、落實「一國兩制」情況邀請黃之鋒、李柱銘、
彭定康、林榮基等人「作證」。香港回歸祖國20
年成功保持繁榮穩定，「一國兩制」落實取得舉世
公認的成就。落實「一國兩制」是中國內部事務，
不容外部勢力指手劃腳。黃之鋒作為最受外部勢力
力捧的新一代「棋子」，近年鞍前馬後不遺餘力
「告洋狀」、抹黑「一國兩制」，乞求外國插手香
港事務，正正是對「一國兩制」的最大破壞。黃之
鋒的詆毀攻擊，抹殺不了「一國兩制」成功落實的
事實，只能進一步暴露其挾洋自重，為逃避反中亂
港的罪責，甘當外部勢力的「扯線公仔」。

回歸後，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保障下，香港
原有的社會制度、生活模式不變，香港的民主、自
由、人權較之回歸前有過之而無不及。港人對「一
國兩制」在香港繼續更好落實有何意見，可以暢所
欲言。但香港的問題不是美國的內政，與美國毫無
關係，美國國會專門就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情
況召開聽證會，本身就是赤裸裸地插手香港事務、
干預中國內政，絕大多數港人無不反感。

但是，李柱銘、黃之鋒這一老一小外部勢力「棋
子」，冒充港人代表出席聽證會，大肆攻擊回歸後
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狀況，積極配合外國勢力插
手香港事務，企圖將香港問題國際化。黃之鋒近年
在反國教、「佔中」等嚴重影響香港發展的事件中
出盡風頭，備受外部勢力吹捧，此次聽證會，美國
眾議員史密夫（Christopher Smith）更指，「黃之鋒是
香港活力和自由的重要象徵」。可見，黃之鋒已經接
過李柱銘的衣缽，成為新一代反中亂港的代表人物。

擔當此「重任」，黃之鋒自然賣力唱衰香港，為
外部勢力干預香港製造借口。黃之鋒作證時聲稱，
香港「一國兩制」已倒退為「一國1.5制」，未來
更可能惡化成「一國一制」。他更捏造事實聲稱，
特區政府為準備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近日已進
行大規模政治拘捕，並繼續試圖取消多名「泛民」
立法會議員資格。稍為了解香港情況的人都清楚，
黃之鋒的「作證」完全顛倒是非、妄顧事實，根本
是別有用心抹黑特區政府和「一國兩制」。

更令人不齒的是，黃之鋒竟然「高興」地看到美
國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重提《香
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乞求美國不同黨派都支持該
法案，聲稱要以此「保障香港自由和自治」，並藉
此「向中國發出強大訊息，美國相信保障香港的政
治自由，與保障香港的經濟自由同樣重要」。香港
不是美國的一個州，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用不
着美國操心。黃之鋒主動「邀請」美國過問香港事
務，向中央政府施壓，究竟黃之鋒是香港人、中國
人，還是美國人？廣大市民絕不接受黃之鋒抹黑
「一國兩制」、引外力干預香港的醜行，不齒其賣
港求榮的所作所為。

黃之鋒屢屢跑到海外唱衰香港，要求外部勢力干
預香港，其實也是基於逃避法律制裁的私心。黃之
鋒因煽動、參與違法「佔中」，官司纏身。他配合
外部勢力攻擊「一國兩制」，就是企圖在外部勢力
的庇護下，把自己包裝成「不畏強權、爭取民主」
的形象，將任何針對他的法律行動都被歪曲成「政
治迫害」。這種圖謀，是對「一國兩制」和香港法
治的嚴重蔑視和破壞。

李黃「告洋狀」是對「一國兩制」最大破壞
台灣領導人蔡英文在「五二零就職一周年」

前夕接受台媒專訪時，拋出所謂「新情勢、新
問卷、新模式」的兩岸關係互動「新主張」。
但這「三新」實質上都是老調重彈，是用新的
包裝來繼續迴避「九二共識」，企圖欺騙民意
蒙混過關。事實上，由於蔡英文上台以來一直
拒不承認「九二共識」，令兩岸關係出現嚴重倒
退。如今，她又拋出「三新」主張，顯示其對兩
岸關係發展大趨勢依然有嚴重誤判，低估了中
國大陸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決心，也沒
有看到中國大陸在世界格局中日益重要的影響
力，和中美加強合作的大勢。因此，蔡英文必
須徹底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承認「九二共
識」，才能答好兩岸關係何去何從的問卷，讓兩
岸關係重回和平發展的軌道。

蔡英文拋出的「三新」主張，聲稱兩岸要正視
新的局勢的客觀現實，要共同來思考一個對兩岸
和平穩定有利的架構，共同來解答一張新的問
卷，在變動中共同來維持和平穩定云云。其實，
蔡英文所謂的新主張，根本是用花哨語句包裝的
詭辯之詞。眾所周知，兩岸關係的核心問題，就
是是否承認認同「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
1992年，兩岸通過協商，形成了對未來兩岸關
係發展具有關鍵意義的「九二共識」，其要點就
是雖然兩岸處在分裂和分治狀態，但海峽兩岸均
承認「一個中國」原則，認同兩岸和平統一是未
來發展的方向和不可改變的歷史必然。從1992
年開始，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兩岸關係得
到空前發展，尤其是國民黨在2008年-2016年

重新執政期間，兩岸更走上了和平發展的道路，
台灣民眾切實享受到了兩岸和平以及全面「三
通」所帶來的紅利。

但是，去年蔡英文上台之後，雖然聲稱要「維
持現狀」，但對「九二共識」刻意地採取了模糊和
迴避的態度，令兩岸本已存在的官方正式交往不
得不停擺，兩岸關係出現倒退，影響到兩岸的經
貿合作。加上台灣內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問
題，台灣社會正面臨着政治動盪、經濟艱難、財
政危困、社會空轉、矛盾激化等種種問題，超過
六成的台灣民眾對蔡英文表示不滿。可以說，這
些就是蔡英文不承認「九二共識」而出現的「新情
勢」。

在這種內外交困的情形之下，蔡英文以「三
新」擺脫困境的圖謀是不可能得逞的。首先，大
陸對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決心絕不可能動
搖；其次，在整個國際發展大格局之下，面對着
中國大陸的崛起和國際新秩序的形成，美國方面
越來越意識到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並且明確意識
到，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要同中國合
作，就必須尊重中國這個核心利益。

因此，擺在蔡英文面前的最佳選擇只有一個，
就是重新評估台灣目前所處的戰略地位，放棄不
符合實際的幻想，積極回應大陸方面的呼籲，承
認「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前提和基礎，
讓兩岸關係重新回到和平發展的軌道，這樣的
話，一切問題都好商量。否則，不僅兩岸關係難
以繼續發展，台灣島內的前景也將更加堪憂。

（相關新聞刊A18版）

「三新」毫無新意 不承認「九二共識」難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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