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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激勵港青「北望神州國家視野」的深刻寓意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為夢想出
發」香港青年大講堂暨慶回歸20周年青
年系列活動啟動禮時說，香港青年眼界要
寬廣，要有「超越香港看世界」的國際視
野，當中首先是要有「北望神州的國家視
野」。香港回歸前後出生的一代年輕人，
即將擔負起在「一國兩制」下投身管理和
建設香港的使命，任重而道遠。如果這一
代人小家子氣、小孩子氣、熱衷於內耗，
則香港前途堪憂。因而，張曉明主任所說
的「國際視野」和「國家視野」十分重
要，尤其是「北望神州的國家視野」直擊
要害、寓意深刻。筆者認為，所謂「國家
視野」至少包括以下三個層面。

不可分離的歷史視野
在認識香港歷史的時候，包括一代港
青在內的許多香港人，習慣於以香港開
埠為起點，對於開埠之前的歷史不甚了
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作為
一個經濟體的成長，固然是從開埠起步
的，但以此為開端而認識香港，則顯得
狹隘，割斷了香港與國家的聯繫，讓人
感覺到香港是從天而降的「天外來
客」。以寬廣的歷史視野來認識香港，
必須準確、客觀地把握兩個歷史事實：
其一，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
分。香港在開埠以前只是廣東沿海的一
個小漁村，由於其籍籍無名，史書不可
能着墨過多，但這不能成為割裂香港與
國家聯繫的理由。廣東作為嶺南地區，

早在2000年前的秦漢時期就歸入中國
版圖，今日的香港人是中國廣東人的一
部分，嶺南文化在長達2000年裡浸潤
香港這塊土地，只是在鴉片戰爭後的
150年間，香港才變成了一個五族雜
處、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香港如同一
個曾經寄人籬下的孩子，不能因為曾經
被寄養，就忘記、甚至否認自己的家，
尤其是在回家之後，更不能數典忘祖！
其二，即使在英國人管治的百餘年間，

中華傳統文化仍在香港佔據主導地位。儘
管香港是一個開放的國際化大都市，但港
人仍佔主體，而港人的祖先大多來自於廣
東、福建等東南沿海地區；儘管時至今日
英語也是香港的官方語言之一，但港人使
用的主要語言是中國的粵語，書寫的是漢
字，粵語和普通話同樣是官方語言；儘管
有不少港人信奉基督教、天主教，但更多
的港人拜黃大仙、拜媽祖廟，慶祝春節、
端午節、中秋節等中國的傳統節日，喜歡
李小龍、成龍的中國功夫，中華文化在香
港不僅從來沒有中斷，而且一直佔據主導
地位。

全面客觀的經濟視野
從經濟角度來看，香港青年身處自由

經濟體的環境中，對內地的經濟體制缺
少了解，一些年輕人甚至有天然的排斥
心理。由此，對國家的經濟戰略不關
注、不熱心。不少青年朋友一方面在香
港的經濟環境中找不到自身發展的空

間，坐困愁城；一方面又不願意北望神
州，到內地尋找發展機遇。這說明，經
濟視野十分狹窄。
如果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不可取，那麼中國經濟為什麼能夠取得如
此巨大的成就？今日港青的父輩如果在30
年前去過內地，都會驚歎內地基礎設施的
天翻地覆的巨變。今日的港青如果把中國
內地近年的基礎設施與歐美發達國家比
較，也會驚歎內地建設的神速。內地的經
濟體制強調「宏觀調控」、「政府干預經
濟」，因而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
事」，這是自由經濟體制不具備的優勢。
當然，一直有人攻擊這種經濟體制會遏制
民間創新能力、扼殺經濟活力，但事實否
定了這一說法。
高鐵、網購、支付寶、共享單車被稱

為「中國新四大發明」，已經被越來越
多的人稱頌；在網絡經濟時代，中國顯
然已走在了前面。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
不久，就會見了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
雲，並稱其為「偉大的企業家」。這些
現象還不足以證明中國經濟的活力和中
國經濟體制的合理性嗎？客觀地講，儘
管中國經濟發展遇到的困難不少，但中
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強、迴旋餘地大的
事實沒有改變，中國經濟的創新轉型已
有起色，推動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正在形
成。
心懷偏見，一葉障目，往往是畫地為

牢的開始。港青應該以寬闊的經濟視

野，全面、客觀、辯證地看待內地經濟
形勢，洞察其中的奧秘，把握下一步走
向，並找準自身的定位、香港的定位，
把握發展機遇，拓展發展空間。

同心同向的政治視野
在反對派和「港獨」勢力的眼中，中

國內地的政治體制一無是處，歐美的政
治體制完美無缺。以此為出發點，「抗
中拒共」、「中港隔離」、「本土自
決」、「城邦自治」、「香港獨立」等
概念接連出籠，蠱惑涉世不深的香港青
年，近年來引發了一連串的政治事件。
青年人的激情和夢想固然可貴，但獨

立思考的能力更為重要。港青在聽到有
人唱衰內地、準備加入「合唱」的時
候，不妨想一想：你去過內地嗎？你了
解內地嗎？如果說內地的政治體制缺乏
合理性，為什麼能讓中國發生這麼大的
變化？為什麼內地的民眾擁護它而不是
反對它？某些學者認為，當前的中國很
難跨越三個陷阱：政治上的「塔西佗陷
阱」、經濟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國
際關係上的「修昔底德陷阱」。但目前
的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完全有可能跨越
這三個陷阱。
其一，中共的執政基礎日趨穩固。

「塔西佗陷阱」是指由於長期失信於
民，民眾對政府普遍產生不信任感，即
使政府做的事情是對的，民眾也不配
合、不支持、甚至公然抗拒。如果把今
天的中國與五年前的中國相比，儘管群
體性事件也時有發生，但明顯少得多
了。這說明中共十八大以來，「總核
心」習近平主席推動的反腐敗、整頓吏
治見到實效，獲得民眾廣泛認可，民眾

對政府的信任度不斷提
升，中共執政下的中國
正在跨越「塔西佗陷
阱」。
其二，中國的全球領導

力日益凸顯。在國際政治
經濟舞台上，中國曾是一
個「局外人」、「邊緣人」，現在，中國
一步步走向了舞台中心位置。上個月在北
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130多個國家和70多個國際組織的代
表，包括29位外國元首、政府首腦及3位
國際組織負責人雲集北京，共商發展大
計，共謀人類命運，可以說「一呼百
應」。這個根據習近平主席的重大倡議，
第一個完全由中國主辦的多邊峰會，牽動
了世界各大經濟體，包括美國、日本等曾
經準備另起爐灶、拒中國於門外的國家，
也不得不理性對待「一帶一路」。這預示
着：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拓展發展空
間，增強發展動力，正在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中國通過「一帶一路」重塑世界
經濟版圖，乃至政治格局，以和平的方式
接過世界的領導權，也在跨越「修昔底德
陷阱」。
港青應該以寬闊的政治視野，洞察以

上變化，並從中悟出：在中國日趨強大
的背景下，「一國兩制」絕不能走樣變
形，「港獨」是死路一條！香港青年在
未來的日子裡責任重大，「北望神州」
只是第一步，「望」之後還有「思」和
「行」。正如張曉明主任所說：「你要
了解到這個國家現在是一個什麼樣子，
你和這個國家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你
們是怎樣地休戚與共！」只有如此，才
會有大志向、大格局、大作為。

張曉明主任激勵香港青年一代「北望神州的國家視野」，至少包括歷史視野、經濟視野、政治視野

三個層面。「望」只是第一步，之後還有「思」和「行」。香港青年唯有先「望」，有了大視野、大

胸懷、大親情，才會有大志向、大格局、大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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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城」狂

攻狗主（黃毓

民），但在立

法會選舉期間

曾高呼「沒有

黃毓民，我們什麼

都不是」、現已成

為「尊貴的議員」

的 蟲 泰 （ 鄭 松

泰），至今仍沒有

回應過事件。不少

狗主的支持者就狂

批蟲泰，稱他一當

選就忘記了自己之

前說過什麼，有人

更揶揄他會否擔心

「生仔冇屎忽」。

蟲泰懶理狗主被咬
狗粉譏忘本詛咒
「熱城」狂咬狗主，有其他激進派睇唔過

眼。「無敵神駒」仇思達就爆「熱狗」
的《熱血時報》涉嫌誇大其網台節目的收聽人數，
而「熱狗」對此吞吞吐吐。例如被狗主踢走的「城
邦派國師」傻根（陳云根），此前首次主持「熱
狗」的網台節目《建國神話》，「熱狗」其後高調
宣稱有2萬人收聽、並籌得9萬元「課金」云云，但
前晚該節目的第二集則「無聲無息」，更為「篤
數」之說增添了可信性。

長期潛水賴當選多嘢做
狗粉以至其他激進派網民自然借機反攻。自稱

「熱血公民」和《熱血時報》已經「分家」、在
「熱城」咬狗主期間一直未出過聲的蟲泰，也成為
被針對對象。蟲泰近日在fb出帖，聲稱自己當選後
好多嘢做，包括議會工作啦、地區申訴啦、黨務安
排啦、出版著書教育大眾等等。
「Simon Chau」就留言挑機稱：「可唔可以交代

下（吓）《熱血時報》篤數問題？口頭『分家』唔
代表真係無關係，咁多風雨都唔交代清楚，等同無
誠信。《熱血時報》好似『共產黨五毛』咁周圍批
鬥又被揭惡行，你唔可以獨善其身，香港人唔係咁
易呃，唔清唔楚即係你都有問題。」
蟲粉即時反擊。「David Lee」稱：「『熱血公

民』同《熱血時報》係分開運營，點解你唔去問黃
洋達？」「Kasper Tang」也聲言：「你懷疑《熱血
時報》篤數，你走去（問）「熱血公民」主席要佢
交代？你冇×嘢嘛？死返出去啦！」
不過，「Simon Chau」並未被拋窒，回擊道：

「議員要（有）責任回應選民質詢。因為兩者唔係
完全無關，口頭『分家』就可以好似政府啲外判工
程咁，當自己無晒責任？收到捐款市民無權質疑你
可唔可信？……我保留鄭議員作為公職人員嘅顏
面，希望佢唔好迴避以為口頭『分家』同沉默，就
可以一邊由《（熱血）時報》打壓潛在競爭者，一
邊令「（熱血）公民」安然吸納一般市民支持，但
既然你地（哋）支持者本身難以跟上，係要用爛仔
手法去打爛你個如意算盤，我留一手都無用。」

參選擦鞋金句再被回帶
「Kate Katherine」也上載了蟲泰曾經說過「沒有

黃毓民，我們什麼都不是」的報道截圖，揶揄道：
「沒有黃毓民，生猛過從前！」蟲泰只弱弱地回
應，「嗯，我地（哋）會比過往更『熱血』，會沉
著（着）地一點一點努力……大家都為自己的香港
努力，唔會有邊個欠邊個，做好自己就是。」
想避重就輕，唔答當冇事？批評者當然唔會放過

佢啦！「Isaiah Ng」揶揄：「莫非贏左（咗）就唔

記得自己講過咩做過咩！輕輕帶過？唔係嗎
（嘛）……」「KL Cheung」更「詛咒」道：
「呀，同埋主席（蟲泰）我想請問你，你驚唔驚你
同你老婆會生仔冇屎忽架（㗎）？無其他嘢嘞，我
出返去先！」

賴傻根搞事 為蟲泰開脫
有人就試圖為蟲泰開脫。「Eddy Chan」稱：

「可惜陳『瘋雲』（傻根）的網上支持者，不停消
費緊鄭松泰『熱血公民』嘅努力，食緊真正付出抗
爭者義士嘅『人血饅頭』，……陳雲『國屍』專傷
害真正為香港民主付出的人，一個小人×家剷死全
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
日就美方發表有關涉
港文件表示，香港事
務屬於中國內政，美
方在涉港問題上應謹
言慎行。
在昨日外交部的例

行記者會上，有記者
問：「美國務院日前
發表了名為《香港重
要情況綜述》的涉港
文件，中方對此有何
評論？」
華春瑩說，香港回

歸以來，「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得到切
實貫徹落實，香港居
民依法享有充分的權
利和自由，這是任何
客觀和不帶偏見的人
都無法否認的事實。
中國政府貫徹「一國
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方針
的決心堅定不移，不
會變。
華春瑩表示，「我

想強調，香港是中國
的特別行政區，香港
事務屬於中國內政，
任何外國都無權干
涉。」

華春瑩說：「美方發表有關涉
港文件，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
對此我們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要求美方在涉港問題上謹言
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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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城」狂咬狗主黃
毓民，曾經在立法會選
舉時高呼「沒有黃毓

民，我們什麼都不是」的「熱狗」主席
蟲泰（鄭松泰）置身事外，成為狙擊對
象。被「熱城」稱為「大太監」的狗主
網台節目總監Marco 發帖，質疑蟲泰口
稱他揸旗的「熱血公民」已經和《熱血
時報》「分家」，而蟲泰是公職人員，
但就持續為《熱時》籌款，「其實有無
問題呢？」有狗粉就建議向廉政公署舉
報「玩大佢。」

狗粉質疑涉參與造假
Marco近日就《熱時》被指「篤數」發

帖，更不點名質疑，「（蟲泰）做到立法
會議員，協助及參與一個可能涉嫌造假直
播人數的私人機構（指《熱血時報》）去
籌款，其實有無問題呢？我只期望，他可
公開講一句：他們無造假。又或者講一
句：關你×事牙（呀）。就是了。市民大
眾必然會接受的。但現在的情況是沉默，

不聞不問，咁做議員，就使人覺得好奇怪
了。」
他其後再發帖稱：「公職人員，參與及

協助一私營機構的商業性籌款計劃，當中
三成直接用於涉及私人機構的營運成本，
而其他七成款項的用途細節，公職人員又
無公怖（佈）。想落……真是怪怪的。」
狗粉「Kelvin Wan」留言道：「誠信是
做議員最緊要的一環！」「Marco」就揶揄
道：「吓？誠信幾多錢一斤？現在只講為
私人機構籌款做實事。」
已經和「熱狗」反面、近來好「紅」嘅
「法國佬」張珈衍也發帖，其中上載了一
幅過去《熱時》有關蟲泰稱「沒有黃毓
民，我們什麼都不是」的截圖，揶揄道：
「嗱！等我同你地（哋）講啦，而（𠵱 ）
家仲盲撐『熱狗』嘅人，真係好×蠢㗎。
有幾×蠢？一張圖解釋晒！」
他又標註了「沒有黃毓民我們什麼都不
是」、「但做咗議員就另計喇」來寸蟲
泰。
有「熱狗」即時留言，批評他不應將蟲

泰拉落水。「法國佬」即回應稱：「你叫
鄭松泰同我交代吓咩事，點解『教主』
（黃毓民）俾人攪（搞）佢粒聽（聲）唔
出？撐唔撐『教主』都應該交代聲。佢可
以公開講又得，pm同我講都得，如果發現
我係誤會嘅，我公開道歉。」
網民「Debby Kong」坦言：「講真，毓

民畀（俾）人搞，從收到封××恐嚇信到
今日，果（嗰）班×街有邊個企出嚟講過
半句話？唔好講話大家以前係戰友，就算
好×普通嚟朋友都至少打個電話問候一聲
掛（啩）？」
激進派內訌，越來越有趣，請看倌買定
花生期貨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狗粉質疑違議員操守
花生：「熱血公民」同《熱血時
報》分開？講嗰個無恥；信嗰個無
知。

Jason Ng：做人唔好模稜兩可何
況做議員。

Allan Chan：其實「熱血」咁出力地
撇除毓民，咪就係想話比（畀）大家
知：我們甚（什）麼都不是咯（囉）！

Matt Tsui：「熱狗」變走狗。

Simon Mak：（蟲泰）有冇違反
議員操守？

艾丹誠：先要有人去 ICAC 告發
《熱時》篤數。

Kuku Chiu：協助做（造）假進行
商業活動或籌款活動……當然有刑事
責任。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蟲泰涉篤數籌款 有人諗舉報「玩大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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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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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泰被
揶 揄 ：
「沒有黃
毓民，生
猛 過 從
前！」

fb截圖

■Marco公開質疑蟲泰參與造假。
fb截圖

■「法國佬」製圖嘲笑仍盲撐「熱狗」的人。
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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