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前在日本海域
與菲律賓籍貨輪相
撞的美軍「勃克

級」神盾驅逐艦，是針對中東歷次戰爭、福
克蘭群島「英國—阿根廷」海戰的教訓，刻
意強化了整艦的抗打擊能力。在材料使用
上，「勃克級」不惜工本，由先進的鋁材，
回復到既重且貴的傳統鋼材，就是看重後者
在艦體中彈後，抵抗燃燒、扭曲的能力。然
而，如此精心設計的近萬噸巨艦，卻經不起
民用貨輪的一撞。
箇中關鍵，初步推測是「勃克艦」意外受

到菲籍民船的「魚雷打擊」。一艘民船，固
然不可能帶有魚雷，筆者的說法，不過希望
形象地表現「球鼻艏」驚人的威力。就眼前
有限資料作推敲，菲國民船「攻擊」美艦的
「武器」，並非水面之上向前突出的飛剪形
艦首，而是水線以下，向前延伸的尖舟形構
築物——球鼻艏。

船頭球鼻艏成武器
自二戰至今，各國大小海軍，從兩三千噸
的輕型護衛艦，到逾十萬噸的超級航母，幾
乎所有用作遠洋航行的軍艦，不分大小，一
律裝有「球鼻艏」。該設備，有些一如其
名，呈長卵形的球狀物、向前突出。有些則

乾脆再往前伸，比水線上的船頭延展數米、
甚或更多。
大小軍艦，凡須要在遠洋、深水區航行，

多設有球鼻艏，為的是降低阻力、平衡浮
力，讓軍艦航行得更快、更省油之同時，也
改善了「適航性」，減少艦體的顛簸，形同
提升了船員的戰鬥力。由於「球鼻艏」、潛
艇、魚雷絕大部分時間都在水下前行，因
此，同樣根據流體力學原則設計出來的三
者，就有着近似的外形特徵和結構。
被大中型艦船「球鼻艏」擊中，所造成的

物理破壞和傷亡，如同受魚雷突襲。此外，
由於「球鼻艏」便宜好用、構造簡單，數十
年來，不只軍艦，連大型民船也全面採用，
遠洋貨輪更屬必不可少。表面看來，普及到
民船的「球鼻艏」人畜無害，並無殺傷力；
然則，其原設計卻是19、20世紀之交，鐵甲
艦互相撞擊的衝角。
此一設計，甚至可以上溯到數千年前的古

希臘的戰船。日本動漫「銀河戰國群雄
傳」，甚至將相關設計帶上了太空。就此而
言，「球鼻艏」不撞則已，一旦相撞，會對
軍艦、民船，甚或是碼頭造成重大傷害。
現代軍艦面對的威脅，一是反艦巡航導

彈，二是魚雷。蘇聯解體以後，世界反艦導
彈設計理念由歐美主導——體量小、速度

慢、巡航高度低，換來的好處一是便宜，二
是「適裝性」好——同一款導彈，可發展出
不同子型，供飛機、軍艦、潛艇使用。研
發、生產、維護、使用成本大幅降低，遠比
量身訂做，只適用於一型艦、一型彈的蘇式
重型超音速導彈好。

蘇聯解體美軍乏對手
與此同時，由於西式反艦導彈對重量、速

度有所折衷，在維持小而輕的同時，其射程
亦不至太短，確保了載機、載艦自身安全。
在此設計思想底下，西方反艦導彈所付出的
代價，就是一旦被發現，為敵艦、敵機擊落
的幾率較高。
魚雷則剛好相反，威力大、射程近，載

機、載艦容易受反擊，然而，一旦成功發
射，對方規避的空間、時間都極有限，只要
命中一枚，受損艦生存幾率就大降。在後冷
戰時代，美軍在東亞、中東的潛在對手，悉
數具有研製、量產反艦導彈的能力，強化反
導能力成為美軍驅逐艦的重中之重，自是順
理成章。
與此同時，蘇聯瓦解、俄國衰頹，再無足與

美軍比肩的潛艇大國、魚雷大國，提升反潛、
反魚雷能力並不迫切，亦在情理之中。任誰能
料到，竟有菲船以「球鼻艏」突襲美艦？

許 楨 資深評論員

世界最強驅逐艦 不怕導彈怕魚雷

��0��
�

習主席重視關心香港 為實踐「一國兩制」指路立牌

這次是自 2013 年就任國家主席以
來，習主席首次來港視察。有報道稱，
此次隨同習主席來港，還有內地的黨政
軍各方面的領導，一同出席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20周年的一系列活動。一向親
民的習夫人彭麗媛女士，還將探訪老人
中心及幼稚園，深入了解、關懷香港。
這些前所未見的特殊安排，充分顯示習
主席和中央對香港的厚愛，凸顯香港成
功實踐「一國兩制」的重大意義。
回歸20年，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

制」，在各方面都取得舉世公認的成
就，彰顯了「一國兩制」的強大生命
力。習主席今年4月會見候任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時指出，20年來，「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巨大成功。日
前張曉明主任在訪問中，具體地從
「國家治理體系」、「香港繁榮穩
定」、「港人當家作主」、「原有制
度特色不變」、「兩地交流合作」、
「國際性大都市魅力」等六個方面論
述了香港回歸以來的成功之處，有助

港人認識「一國兩制」不僅是解決歷
史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的最佳方案，
而且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的最
佳制度安排。

審時度勢指導落實「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一項史無前例的開創

性事業，香港至今還有人沒能完全適應
這一重大的轉折和變革，對「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存在模糊認識和片面理
解。回歸20年來，香港經歷了不少風
風雨雨，面臨不少挑戰和風險。針對近
年香港在落實「一國兩制」中出現一些
新情況，習主席一再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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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
進。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審時度勢，從

戰略和全局高度指導「一國兩制」實
踐，穩妥應對香港出現的各種複雜局
面，一方面堅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方針「不會變、不動搖」，展示中央貫

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誠意和自
信；另一方面高度重視全面準確理解和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確保「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
形」，對港工作取得新突破、新進展、
新成就。
確保香港全面準確實踐「一國兩
制」，必須做到習主席所強調的「三個
結合」：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
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
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
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
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把香港納入治國理政的大局
事實證明，正因為堅持「三個有機

結合」、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
制」，香港妥善解決了種種問題、克
服諸多挑戰，香港經受了亞洲金融風
暴、非典型肺炎等天災人禍的考驗，
比其他地區更早復甦；非法「佔中」
活動、旺角暴亂事件、「港獨」議員
宣誓風波，最終都依法得到妥善處
理，恰恰說明「一國兩制」具有強大

的生命力，對保障香
港繁榮穩定發揮重要
作用。
確保香港全面準確實

踐「一國兩制」，已納
入習主席治國理政的體
系之中。「十三五」規
劃、「一帶一路」、亞投行、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等一系列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
中，中央把香港納入國家發展的大棋局
中，為香港作出清晰的定位，鞏固香港
的獨特地位和優勢，充分顯示習主席和
中央對香港的重視、關懷和支持，更為
香港的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
作為前無古人的事業，「一國兩

制」的實踐仍會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新
挑戰，香港必須牢記「三個結合」，
並作為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的
指導原則，堅定對「一國兩制」的信
心和決心，堅守「一國」之本、善用
「兩制」之利，不斷破解經濟社會發
展難題，創造更多「立規明矩」的新
鮮經驗，為「一國兩制」事業新發展
作出更大貢獻。

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視察的消息證實，全港市民為之振奮，翹首

以待。習主席重視關心香港，為香港成功實踐「一國兩制」指路立

牌。日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接受訪問時指出，要確保「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關鍵是要按照習主席提出的指

引，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正確認識和處理好香

港與國家的關係，做到三個「有機結合」。三個「有機結合」對

「一國兩制」持續成功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港人堅持三個

「有機結合」原則，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保障香港繁榮穩

定，對未來充滿信心。

遵守國歌法 尊重國家民族

國旗、國徽與國歌
是國家的象徵，是國
魂形象化的表現。有
人說，國旗是國家的
服裝，國徽是國人身
份標誌，國歌則是民
族的心聲。各國的國

歌皆帶着不同的政治色彩，不論歌詞
還是旋律，皆蘊含着國家的歷史、文
化與價值。
2014年，中國國家游泳隊選手孫楊

曾因公開批評日本國歌「很難聽」引
發爭議；2016年，日本前首相森喜朗
警告出征巴西的日本國家隊運動員，
不能在唱國歌時「喃喃自語」，認為
「國歌都唱不好的選手就不是日本代
表」；曾在美國隊擔任主教練、有
「鐵娘子」之稱的短道速滑中國籍金
牌教練李琰，在執教美國隊時，曾因
選手奪冠後不跟唱美國國歌，遭不少
美國人的炮轟，李琰回應，自己只唱
中國國歌，「每一次五星紅旗升起的
時候，我都是跟着唱國歌，不自覺地
熱淚盈眶。」在國際賽場上，升國
旗、奏國歌的環節，將選手們的個人
榮譽升華為國家榮耀，是國威的表
現。
根據世人對國家象徵的尊重，國

歌應以一個相當高的規格來對待。
在升國旗、奏國歌時，肅立致敬是
尊重國家民族尊嚴最起碼的表現和
要求。
但在香港，出現令人不解的情況。

2015年，旺角大球場上，香港足球隊
以7比0大敗不丹，贏得世界盃預選
賽，當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響起之
時，球場上卻響起噓聲。當時，香港
社會對此有不少批評，指出情況是國
民教育缺失所致。在我看來，以小動
作輕視國歌，宣洩對國家的不滿，只
是幼稚的表現，難成大器！
今年6月22日，國歌法草案首次提
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標誌着國歌
立法進入關鍵階段。草案內容包含，
在公共場合惡意修改國歌歌詞或故意
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損害國
歌莊嚴形象，可被公安機關拘留15天
以下。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博士歡迎

有關立法，估計有關法例倘獲通過，
很大可能會透過基本法附件三引入香
港，惟仍須本地立法，以切合香港的
實際情況，如改變其中的行政拘留刑
罰等。即使立法會否決本地立法，國
歌法仍會通過基本法附件三適用於香
港。
我們的國歌是在國家受外敵侵略的

背景下誕生的，歌詞與旋律十分具感
染力，「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我們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
進，前進，前進進！」升國旗奏國歌
之時，按照國旗法的規定，起立、雙
手下垂，莊嚴地對國旗行注目禮，很
容易做得到，包括香港人在內的所有
中國人都應遵守。

蔡德河 原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原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

丁煌 執業大律師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 城市智庫成員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

「一國兩制」在香港依然生機蓬勃

再過幾天，香港將迎來
回歸祖國20周年，各類慶
祝活動固然精彩紛呈，但
港人和國際社會更關注國
家主席習近平訪港和將發
表的重要講話，習主席將
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

作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分析和總結，指導
「一國兩制」事業航船繼續勝利遠航。
香港回歸之夜的滂沱大雨，既是湔雪百年
國恥的象徵，也預示了香港將在風雨中前
進。回歸20年來，香港櫛風沐雨，各種困難
一次次衝擊和考驗着香港，香港也一次次克
服困難，化險為夷。在香港發展的每一個關
鍵時刻，中央都給予香港及時的支持，為香
港社會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今天東方之珠風采依然
香港回歸20年，雖然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只
是短暫一瞬，但在人類政制發展史中卻意義
非凡。「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全球所有
的國家政體機制中確實前所未有，香港的
「一國兩制」作為世界上一個獨特的存在，
20年的實踐如何評價？任何尊重事實的人都會
說，今天東方之珠風采依然，「一國兩制」在
香港依然生機蓬勃，中央對「一國兩制」依然
堅守着「不忘初心」的承諾。
今年4月，習主席在會見香港特區候任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時指出：「20年來，『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巨大成功。」這句話
既是中央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情況
作出的高度評價，也表達了港人的心聲。可
以預見，習主席即將在香港的講話，對香港
「一國兩制」實踐的分析和總結更加具有里
程碑的意義。
香港回歸20年，不僅僅是政治、經濟與社
會保持了穩定，從數字看更是實現了顯著的
發展。如果用數字來衡量「一國兩制」在香
港的實踐，就會清晰顯示：

用數字衡量「一國兩制」實踐
從1997年至2016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年
均實質增長3.2%，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按美元
累計增長39.3%，在發達經濟體中位居前列；
香港自1995年起連續23年獲評全球最自由經
濟體，評分穩居第一；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
院發表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競爭力蟬聯全
球第一；加拿大菲莎研究所的報告公佈
「2016年人類自由指數」排名，香港再次名
列榜首。香港繼續保持國際金融、貿易、航
運中心地位，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
中心；近期摩根士丹利發佈報告，上調對香
港今年經濟增長預測……

中國夢與「一國兩制」相關
習近平主席把香港問題放在國際和國內這

兩個大局中間去統籌謀劃，體現了高度成熟
的政治智慧和開拓創新的實踐方法。針對回
歸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過程中出現
的新情況、新問題，習近平主席提出並實施
了一系列具有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意義的措
施處理港澳事務、解決港澳問題。習近平主
席在提出「中國夢」、「兩個一百年」的奮
鬥目標、「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以及「一
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等創新
性重大理念、重大舉措中，把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與推動香港「一國兩
制」實踐深入發展，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增進香港與國家融合發展，增進廣大港
人福祉充分結合起來，對促進香港「一國兩
制」實踐深入發展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最近兩三年，很多人都在談論香港出現的問

題，作為一項史無前例的新事物，「一國兩
制」在實踐過程中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
新挑戰，出現一些矛盾和衝突，甚至經歷一點
曲折是必然的、在所難免的。但如果以最近幾
年香港內部的政治爭拗來否定「一國兩制」，
顯然是以偏概全。更為重要的是，中央保持了
對「一國兩制」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一國兩制」正隨着時代的
變化，不斷的充實與豐富其內涵。

港人反思自身才能再創輝煌
「一國兩制」不單是中央政府治國理政的

重要課題之一，也是全體香港人的重要課
題。對於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也需要反
思與自我修正，不能動輒就把出現的問題歸
咎於內地，將內地標籤化。部分香港年輕人
激進化有其深刻背景和複雜原因，在此情況
下，應該讓香港青年明白，認識祖國就是認
識未來，不懂中國就是不懂世界，香港年輕
一代應放開懷抱，去認識今日中國。「拋開
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
去追。」香港人應重拾「獅子山精神」，反
思自身才能再創輝煌。
美國《時代》周刊曾創造了一個新名
詞——「紐倫港」，認為紐約、倫敦與香港
已構建了一個能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的金融
網：「如果你讀懂了『紐倫港』，你就能了
解當今世界。」但是，到今天應該說：「如
果你讀懂了『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
區』，你就能了解當今世界。」
「一帶一路」譜寫出願景高遠的環球經濟

發展藍圖，揭示未來世界新秩序。「一帶一
路」不單是國家的大戰略，而且是香港的大
機遇，為香港經濟轉型發展提供了千載難逢
的歷史機遇；相比起世界其他「灣區經濟
體」，粵港澳大灣區還具有「一國兩制」的
獨特優勢，將可全面提升三地的國際競爭
力，是在「一國兩制」下通過創新區域合作
模式、謀求互利共贏的重要舉措。
20年的實踐，證明「一國兩制」具有強大
的生命力，只要我們勿忘初心、保持耐心、
堅定信心，砥礪前行，定能戰勝在前進道路
上 的 艱 難 險
阻，推進「一
國兩制」在香
港的實踐取得
更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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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妖露「港獨」真面目 靠洗腦「毀人不倦」

臨近回歸20周年的大喜日子，全港
絕大部分市民都翹首以盼，迎接這歷
史性的一刻，反對派自然也要趁此良
機刷一下存在感，一眾跳樑小丑忍不
住群魔亂舞一番，其中跳得最投入的
人首推戴妖戴耀廷。戴妖最近加入前
「學民思潮」發言人張秀賢成立的所
謂議政平台「立言香港」，和「佔中
三丑」另一成員陳健民一同擔任顧
問。「立言香港」的宗旨處處與「港
獨」暗合，戴妖一向辯稱自己並非
「港獨」，此舉等同摘下「公民抗
命」的虛假面具，露出他「港獨」的
真面目。
「立言香港」的五大主張，「經濟

自主」、「體制自強」、「社區自
治」、「文化自成」及「國際自
立」，令人聯想到「暗獨」的「自
決派」。各種主張都明顯想香港背
離國家，視中國為其他地方，「港
獨」之心昭然若揭。戴妖對此不可
能毫無察覺，但他依然高調加入，
顯示他對此事認可。在社會的齊心
抵制下，「獨派」漸漸不見聲勢，
而所謂「本土自決派」亦變得低
調。戴妖對此當然焦慮萬分，忍不
住自行卸下「暗獨」的外衣，明刀
明槍上陣挺「港獨」。
正如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

生所言，戴妖的心一直沒有回歸過，
做學生時被洗腦反對基本法起草，後
來又去「洗他人的腦」。張秀賢就是
其中之一，從他在媒體上經常就各種
時事議題發表的意見來看，他深受戴

妖的毒害。張秀賢現在又把戴妖當神
主牌，擺明就是想以他做招徠，欺騙
更多涉世未深的青年人，再由戴妖給
他們洗腦。被洗腦的青年人中毒而不
自知，對歷史和社會都不懂，還以為
是在自己獨立思考之下提出「港
獨」，實在是狂妄無知又可憐可悲。
戴妖1988年至1990年曾擔任基本

法諮詢委員會的學界代表，已經被洗
腦的他自然無法認同基本法，於是退
出委員會。戴妖自知在陽光之下沒有
他的立足之地，就此蟄伏在港大「作
育英才」（還是誤人子弟？），20多
年來他教過的學生，已成為執業律
師、大律師，甚至法官。於是，從
「佔中」已起訴的案件中可感受到某
套價值觀之存在，這就是戴妖洗腦的
作用。戴妖故意誤導參與「佔中」的
學生，將按照基本法規定的真普選污
衊為假普選，刻意搞亂香港。
烏雲只能一時遮蔽陽光，謊言只

能短暫掩蓋真相，誰是誰非，歷史
很快將給出最公正的答案。香港人
必須認清戴妖的「港獨」真面目，
切勿再被他洗腦，同時多學習基本
法，以免將來再被其他「港獨」分
子迷惑誤導。只要香港人人保持清
醒的頭腦，戴妖之流就沒有生存的
空間；只要香港人人衷心擁護基本
法，就一定可以建設更美好的明
天。讓我們趁回歸20周年之機，好
好反思一下這20年來是誰在幫助香
港渡過一個又一個難關，又是誰在
唯恐天下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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