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遭遇到了其子小特朗普帶來的
「坑爹」危機。小特朗普接連被媒體曝
光出兩則不利於其父的內幕消息：一是
在去年大選期間，他會見了和俄羅斯政
府有關係的一位女律師。這位律師承諾
可以拿到破壞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選情
的情報，雖然小特朗普在9日的說明中
強調那位律師沒有提供有意義的情報，
卻證明小特朗普和來自俄羅斯的相關嫌
疑人士在敏感的時間進行了會面。
隨後，特朗普發表聲明將此事撇得一
乾二淨，聲稱他對此次會面一無所知。
但是民主黨方面強調要對參與會面的所
有人進行調查。據當事的那位俄羅斯女
律師強調，參與會面的除了小特朗普，
還包括特朗普的競選顧問和其女婿。但
該律師強調，她沒有提供任何有關損害
希拉里選情的情報。
此外，小特朗普還在周二公佈了一系列
郵件，證實俄羅斯人向他提供了可以指控
希拉里有罪的「高層次的敏感信息」，這
些材料是「俄羅斯及其政府」在美國總統
大選中支持其父的行動的一部分。這些郵
件顯示，小特朗普討論了關於聽到希拉里
有潛在傷害作用的信息的計劃。

特朗普可能成為第二個尼克松
不管是媒體爆料還是小特朗普自證清

白的爆料，都沒有化解乃父深陷「通俄
門」的尷尬，反而是越描越黑，讓特朗
普陷入更難脫身的政治窘境中。因而，
從現在的情況看，小特朗普無疑是既
「坑爹」又誤國。前者不必說了，特朗
普和俄羅斯的曖昧關係，已經到了難以
自清的地步。不過，曖昧不清也是特朗
普應對政敵攻擊的有力手段。畢竟，特
朗普作為美國總統，擁有足夠強大的政
權力量和各方資源，避免調查危及他的
領導地位。這從被特朗普解職的前FBI
（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並未爆出特朗
普通俄的關鍵證據足可證明。
但是小特朗普和相關人士的會面和郵

件，卻可能讓特朗普的政敵找到特朗普
「通俄」的突破口。如果順藤摸瓜，將
特朗普「通俄」的證據坐實—即使不是
特朗普親自所為，只是小特朗普或特朗
普的競選團隊所為，政治危機之火也會
延燒到特朗普身上。美國建制派也會抓
住時機，向特朗普猛烈攻擊，特朗普有
可能會成為第二個尼克松。謹慎的特朗
普女婿或不會讓特朗普陷入政治危機，
但是「坑爹」的小特朗普，卻可能讓不
可一世的特朗普狼狽萬分。

競選團隊或可能利用俄的關係
這種尷尬並非偶然，而是特朗普競選團

隊的必然。須知，當年特朗普和希拉里對
決時，特朗普入主白宮的希望並不大。在
此情勢下，特朗普團隊是抱着孤注一擲的
態度去打這場選戰的。由於特朗普的商人
本性，以及他和俄羅斯存在商業關係，特
朗普的競選團隊利用相關俄羅斯人士挖希
拉里的「黑料」在所難免。因而，要說特
朗普「通俄」和俄羅斯政府有關係，可能
有些冤枉。但是特朗普利用他和他的團隊
和俄羅斯某些特定人士的關係，搞一些希
拉里的黑材料或是事實。
沒有想到的是，特朗普最後贏了大

選。當年競選時的那些「小動作」也就
成了特朗普執政路上的地雷和炸彈……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坑爹」危機能
否過去，還值得關注。小特朗普除了
「坑爹」還在誤國。
特朗普近期執政還算不錯—「限穆

令」被最高法院裁決部分執行，這是特
朗普最大的勝利；之前特朗普替代奧巴
馬的平價醫保法案也獲得了提交國會審
議的資格。加上美國經濟表現不錯，特
朗普和大國之間各個擊破的貿易外交也
取得了一定成果。如果沒有小特朗普的
爆料，特朗普的執政之路會順暢許多。
但是現在有可能會讓「通俄門」事件再
次成為焦點，特朗普設計的國政措施也
可能因此受阻。

「遼寧號」來港振奮港人愛國熱情

這次「遼寧號」航母的來港，生動地
通過顯示解放軍軍力來提高香港市民的
愛國心，同時向海內外顯示香港是中國
的固有領土，更表明了中國人民維護國
家主權的決心。「遼寧號」航母選擇在
「七七事變」紀念日這天停靠，喚起了
香港人牢記「國恥」，更通過「遼寧
號」所代表的強大國家實力來震懾「港
獨」勢力，為新一屆特區政府執政創造
良好環境。

香港回歸祖國20年來，香港人對於
解放軍的觀感經歷着從害怕到陌生到好
感的感覺變化的過程。20多年前，香
港人曾對於回歸後駐軍有很大擔憂。但
是在今天，港人對解放軍的好感倍增，
駐港解放軍這支「文明之師、威武之
師」以他們的實際表現，贏得香港市民
的衷心愛戴。「遼寧號」在進港時，
700餘名官兵在「遼寧號」飛行甲板上
列隊排成「香港你好！」字樣，以海軍

獨有的方式向香港市民表示問候。而香
港居民從半夜11點鐘就開始排隊，
2,000張參觀門票在三個小時內就派
光。「遼寧號」抵港連續多日成為香港
各大媒體的新聞頭條。這些香港市民的
熱情也在向着來港的航母與解放軍表
示，「遼寧號您好」、「解放軍您
好」。

成功的愛國主義教育
「遼寧號」來港對香港市民來說，也

是一次非常生動、非常成功的愛國主義
和國家安全觀念的教育。香港是個商業
社會，駐軍又實行封閉式管理，香港人
一直以來對於軍事的認識非常薄弱，無
論學校教育或者媒體，對軍事知識和國
防意識可謂一片空白。這次「遼寧號」
來港以生動的現實，不但展示了中國的
軍力，更大大增強了香港人的軍事知識
和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這次6月30日
駐港解放軍的大閱兵加上「遼寧號」編
隊來港，為日後加強對市民尤其青少年
的愛國主義教育起了良好的開端。

「遼寧號」選擇在7月7日來港，更
促進港人重新認識被殖民歷史，不忘國
恥。過去，每年香港對「七七事變」的
紀念都是「小眾的活動」，大部分市民
沒有太大感覺。這與整個社會缺乏學習
歷史的風氣和近年初中將中國歷史科從
必修改為選修有關。這次「遼寧號」到
港，使香港紀念「七七事變」從小眾活
動提升到全民關注的程度，有效的把中
國歷史、國民身份認同和愛國主義有機
結合起來。

遏止分裂勢力的強大力量
「遼寧號」這次來港是香港數以百計

慶回歸活動中最具分量、最有特色的活
動之一，同時也是正沉浸在慶回歸歡樂
中的香港市民最感振奮和自豪的一項活
動。回歸20年來，實踐「一國兩制」
的香港的命運和祖國已經緊密相連、再
也分不開。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
更好。而且「遼寧號」就是今日中國軍
力和綜合國力日益強大的象徵和標誌。
一艘「遼寧號」體現中國政府和人民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的決心、力量和
志氣，更是中國人世世
代代渴望國家強大、不
再受外國侵略、欺侮的
最有力保證，這也是打
擊「港獨」、「台獨」
和一切分裂勢力的最有力力量。
在「七七事變」80周年之日，在經
歷滄海桑田的香港之濱，撫今追昔，領
略航母編隊風采，更能在特殊的時間、
特殊的地點來感受國家富強的光榮與尊
嚴，一掃昔日的屈辱與悲傷。雖然當前
仍有一些不穩定因素在阻礙港人的國家
認同和身份認同，一些沉疴新疾也不可
能一朝消解。但是，從習主席「七一講
話」的「三個相信」，香港人從中還是
能夠解讀出在祖國的強大支持下，香港
的明天與希望。有偉大祖國作為香港的
堅強後盾，不僅在經濟上支持香港的繁
榮發展，更在安全上守護香港的和平穩
定。有祖國作後盾，有香港人的自信拚
搏，香港一定能夠再創新輝煌。

7月7日，「遼寧號」航母首次停靠香港，這次航母編隊的行程具

有非一般的政治意義，它在香港掀起一股以「航母熱」為代表的愛

國主義熱潮，再次印證本人多年廣泛接觸市民，得出的「香港大部

分市民是愛國的」，只是過去的媒體扭曲了民意，以點帶面極不負

責任的片面報道，誤導了市民和香港社會以及國際社會。這是香港

近年來最具有正能量並引起港人共鳴的一次大規模愛國主義教育。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講話」中曾多次提及青少年的教育問題，

但教育不是硬性灌輸，國家認同和身份認同不能單從書本中汲取，

「遼寧號」來港的影響和帶來的心靈震動要遠比語言更有力量。

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
期間，表明「一國兩制」是
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
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
得通、辦得到、得人心」，
但他同時道出香港在落實
「一國兩制」時並非完美無

缺，「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
制度還需完善，對國家歷史、民族文化的教育
宣傳有待加强」，在重大政治法律問題、經濟
發展及住房等方面也面臨不少挑戰。
香港持續發展，再創輝煌，是中央政府和香

港市民的共同願望，但要解決諸多棘手問題，
有賴新一屆特區政府挑起領導700萬港人同行
向前的重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上任前公開
表明，她及管治團隊的首要工作是修補社會撕
裂，而她果然說到做到，為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果敢邁出第一步。
林太在上任第五天即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並
提出與各政黨保持恒常溝通機制、恢復於10月
發表施政報告、增加出席立法會答問會及要求問
責官員多與議員互動等四點具體措施，為過去行
政立法僵局帶來一番新氣象。此外，她率先公佈
一個已達至廣泛共識的50億教育新資源方案，
也被各界讚許做法有智慧，締造了良好的開局。
縱然行政立法之間是互相制衡的關係，但只
要彼此尊重，良性互動，有商有量，大家也可
以同心促進香港發展，惠澤港人。正如林太
說，對近年社會內耗鬥爭，感到傷心，相信這
也是廣大市民的心聲。家和萬事興，對於那些
撒溪錢、抬棺材、喊口號的政治騷，我們早已
深感不滿和厭倦，期盼破壞派認清和尊重中央
管治權，早日離開泛政治化的泥潭，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

蔡毅 全國人大代表、太平紳士

劉斯路

「一帶一路」香港急切「追落後」

俗話說，百聞
不如一見。 隨香
港新聞採訪團去

中亞，親眼看到由中國農業銀行支持的
利華集團在塔吉克斯坦開墾的一望無際
棉花田航拍鏡頭，心裡只有震撼兩字。
那是一派現代大農業的畫圖，綿延數公
里的自動灌溉管線徐徐前進，綠蔥蔥的
棉花田沐浴在映着彩虹的水簾中。這是
在塔國南部接近阿富汗邊境地區，水源
充沛，土地肥沃，但是當地人煙稀少資
金缺乏，無力開發。要知道，利華已獲
經營權的農田達到60萬畝，相當於400
平方公里面積。公司負責人說，未來再
追加100萬畝不成問題。他們有信心發
展成為種棉、紡紗織布以至成衣製作的
世界級的超級大企業。而且，到這來發
展棉業還有好幾家，一做都是幾十萬
畝。想想我們香港，也才不過1,000多平
方公里啊！
今年的世博會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
塔納舉辦，參訪時恰逢中國民企華信特別
展出日，他們自主研發的AO脫硫脫硝協
同技術以及污泥處理等多項居世界一流水
平的技術吸引了各國觀眾駐足。令人吃驚
的是，這個民企的合作夥伴竟是哈薩克斯
坦國家能源公司。現時，中哈油氣合作已
形成涵蓋勘探、開採、石化、運輸、銷售
在內的全產業鏈模式，創中國油企海外合
作之先。而華信也藉此增加資產和銷售規
模，邁進世界五百強的行列。
自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在哈薩克提
出「一帶一路」倡議，就引起筆者極度關
注，並且在兩年前為城市大學編著了論
文集「一帶一路—香港再起飛的最後一
次機會？」筆者本意，這應是一個判斷
句。但是，編輯同仁擔心說過頭了，加
了個問號，成了疑問句。經過這次中亞
行，筆者似乎嘗到了「梨子」的滋味，
對「一帶一路」可謂有了真切的體會。

對香港融入「一帶一路」，有更加的迫
切感，尤其感到香港人不要再有什麼優
越感，以為自己真是為內地企業「帶
路」的角色，而實際香港當下最急切要
做的是「追落後」！人家內地企業已經開
花結果不斷步入新層次，你則還在香港炒
樓，你拿什麼給人家「帶路」？

「一帶一路」正邁向發展新階段
從這次中亞行一路所見，筆者強烈感

到三點：「一帶一路」早已不是口說的
概念、書本的理論，而是實實際際的一
個個項目，一件件產品，一筆筆mon-
ey；「一帶一路」，也不只是一般港人
心目中高鐵、高速公路、橋樑隧洞之類
的基礎設施，那種投資大回報低回報期
長的工程只能是國家行為，而國企、民
企，大集團以及各種中小企業則齊上馬
形成熱氣騰騰的局面；「一帶一路」，
中國企業和沿線各國企業的合作，也已
無遠弗屆，不再是單純的實體經濟，而
是也滲透到金融和互聯網等虛擬經濟。
「一帶一路」，不但有了早期收成，而
且正邁向更寬廣的領域、更高的層次發

展的新階段。
中國農業銀行在塔國開設了農業投資銀

行，塔國企業融資成本非常高，利息動輒
高達20%至25%，而中資金融機構息口約
5厘水平，僅此可見農行在當地的業務的廣
闊前景。塔國農行負責人阿里馬爾東在家
宴時透露，正力促塔中合資開發銀行成立。
值得香港驕傲的是，也有「吃螃蟹」的人，
凱順能源集團2011年就踏足塔國能源業，
現正準備與當地金融機構合作，收購塔國
證券交易所。
不過，中亞一路走來，感覺香港所為與

「超級聯繫人」還不相符，形單影孤。據
悉，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60多個
國家合作項目數以萬計，香港的比例是很
低的。香港需要的是「追落後」，否則會
被邊緣化。事實上，港商可以施展拳腳的
領域是廣闊的。例如在中亞國家的金融證
券領域，香港的人才、經驗大有用武之地。
可是，香港的大行似乎還在倦勤之中。平
實看，「一帶一路」對香港有太多的未知
領域，香港的優勢多數在東南亞。所以，
港商在當下可能首先需要的更多是放下身
段，真的別以為自己有太多優越感。

張敬偉

特朗普能否走出「坑爹」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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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補行政立法關係 準確落實「一國兩制」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新社聯理事長

7月7日上午，中國海軍航
母編隊抵達香港，參加香港
回歸祖國暨中國人民解放軍
進駐香港20周年慶祝活動，
受到香港特區政府和民眾熱
烈歡迎。航母遼寧艦及3艘屬
艦停靠香港至11日，並在8

日和9日向公眾開放。這是中國航母編隊第一
次停靠香港，也是遼寧艦第一次向公眾開放，
更是艦載戰鬥機第一次集中展示。解放軍駐港
部隊早前向市民派發入場券，反應熱烈。特首
林鄭月娥也表示：「我深信，這次16艦（指
遼寧艦）編隊來港，將讓廣大的香港市民親身
體驗國家在國防和軍隊建設方面、特別是海軍
建設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並大大加強香港市
民對國家的了解和認同。」
遼寧艦來港成為熱話，但事實上遼寧艦誕生
的故事始於一位香港商人的愛國情懷。1982
年，蘇聯海軍決定建造兩艘航空母艦。1988
年，第一艘庫茲涅佐夫元帥艦建成下水（現在
是俄羅斯唯一的航空母艦）；1991年底，第二
艘瓦良格艦完成了約三分二之際，蘇聯解體，
船廠因資金不足而停工。1997年，船廠宣告將
瓦良格艦的機電設備拆除後出售，條件是航母
不能作軍事用途，商業轉讓項目必須有所在國
家的許可及目的地港口的進口許可證等。

「一國兩制」下香港可作特殊貢獻

香港商人徐增平以購買船艦改作賭船為理由
赴烏克蘭洽購，1999年船廠同意以1,800萬美
元賣艦，後加價至2,000萬美元連同30多萬張
設計圖紙成交。幾經周折，最後在2002年3月
3日，瓦良格號終於抵達大連港，再經軍方6
年研究後在2008年開始改建為遼寧艦。在長
達5年的購艦過程中，香港人徐增平一直擔當
重要角色。
我們都知道，香港的資金和技術為七八十年
代中國的改革開放貢獻良多，但今天內地在很
多經濟或科技領域已經領先香港，面對這個局
面，香港社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有一派
認為香港要繼續發展就需要全面靠中國內地；
另一派則認為要與中國內地切割甚至要「獨
立」。徐增平的例子正好為我們提供第三條路
的選擇，那就是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依然
憑藉其自身優勢在國際間做一些中國不能或不
方便做的事情，這就是香港對自己和國家的特
殊貢獻。
遼寧艦抵港時間雖短，但能夠讓港人有機會
目睹國家第一艘航母，尤其學生和年輕朋友，
增進了他們對國家現代化和國防建設的了解，
亦增加了國家認同感和自豪感。11日早上遼
寧艦離開了香港，解放軍駐港部隊在昂船洲軍
營舉行歡送儀式。在大批市民搖旗歡送下，幾
十艘船艇伴隨着航母的速度，緩緩駛離維多利
亞港。海風輕拂，青山默默，有節奏的海浪聲
訴說着不捨的香港情懷！

遼寧艦的香港情懷
陳曉鋒 法學博士

林鄭月娥特首上任前，就已經
委任了司局長名單，而近日政圈
不斷流傳副局長、政治助理名
單，其中有不少傳聞人選引起了
熱烈的討論。實際上，不論是司
長、局長、副局長，甚至是政治
助理，都應該是從人選的能力、

負責的政策範疇、網絡等去選取委任，更重要是
與本屆政府的治港理念保持一致。特首有其自己
的施政理念、治港藍圖，問責團隊的班子便是協
助她去執行及落實其想法。故此，問責團隊必須
要完完全全認同特首的想法。
作為一個團隊，除了要熟悉該政策範疇之

外，更要互補不足。作為副局長及政治助理，
應要補充局長的不足之處。如今屆政府問責團
隊中，很多局長都來自資深公務員，其副局長

可考慮來自業界，以補足局長在業界的專業知
識、資訊及網絡。其次，政治助理可考慮來自
傳媒、政黨人士等，以協助局方爭取社會大眾
的支持。如何組合問責團隊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者應是互補不足、互補長短，產生協同效
應，令政策建議落實得更為暢順。
近日的人選爭議都捲入了政治化的討論，為

反對而反對，而少了理性的討論。任何一個政
策建議的落實不是單靠一位官員，而是靠整個
社會的討論、凝聚共識。今屆政府新上場已經
落實多項惠民新政，司局長也勇於落區，展現
了管治新思維的新風。贏取市民的支持，關鍵
在於其施政能否得民心，施政是否惠民。
今屆的問責團隊都是資深公務員或前任局

長，對政策問題非常熟悉，筆者對今屆政府的
施政充滿信心，期待香港的未來重現光輝。

委任問責官員應理念一致
顏汶羽 青年民建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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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港新聞聯主席姜在忠（前排左七）為團長、香港新聞聯會長張國良（前排右
七）為名譽團長的香港新聞界「一帶一路」（中亞）採訪團，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
斯塔納國家歷史博物館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