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佔中」急先鋒黃之鋒等三丑被判入獄後，香
港反對派氣急敗壞，又是公開指責律政司司長「政
治檢控」，又是在本地及外國傳媒大肆攻擊港府不
尊重人權。更令港人難以容忍的是，美英兩國一些
政要人物跳出來瘋狂攻擊香港法治，一時妖風四
起，黑雲壓城。
先是「支聯會」李卓人勾結美國國會及行政當
局「中國委員會主席」史密斯及佛羅里達州參議員
魯比奧發表「聯署聲明」，批評香港法院有關黃之
鋒等三人判決「嚴重打擊香港作為法治社會的聲
譽，是政治迫害」，魯比奧也要求美國參議院通過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隨後，「港獨」分子「香
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和發言人周浩輝等數人，
亦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請願，要求美國政府考慮取
消《香港關係法》，以制裁中國和特區政府，令中
國不能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來獲取利益云云。美國
《紐約時報》也稱三人為「良心犯」，並將之比作
緬甸的昂山素姬，建議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考慮將
和平獎頒給三人。
英國方面，「末代港督」彭定康於《金融時

報》刊文，聲稱事件中責任明顯落在特區政府身
上，更抹黑律政司覆核刑期的決定是中央「直接干
預」的結果，稱有關決定實質上是要阻止3人參選
立法會，又稱歷史會「牢牢記住」3人的名字云
云。上周末，更有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Benedict Rogers聯同十多名留英港人到英國外交及

聯邦事務部抗議。Rogers聲稱，律政司提出刑期
覆核是受到中央政府指示，要求外相約翰遜及其他
英國官員向中國施壓，釋放「雙學三丑」。英國
《衛報》社評亦妄稱，有關判決結果是執行北京意
願而非尋求司法公正，旨在打壓香港青年「追求民
主自由。」
這些攻訐顛倒是非，居心叵測。對照一下美英

對發生在他們本國的類似事件的處理，就不難發現
這些政客如何虛偽地以雙重標準來對待香港法院的
判決。
同樣是「佔街」事件，2011年9月上千名示威者

帶了帳篷聚集在美國紐約曼哈頓，試圖佔領華爾
街。紐約警方11月15日凌晨發起行動，對佔領華
爾街抗議者實施強制清場。美國奧克蘭警方於10
月25日向示威人群使用警棍清場，並演變為流血
衝突。有20人由於擾亂治安而面臨刑事指控，其
中一位參議員的助手因鼓動「佔領」行動，導致該
運動快速擴大而被判13年監禁。華盛頓州法院拒
絕了其律師援引美國憲法關於自由言論的條款進行
辯護的要求。
2014年10月21日，英國倫敦「佔領倫敦」活

動開始不到三天便遭倫敦警方閃電出擊，強力清
除廣場上的帳篷，逮捕了 15名示威者並起訴
他們，連剛前往現場的幾名倫敦市議員亦未倖
免。其中一位示威學生Edward Woolard，因向
樓下的防暴警察擲滅火筒被判監2年8個月。法

官強調法庭有責任保護社會，不能容許這些嚴重
暴力行為。
香港2014年發生的衝擊政總東翼前地事件中，

黃之鋒等三人組織並帶領150餘人強行翻越高約3
米的鐵柵欄，想要「佔領」這一已經實施出入管
制多日的場地。其間，包括政府總部職員、保安
人員、警員和集會者在內，大部分出現輕傷，亦
有保安員有輕微骨折。繼而「雙學三丑」在外國
勢力支撐唆使下，更為「佔中」揭開序幕。在長
達79天的非法「佔中」中，香港社會付出了極大
代價，公共治安及市民合法權利受到嚴重侵害衝
擊。這三人被判監與他們的政治立場全然無關，
他們的行為跟美英「佔街」被判者性質完全相
同。
事實上，美英兩國因群體示威而被捕被判事件

時有所聞，從不見這些攻擊香港法治的政客們置喙
一辭，卻對香港的正義裁決說三道四，完全是出於
他們反華反共的政治需要。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數排
名中一直靠前，去年排在第16位，遠較美英為
佳，香港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較之美英毫不遜
色，此中道理是很清楚的。
外國勢力同香港反中亂港勢力相互勾結，打

「捍衛香港法治和司法獨立」的幌子，做的是干預
香港司法、破壞香港法治的勾當，再次暴露了他們
沆瀣一氣、不擇手段、反中亂港的真面目。我們對
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藍 海

香港法治勝美英 無理干預難得逞

習主席開啟「金磚+」新理念新道路新機遇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天在廈門
2017年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上發
表題為《共同開創金磚合作第二個「金
色十年」》主旨演講，全面回顧了「金
磚五國」過去十年的發展成就，深刻剖
析了當前國際政經發展形勢和機遇，闡
述了十年合作的三大啟示，提出了金磚
合作模式的「中國倡議」。特別是他首
次提出「金磚+」的新理念，向世界展
示了「金磚合作」的全新面貌，讓那些
「金磚失色」、「金磚褪色」的言論不
攻自破。
筆者作為中國企業家和工商界代表，
有幸現場親耳聆聽習主席主旨演講。深
深感受到，「金磚+」新理念必將拓寬
「金色」發展之路，對於「金磚」五國
和發展中國家帶來福音，為全球治理吹
進一股新風，也為香港發展帶來新機
遇。

「金磚+」向全新國際合作組織發展
「金磚」從一個概念，到舉辦論
壇、建立合作機制，順應了五國的發
展需求。過去十年的實踐印證了這種
合作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第二個十
年，「金磚合作」之路怎麼走？習近
平主席在主旨演講中明確表示，金磚

國家是世界和平的維護者、國際安全
秩序的建設者。他提出四條行動倡
議：一是深化金磚合作，助推五國經
濟增加動力；二是勇擔金磚責任，維
護世界和平安寧；三是發揮金磚作
用，完善全球經濟治理；四是拓展金
磚影響，構建廣泛夥伴關係。
分析這四條倡議可以看出，經濟合

作仍是基礎。金磚五國經濟總量佔全
球23%，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
過50%。過去十年間，五國經濟總量
增長179%，貿易總額增長94%，城鎮
化人口增長28%，為世界經濟企穩復
甦作出突出貢獻，也讓30多億人民有
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這是五國自身
努力的結果，也得益於金磚合作平台
的助力。
金磚合作始於經濟，並不局限於經

濟。在中國擔任金磚輪值主席國一年
來，金磚國家間合作領域逐漸擴展，由
經濟、政治「雙軌並進」進入經濟、政
治和人文「三輪驅動」新階段，今年首
次舉辦了金磚電影節、金磚國家運動會
等等，人文交流領域不斷擴大。那麼，
未來還將有哪些作為？從習主席的倡議
可以看出，「金磚+」不僅要加經濟，
還要加安全、加文化，加上與「優化全

球治理結構」的所有內容。金磚合作的
「中國倡議」超越了經濟合作的局限，
既彰顯了「中國責任」，也體現了「中
國自信」，拓寬了金磚合作的視野，必
將使金磚合作的路子越走越寬。這預示
「金磚合作」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合
作組織」，而是向一個「全新國際組
織」發展。

「金磚+」向開放合作邁出一大步
廈門，是大廈之門，是開放之門。廈

門自古就是通商裕國的口岸，「廈庇五
洲客，門納萬頃濤」是廈門這座城市的
真實寫照。在這個具有地標意義的城
市，「金磚+」不僅僅是一個概念，已
經變成了行動。這次會議首次邀請了埃
及、幾內亞、墨西哥、塔吉克斯坦和泰
國五國領導人出席。習主席指出：「我
們應該擴大金磚合作的輻射和受益範
圍，推動『金磚+』合作模式，打造開
放多元的發展夥伴網絡，讓更多新興市
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參與到團結合作、
互利共贏的事業中來。」
「金磚合作」平台之所以能吸引到更

多朋友，一是在於它的平等相待、求同
存異。金磚國家在國情、歷史、文化等
方面存在差異，分歧難免，但秉承合作
包容理念，不搞一言堂，凡事大家商量
來。二是在於它的務實創新、合作共
贏。金磚國家知行合一，以貿易投資大
市場、貨幣金融大流通、基礎設施大聯
通、人文大交流為目標，推進各領域務
實合作，讓各方都得到了實惠。三是在
於它的胸懷天下、立己達人。金磚國家

堅持「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
盟」，倡導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
以及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處理國
家間關係，成為國際社會的一股正能
量。
可以看出，「金磚合作」不僅僅限於
「金磚國家」之間的合作，而是構建起
了一個巨大的朋友圈；「金磚合作」不
是「富國俱樂部」，不是「意識形態集
團」，而是超越了地域、文化、意識形
態的新型合作組織，它可以推動各方在
開放中做大共同利益，在包容中謀求機
遇共享，這對於改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
則、你輸我贏的零和遊戲，優化全球治
理結構，將產生深遠的意義。以此次埃
及等五國領導人受邀出席峰會為標誌，
相信今後會有更多的國家加入到這個合
作平台上來，廈門會議令「金磚合作」
邁出了一大步。

「金磚+」也給香港帶來新機遇
習主席沒有迴避金磚國家經濟傳統優

勢在發生變化的現實，如何跨越這一階
段？習主席給出的答案是：加快新舊動
能轉換。他說：「要通過改革打破制約
經濟發展的藩籬，掃清不合理的體制機
制障礙，激發市場和社會活力，實現更
高質量、更具韌性、更可持續的增
長。」具體來說，就是要推動各領域合
作機制化、實心化、高效化。比如，在
新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建設、電子
商務、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服務貿易、
本幣債券、科技創新、工業合作、政府
和社會資本合作等領域，拓展經濟合作

廣度、高度和深度。
習主席點題的合作重
點，正是香港抓取機
遇的重點。香港應乘
「金磚＋」新理念，
重在兩大領域尋求
合作。
一是金融。「紐倫港」被公認為世
界三大金融中心，香港的金融業發
達，人才濟濟，隨「金磚+」理念被
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同，金磚合作的蛋
糕將越做越大，香港應該看到新興經
濟體的潛力，及早行動，在「金磚+」
的平台上為相關國家提供金融服務；
國家一定會極力支持香港，上下合
力，定會有所作為。
二是貿易。「金磚合作」不是一個

區域性合作組織，金磚五國分佈在四
大洲，隨「金磚+」從新理念變成新
行動，還會有更多的國家加入進來，
這是一個覆蓋範圍很廣的合作組織。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又是世
界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具有聯通
四面八方的優勢，在服務貿易上可以
大顯身手，為相關國家提供高水平的
服務。
「金磚+」新理念的提出，為金磚合
作開闢了廣闊空間。作為全球第二大
經濟體的中國，無疑在其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香港社會各界應該看到自
身的專業優勢和國家的支持力度，主
動參與金磚合作，在未來「金色十
年」中當仁不讓、全力以赴、奮力
「掘金」！

習近平主席提出「金磚+」新理念，預示「金磚合作」的內容

越來越豐富、「朋友圈」越來越大，在經濟領域合作的廣度和深度

將不斷拓展，香港各界應該看到自身的專業優勢和國家的支持力

度，主動參與「金磚合作」，在未來「金色十年」中當仁不讓、全

力以赴、奮力「掘金」。

「後佔中」遺害不可不防

近日，「雙
學」頭目因衝
擊政總一事終
被判監，「梁
游 」 辱 國 播
「獨」瀆誓喪
失議席的終極

上訴亦以失敗告終。雖然違法
者受到法律制裁，是一件「撥
開雲霧見青天」的美事，但受
懲的只是一些「爛頭卒」，事
件「幕後黑手」尚未伏法，政
府理應加快檢控程序，將逍遙
法外的戴耀廷之輩繩之以法。
反對派近日又作出不少荒謬論
述，足見「後佔中」對社會遺
害確實不可不防。
非法「佔中」、「梁游」辱

國宣誓風波，旺角暴亂，破壞
法治和安寧，給香港沉痛教
訓。「爛頭卒」無疑因為暴行
「求仁得仁」，受到刑罰，留
有案底，前途黯淡，變得如
「狀棍議員」所言「人生更加
精彩」。香港因為這些暴行而
社會撕裂，經濟民生大受影
響。犯法終歸犯法，受到法律
制裁理所當然。但是，反對派
卻美化違法者，以「良心
犯」、「政治犯」稱呼他們，
根本是顛倒是非，詆譭法治。
「良心犯」等荒謬論調的出

現，其實暴露反對派的選舉政
治計算。反對派擔心，不盲撐
「佔中」等違法亂港政治事
件，不為受法律制裁的違法者
撐腰，便下不了台，更會丟失
選票。結果唯有「打腫臉充胖
子」，拋出沒有最荒謬、只有
更荒謬的言論。
以近期令人譁然的「釘書健

事件」為例，作為普通市民，
被綁架豈有不從速報警之理，
就算膽小怕事，最低限度也該
先治理傷口，以防感染。但事
件主角卻施施然沖涼、洗衫、
吃魚柳飽，再開記招，但仍不
「拔釘」。如此有違常理之
事，普通市民都會心生懷疑。
但一些反對派元老級人馬，為
了眼前「反高鐵一地兩檢」的
「頭等大事」，居然鬼迷心
竅，將笑話奉為至寶，趁機攻
擊政府、恐嚇市民，殊不知聰
明反被聰明誤，元老級人馬也
淪為國際大笑話。
元老級人馬尚且如此，其他

反對派的表現可想而知。例如
「有識之士」被法官直斥其
非，批評其誤導公眾，追隨者
若再不迷途知返，繼續沉迷
「公民抗命」、「違法達
義」，勢必落得如「雙學三
丑」一樣的下場。

9月3日是抗
戰 勝 利 紀 念
日，筆者與一
班青年人特地
與一位抗日老
戰士飲早茶，
也請老戰士與

我們青年一代分享當年點滴。
當然，青年民建聯也會到西貢
抗日英雄紀念碑獻花，緬懷抗
戰歷史。
這位老戰士以參與抗戰為

傲，他細說當年自己擔任通訊
兵，將情報藏於長衫的夾棉
內。經過日軍的檢查站，他就
緊隨前面的老婦，佯作是老婦
的孫兒，避過日軍的檢查。他
亦憶述當年學習使用槍械的情
景，以木製的樣本槍來學習，
而學習的基地就在日軍軍營的
後面，想起來也是令人驚心動
魄的。
筆者對老戰士最深刻的是

他很緊幾枚獎章及紀念

章，老戰士與我們一班青年
人詳細介紹每個獎章，看得
出他最重視的就是最新的抗
戰勝利70周年的那一枚，他
多次強調這是最珍貴的，是
國家頒贈的。從這些表現，
我們知道老戰士對自己抗戰
者的身份是高度認同的，以
抗日經歷為榮。
每一位老戰士的經歷都是

珍貴的，他們捨身對抗敵
人，為國家付出所有。他們
每一個經歷都是值得我們學
習和銘記的！國家有今天的
成就是前人一點一滴累積下
來，今天的世界和平也是得
來不易的。社會要得到安寧
絕非一件易事，我們要珍惜
今天的所有，也要感謝前人
為國家的付出。同時，我們
亦要提高自己的能力，為國
家作出應有的付出和貢獻，
為下一代打下良好的發展基
礎，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

不能忘記的抗戰經歷
顏汶羽 青年民建聯主席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港區上海市政協常委

何俊賢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戴耀廷給孩子的一封信」

（戴耀廷是「違法佔中」的始
作俑者，近日有法律界人士發起
聯署，要求港大辭退戴耀廷，社
會上更有不少聲音，要求政府追
究戴耀廷煽動違法暴力的罪責。
本人試以戴某的口吻，仿其寫信
給自己的孩子，表表其當下「心

聲」。）
天快亮了，但我仍未能睡，警察抓人，總愛

在這個時候，說不定，我的信沒寫完，就會被人
抓走了，親愛的孩子，你們的爸爸不是歹徒，他
只是一個引導青年人挑戰法治的「有識之士」。
爸爸一手策劃了「佔領中環」，讓香港變成天下
聞名的「動亂之都」，讓數以萬計的香港青年走
上「違法達義」之路，他們其中還有不少求仁得
仁，被法庭判處入獄，成為他們父母心中「堅持
理想的好孩子」。在這反對威權統治的鬥爭中，
你們的爸爸也被警方「預約拘捕」了，加上網上
有數萬人聯署（http://sign.hknt.hk），促請港大
辭退爸爸，你爸爸「達義」的時間看來也不遠
了。
俗語說，出得嚟行，遲早要還。有人行江湖，

有人行性感，爸爸是行政治的，屬「千門八將」之
一，凡是出來行的，上頭都有大佬，爸爸的大佬在
美國，如果不搞點動作，就難向大佬交代，也拿不
到他們的津貼，所以只有作些「歪論邪說」，配合
他們的「顏色革命」。
孟子有「捨生取義」之說而流芳百世，爸爸則

以「違法達義」遺臭萬年。在世俗人眼中，違法是

壞事，但如果能藉此達到自己「崇高」的目的，那
就是好事。作為西方強國的代理人，我們要求「共
享香港」的管治權，這本來是相當現代化的概念，
和共享單車、共享雨傘沒有什麼不同，但人家不
肯，那就只有違法，把香港搞亂，逼他們把權力
交出來，道理非常簡單，就像你想共享別人的老
婆，他不肯割愛，那就睡到他床上去，把臭腳擱到
他頭上，甚至把他擠到床下，那自然就可以達義
了。
不過，有些橫蠻無理的人不肯共享，還一腳把

你伸到床底下去。不過無所謂，掉下去了再爬上
來，還是要睡到他的床上，還是要把臭腳擱到他頭
上，還是要把他擠下去，行為雖然有些無賴，目的
卻是「崇高」的，不肯共享就是獨裁，凡是獨裁就
該反對，我們可以把這種行為理解為「爭取民
主」。

不要行政治，不要學黃之鋒
雖然現在人人都說大陸好，國家繁榮富強，

經濟發展成就驚人，人民安居樂業，不過他們
和我的大佬是死對頭，所以我們必須用反義詞
來看待他們的一切。反義詞你們明白嗎？繁榮
等於窮困，強大等於霸道，民主就是獨裁，安
全就是不自由，大陸就是一個貧窮落後，霸道
獨裁兼不自由的國家，這樣的國家怎能愛呢？
要愛我們就得愛美國，只要實現了「一人一票
普選」，我們就會有了一切，最低工資34.8美
金，吃的是美國牛肉，喝的是法國紅酒，開的
是德國汽車，不學無術的人可以競選議員，好

吃懶做的人可以長期依賴救濟，破產了可以當
難民，那是多麼美好的世界啊！現在所有「顏
色革命」成功的國家都為我們作出了榜樣，可
惜有些香港人不相信，還說我妖言惑眾，簡直
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說實話，雖然我的理想是崇高的，但我的心仍

很亂、很怕，萬一我被港大辭退，又被法庭判處入
獄，那該如何是好呢？沒有了大學教授這光環，我
豈不是和黃之鋒這些小學雞一樣，那還當得成「有
識之士」嗎？唉，本來以為大佬夠面子，沒有人敢
在太歲頭上動土，不過這回引起民憤，大佬可能也
保不住了。
如果有一天你們看到爸爸被戴上手銬，剃了光

頭，穿上囚衣，你們不要難過，要保持低調，千萬
不要像黃之鋒那樣強出頭，他的成績差，好的學校
不要他，只有出來行政治，他還以為自己是英雄，
有機會拿諾貝爾和平獎，簡直是昏了頭腦。不怕直
說，我大佬嘴巴說得好聽，其實全無義氣，有一天
黃之鋒等人利用價值一完，就會把他當用過的衛生
紙一樣扔掉。
啊，門外有些響聲，可能是警察來抓我了，不

多說了。總而言之，聽老爸的話，不要遊行，不要
抗議，不要「佔中」，不要「旺暴」，不要行政
治，不要學黃之鋒……「公民抗命」、「違法達
義」這種「好事」讓你的同學們去做，你們要老老
實實做人，認認真真讀書，將來就算做不成高尚人
士，起碼也能平平安安過一輩子。
「違法達義世難容，我被民主誤一生，但願孩

兒守本分，無災無難當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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