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年少部分「港

獨」分子不斷播「獨」，

更劍指校園荼毒年輕一代

的思想，令社會各界難以

容忍。在昨日一個研討會

上，新民黨主席、立法會

議員葉劉淑儀批評，分裂

國家的行為應負上法律後

果，並強調不論在法律

上、政治上及倫理上，

「港獨」均不可能實現。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

學系教授陳祖為亦指，現

時國際法亦不利於香港尋

求「獨立」，香港並不符

合相關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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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選日撞「兩會」被批不熟國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政府前日刊憲，公佈明年3月11日就港
島、九龍西、新界東，及建築、測量、
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合共4個立
法會議席舉行補選，與全國人大政協
「兩會」「撞期」。多名政界人士昨日
強調，「兩會」是每年的國家大事，過
去多年也是大概在這段時間召開，已成
慣例，補選定在該段期間，反映作出有
關決定者不熟悉甚或不在乎國家的情
況。同時，不少建制派的領袖身兼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或全國政協，有關安排不
方便他們投票以至助選，並不妥當。

大型活動須考慮「兩會」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日前表示，她尊重
選舉管理委員會的決定，但國家各城市

在舉行大型活動時，都會先考慮「兩
會」召開日期，香港是國家的特別行政
區，選管會在考慮補選日期時卻未有考
慮「兩會」的問題，反映部分人對國家
政治傳統認識不足。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

勇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兩會」是每年的國家大事，過去多年
也是大概在此段時間召開，將今次立法
會補選定於3月11日並不合適。
「補選從來都無規定確實日期，早一

個禮拜、遲一個禮拜都可以，而且立法
會近年那個時候也會因『兩會』而休
會，不明白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如此政治
敏感不足。」
同時，不少香港地區、社團領袖擔任

港區全國人代或全國政協委員，令不少

人擔憂建制派的動員或受影響。陳勇坦
言，這說法有道理，而選舉應當要公
平，無論誰人參選，都希望能以「最強
陣容」來全力以赴。

建制上京開會恐影響選情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也指，每一

次立法會選舉均需要龐大的團隊配合，
且選舉前一、兩個星期是關鍵時刻，但
今次立法會補選卻與全國「兩會」撞
期，而不少動員能力比較強的地區、社
團領袖均為港區人代或政協委員，需要
到北京開會，「好多事情都不能靠長途
電話就可以做」，令人擔憂將或多或少
影響建制派的選情。
新民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指

出，不少建制派的領導亦是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故有關安排對
他們投票，甚或進行拉票活動均不太方
便，但會尊重選管會的決定。

凸顯「一國兩制」運作良好
全國政協委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

健鋒昨日在一公開場合被問及有關問題
時則認為，立法會補選與「兩會」撞
期，為所有要參加這每年一度全國重要
會議者帶來不便，令「有很多人不高
興」，但認為特區政府根據選管會的安
排，決定在3月11日舉行補選，顯示
「一國兩制」運作良好，並相信不少到
北京參與「兩會」會議的港區人代和政
協委員，屆時都會回港投票。

張建宗：配合選管會決定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回應「撞期」問
題時表示，特區政府了解建制派的看
法，但補選日期是選管會平衡法例和種
種因素後所作出的決定，特區政府尊重
及需要配合有關安排，確保有一個公
平、公開、公正的選舉。

港法律政治倫理均不容「獨」
葉太：分裂國家須承擔後果 言論自由非絕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本土民
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被香港文匯報踢爆
涉嫌棄保潛逃，「本土前」另一發言人、
黃台仰的「戰友」梁天琦（獨琦）就聲稱
自己不知情。「青年新政」的梁頌恆就意
有所指地發帖，稱「乜野（嘢）時勢呀要
同自己人玩宮心計」。
梁天琦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聲稱，自己是
在「閱報後才得知是次事件」，對此「完
全不知情」，又稱雙方近期並無聯絡，對
方在離港前也沒有知會他。
自黃台仰懷疑棄保潛逃後，黃台仰、梁
天琦依然無影，而其他「獨派」頭目也全
部「潛水」，部分連fb也沒有再更新。
「青年新政」的游蕙禎的fb雖然連日都有
更新，但公開帖文中沒有一字提到黃台
仰。

梁頌恆抽水譏扮嘢
梁頌恆昨日就發了一篇內容耐人尋味的

帖文，文中稱「香港萬一真的要『亡
國』，起碼七成係香港人自己攞黎
（嚟）……」。
但帖子就標註「乜野（嘢）時勢呀要同
自己人玩宮心計」，未知是否與黃台仰
「出走」事件有關。

黃台仰疑着草
獨琦話唔知

■梁頌恆在fb發帖，似是意有所指。
梁頌恆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推出
「青年委員自薦試行計劃」，
希望能增加青年人議政論政的
機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
鳴煒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
表示，期望措施日後能恒常
化，令青年與特區政府可以重
新建立互信關係。
「青年委員自薦試行計劃」
雖然只是開放 5個諮詢委員
會，為青年提供11個名額，但
劉鳴煒相信計劃是一個好開
始，認為不是全部年輕人都有
興趣從政，指出社會不能以全
港青年數目與今次計劃提供的
名額作相比。
劉鳴煒認為，只要今次計劃

成功，政府日後將向青年提供
更多議政機會，「開了一次很
難會取消，政府要吸收今次經
驗，日後將計劃恒常化，開設
更多委員會。」
他並相信，日後青年將可參
與更多涉及不同社會問題的委
員會，認為年輕人加入委員會
表達意見，有助政府與他們建
立互信及改善關係。

吸納「素人」廣招人才
對於「青年委員自薦試行計

劃」能吸引哪些青年加入議
政，劉鳴煒期望最終獲選的委
員可以是政治「素人」，因為
政黨有其他途徑向政府推薦人
才，不用透過這個途徑。

劉鳴煒希望計劃可以吸引更多沒有政黨
背景人士從政，令政府可以接觸更多不同
方面的人才，不擔心他們欠缺相關經驗會
影響委員會工作，「現時的青年事務委員
會有很多加入之前都從未參與過其他委員
會，他們都是『素人』，不只是透過自薦
計劃加入的才是『素人』，政府委任新人
加入委員會，一定也有『素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年少數
年輕人鼓吹「港獨」歪風，教師出身的立
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昨日表示，因「一國兩
制」的特殊性，及內地與香港差異等問
題，香港年輕人的國民身份認同特別複
雜。他認為社會各界應正視問題，並對症
下藥。
曾鈺成昨日在「港獨爭議研討會」上指

出，香港年輕人的身份認同問題相當嚴
重，而「港獨」是其中一種表現。他解
釋，由於「一國兩制」是特殊安排，即使
香港基本法列明自己是中國公民，香港年

輕人在考慮身份時亦特別複雜及困難。
他認為，公民教育應該讓年輕人了解

其權利及義務，但在「一國兩制」下，
香港的學校沒有教授中國公民應盡的義
務，例如國家憲法規定中國公民要維護
祖國統一、國家榮譽以及利益，「香港
人如果手執特區護照，有沒有遵守這個
義務呢？」

政府過去低估即出事
曾鈺成坦言，香港年輕人的生活環境、

思維與內地不一樣，兩地文化、價值及觀

念差異問題，亦令在香港建立國民意識十
分困難。
他直指，過去一段時間，特區政府低估

了這個問題，以為回歸後人們自然會認同
國家、作為國家的一分子。2012年國民教
育獨立成科，則是將問題簡單化，沒有充
分考慮其複雜性，結果帶來反效果。
曾鈺成引述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演說

中，重申中央要牢牢掌握港澳特區的全面
管治權：「過去放鬆咗，沒有理會，所以
就出事啦！出什麼事？就是近幾年大家見
到的事情，即後生仔不聽話。」

他認為，現在有不同人就香港年輕人身
份認同的問題斷症和下藥，但一旦「斷錯
症」，可能會令問題惡化，故呼籲政府及
各意見領袖應該清醒地分析問題，對症下
藥，找出合適的方式解決問題。

港人應了解中國公民權利責任
曾鈺成強調，香港人應充分了解中國人

的公民權利和責任，在中國憲法下應維護
國家統一，而各界長遠應從加強年輕人國
民身份認同感，及年輕人與國家關係方
面，處理目前國民身份認同的問題。

曾鈺成：加強港青國民身份認同須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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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賢智庫昨日舉行「港獨爭議研討會」，該
理事會主席葉劉淑儀，「香港願景計劃」

召集人、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立法會教育界議
員葉建源，陳祖為和前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張秀
賢分別發表演講，探討「港獨」主張背後的因
由、可行性及影響。
葉劉淑儀在會上強調，「脫離」有多種方式，

如個人的脫離可以移民、群體上可以「革命」、
「推翻整個政府」，而現時的「港獨」主張則屬
於分裂國家，是非常嚴重的行為。
身為曾處理國安條例的前特區官員，她認為現
時香港的法規未完善，年輕人不清楚鼓吹分裂的
法律後果，有需要在法律上下定義，澄清言論自
由的界限，「可能有些年輕人不知道，言論自由
唔係絕對，可能香港過去基於我們的價值，有些
事沒有平衡點去解釋，令好多人有誤會。」

「港族」從來不存在
她強調，分裂國家在法律上很難合理化，實際
上亦並不可行。香港無論在倫理或政治上均難以
「自決」，因為並沒有「香港民族」。語言方
面，香港的母語源自廣東，並非獨有語言；種族
方面，科學上沒有界定「香港族」；文化方面，
香港受8個文化體系所影響。因此，聯合國無法
確定有所謂「香港民族」，事實上亦不存在。
她提到，在部分極端的情況下，國際上可容許

地方「獨立」，例如發生種族大屠殺、人權極度
受打壓，但香港人的權利受香港基本法所保障，
根本沒有出現上述的情況。
葉劉淑儀笑說：「如果真係有人申請『九龍城

獨立』，都要諗吓個地區夠唔夠人口及資源支持

其『獨立』，你可唔可以保護嗰啲人呢？唔得㗎
嘛，所以理論上、實際上，香港無可能『獨
立』。」
她認為，目前的年輕人因為遇到不少危機及問

題，從而影響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故認為應該多
聆聽及了解年輕人的需要，而不同意見的人士應保
持理性和平溝通，逐一解決目前面對的問題。

經濟軍事均無條件
陳祖為在發言時亦強調，在學術層面上，某地

方要「獨立」，就必須得到其宗主國的同意，及
其他國家承認其地位。無論在經濟及軍事上，香
港都沒有條件「獨立」，即使部分香港人聲稱要
尋求國際法支持，但國際法並不利於他們的做
法，「你向國際社會尋求都係無咩用嘅。」

國際法抗拒「脫離」
他解釋，國際法實際上是抗拒鼓動「脫離」

的，以聯合國憲章為例，開宗明義強調國家的獨
立主權及領土完整，其他國家不應侵犯、限制及
介入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而單方面脫離主權國
更是難上加難，因為即使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其中「民族自決」的條例非常
籠統，並沒有具體的解釋，多數只應用於非殖化
的國家。
陳祖為強調，國際法僅會承認被非法強佔，或

國家面臨崩潰的情況下，一個地方單方面脫離獨
立，而得到承認的地方也要滿足一些條件，例如
要求脫離的單位必須有效地在軍事上及管理方面
控制該地方、得到其他國家的承認等，「得唔到
其他國家認同，都係唔可以獨立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0年，惟部分
香港人對國民身份認同未見提
升，甚至出現「港獨」等分離主
義，情況令社會各界憂心。在昨
日舉行的「港獨爭議研討會」
上，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及
前「學民思潮」發言人張秀賢均
稱不贊成「港獨」主張，但就聲
稱「港獨」冒起與特區政府施政
有關。
葉建源稱，個人不贊成「港

獨」主張，又稱「港獨」問題只
屬零星個案，並非如此大的議
題，一些前線老師亦向他反映，
其實不太多學生關心「港獨」。
他聲言，「一國兩制」是要

「求大同、存大異」。內地和香
港的社會是大同、相同，共同民
族、文化的根源，同時亦要「存
大異」，即內地與香港的社會制
度、環境的分別。

「一國」應推國民教育
葉建源稱，基於「一國」的觀
念，應該推行國民教育，並希望
未來5年可以好好處理國民教育的
問題，但基於「兩制」的精神，

內地與香港推行的國民教育需要
有明顯「區別」，香港推行的國
民教育要符合公民教育的原則，
全面認識國家的光明與「陰暗
面」，讓學生接觸「不同觀
點」。
他聲言，特區政府在2012年推

行國民教育科時，部分課程內容
的設置上「過了頭」，帶來很大
的反響；又稱香港教育屢次受
「政治衝擊」，應避免政治「干
預」教育，讓教育回歸專業。
張秀賢則稱，自己不認同「港

獨」主張，但認為「港獨」應屬
於「言論自由」，又聲言激進主
張的冒起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源
於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
對現實的不滿；另一方面則由於
內地與香港的矛盾「日益加
劇」，年輕人對國家「失望」，
從而產生身份認同上的對立。
他聲言，自己身邊不少具「本

土」思想的朋友，希望其他世代
的人了解他們的狀況，故針對
「港獨」做工夫時，應要設法改
變年輕人的心，「體諒」他們的
困局及理解他們的想法，方可以
令他們回到主流。

葉建源張秀賢稱拒「獨」

■匯賢智庫昨舉辦「港獨爭議研討會」，討論港人國民身份認同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張建宗稱，特區政府了解建制派的看
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