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並決
定遷館到這裡，讓世界為之震驚，認為特朗
普製造了一場鬧劇和一場悲劇。鬧劇的原因
是讓原本熱鬧的中東更熱鬧了，悲劇的原因
或許就是讓太多怒火轉化為對無辜百姓的襲
擾，甚至會製造更多的恐怖襲擊。難道特朗
普會不計後果地一意孤行挑戰世界秩序嗎？
肯定不會。特朗普在「遷館」事情上早就
作了深思熟慮，加之那麼多顧問團隊的評
估，怎麼可能會出台一個眾叛親離的總統指
令呢！這些後果都是在評估之中，也是在預
料之內。特朗普之所以這麼做的關鍵就是要
重新洗牌並制訂新的中東戰略，謀求再次奪
取對中東的重磅話語權。
毋庸置疑，特朗普此舉贏得了國內猶太裔
的強力支持和好感，讓特朗普成為一個言而
有信、敢作敢為的美國總統，而不是一個只
為了選舉的美國政客。美國猶太裔的政界和
商界影響力太大了，他們的選票也是至關重
要，並能對其他族裔產生較大的正面影響，
因此，特朗普此舉無疑是為三年後的選舉加
分，不要看自己說了什麼，關鍵要看自己做
了什麼，至少自己說到的都在一一兌現，這
樣的美國總統還真不多見。特朗普的選舉佈
局還是比較到位的，這不光是錢的問題，信
譽遠比錢更要命。就算這件事最終沒有做
成，對不起，這也不是特朗普的錯，是國際
社會的錯，態度很重要，相信選民還會選擇
特朗普。

針對俄羅斯中東戰略
特朗普此舉贏得了以色列國內，尤其是內
塔尼亞胡的高度讚譽。如此一來，美國和以
色列的關係將一掃過去奧巴馬時代的不快並

迅速升溫，而內
塔尼亞胡更是把
特朗普當作知
己，那就需要士
為知己者死了。
毫無疑問的是，
以色列在美國的
強力支持下再次
雄心萬丈，離開
美國強力支持的
以色列是很苦惱
的，聽任以色列
在中東影響力下
降美國也是不樂
見的，以色列的
強大和自信是美
國希望看到的結果。同樣，就算這件事最終
沒有做成，對不起，這也不是特朗普的錯，
是國際社會的錯，態度很重要，相信以色列
還會感恩特朗普。
特朗普挑選這個時間宣佈「承認耶路撒冷

是以色列的首都」還是很用心的，甚至可以
說是用心良苦。一來，由於美國和俄羅斯各
自打擊伊斯蘭國恐怖組織，加之也門內戰、
敘利亞內戰、「卡塔爾斷交風波」、庫爾德
人謀求獨立、伊拉克內戰以及波斯人和阿拉
伯人之間的暗戰，讓原本一向熱點的巴以問
題徹底淪為了次要問題中的次要問題，就是
因為中東的頭條新聞太多了，巴以問題早就
失去了應用的價值。特朗普在這個時間檔口
宣佈這樣一件事，只是在眾多頭條新聞中加
了一條罷了，不會影響中東反恐、也門內戰
等等這些頭等大事。
特朗普團隊相信一點，那就是時間會很快

消磨掉這個新聞，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
至於率先反對美國承認「耶城」的國家，美
國也都是心知肚明，巴勒斯坦、約旦、埃
及、土耳其、伊朗等，這都是明面上的國
家，沒啥值得大驚小怪的，這些國家也都翻
不起大浪來，美國並不擔心。至於法國和俄
羅斯的表態，特朗普的想法是不一樣的，法
國的馬克龍年輕氣盛想打造「法國的歐洲，
並參與全球治理」，特朗普壓根看不上他；
至於普京的強烈反對，特朗普和普京都是心
知肚明，普京知道這個「耶城」的宣佈就是
衝着自己的中東戰略來的，普京當然需要強
烈反對，這是姿態和態度！沙特阿拉伯的表
態很是微妙，雖然也做了譴責，但就是例行
公事地蜻蜓點水一般，特朗普也就會心地笑
了。

（未完待續）

懲教署為在囚人士帶來新希望

12 月 13日，壁屋懲
教所舉辦了主題為「篤
志好學．與時並進」的
2017年證書頒發典禮。
本人有幸參與其中，見
證了一群「新生學子」
的成功時刻。

香港懲教處每年都定期為在囚人士
安排參加各類學術及職業考試，例如
香港中學文憑試和香港公開大學考
試。此外，還有由英國城市專業學
會、職業訓練局及建造業議會等機構
舉辦的考試，包括電腦應用、專業美
髮、基礎中式廚務理論與實習、洗衣
技巧初階訓練及細木工中級工藝測試
等等。這些課程可加強學員們的基本
知識，協助他們掌握工作技能，改善
人際關係技巧，重建自尊自信，為將
來重新融入社會做好準備。
就拿參加中學文憑考試來說，學員們

經過約10個月的修讀，報考中、英、
數、通四科核心科目和兩個選修科目。
令人鼓舞是，在2015年和2016年，兩
名學員分別在六科考試中獲取26和24
分佳績，並於獲釋後得大學取錄修讀學
士學位課程。2017年亦有3名學員分別
在六個科目中考獲 18分、19分和 20

分。2017年中學文憑考試獲得二級或以
上成績更高達92.7%。學習的過程亦是
培養決心、毅力以及克服困難的歷程，
是篤志好學的具體實踐。學習不僅成功
幫助學員取得社會認可資格，也助之建
立了正確的人生價值觀。
典禮上派發的期刊，收錄了學員以

「篤志好學．與時並進」為主題所撰寫
的文章。當中有中文、英文，記載了學
員們的心聲。大家異口同聲說，面對社
會不斷創新與進步，只有與時並進才有
將來，而立志和學習則是「與時並進」
的兩把鎖匙。今年是懲教署易名35周年
（以前稱為監獄署），於1998年成立更
生事務處，以協助在囚人士改過自新。
雖然，在囚青少年犯下過錯，然而懲教
所秉承有教無類的教育理念，細心照顧
培養，換來今日的成績。
作為法律工作者，我們日常工作是運

用專業知識協助委託人，確保其在社
會、在法律面前得到公平對待。平時，
我們只在法律案例、法律條文、相關案
中人士之間做專業思考與判斷，在懲教
所的頒發典禮中，我見證了刑法判刑原
則「助人更生」的鮮活成功例子，受益
非淺。懲教署為在囚人士帶來希望，使
他們獲取新生命、新生活。

丁煌 執業大律師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城市智庫「就是敢言」計劃成員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常務副會長 中國僑商會副會長 中國僑聯常委 天津市政協常委

尊重國家憲制權力 利港融入國家大局

日前特首林鄭月娥到北京
向國家主席習近平及總理李
克強述職，習主席充分肯定
林鄭月娥的工作，讚揚她帶
領特區政府良好開局；習主
席再次要求林鄭月娥要把維
護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香港

的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中央一再強調
要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始終聚焦發
展、始終維護和諧穩定社會環境，這是香港
各界必須堅定不移、持之以恒堅持的方向。
十九大開啟中國發展的新時代，港澳全面準
確落實「一國兩制」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必然選擇，維護和支持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
權，尊重國家憲制的地位和權力，不把中央
全面管治權和香港高度自治權對立起來，是
落實「一國兩制」的最重要保障，香港才能
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住新機遇，再
創新輝煌。
習主席對林鄭月娥及管治團隊的積極評價
與要求，具有很深含義和很高期許。這表明
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團結社會的工作成績有目共睹，不負
中央和香港市民的期望，同時更應看到，落
實「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維護
當前良好的發展勢頭，任重道遠，香港繼續
推進「一國兩制」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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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主席為港發展立牌指路
把中央全面管治權和香港高度自治權結合

起來，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這是香
港應負的憲制責任。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
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
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支持特別
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積極作
為……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的憲制責任」，不僅對那些試圖削弱、挑戰
甚至排斥中央管治權的錯誤言行進行有力回
擊，為香港揚清激濁，掃除認識誤區，擺脫
政爭、聚焦發展，起到立牌指路的引領作
用。
過去，本港有人扭曲「高度自治」的含

義，以「高度自治」為名抗拒「兩制」融
合，抵制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不僅令香
港錯失不少發展機遇，蹉跎歲月，更發生違
法暴力的極端事件，令香港的社會穩定受到
衝擊，經濟民生發展、香港國際形象都大受
影響。汲取了這些教訓，香港各界充分認識
到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把維護中央
管治權和香港高度自治權相結合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
人大釋法果斷迅速平息宣誓風波，立法會

成功修改議事規則，正是維護中央全面管治
權和保障香港高度自治權相結合的重要體
現，更加證明了中央在重大問題、關鍵時刻

行使憲制權力，絕不是干預香港事務、破壞
「兩制」，而是確保香港不出亂子、確保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必要之舉。近日，
港專舉行畢業禮，有學生在播放國歌期間拒
絕站立，被趕離場，校長陳卓禧指出，港專
作為愛國愛港學校，必定高舉愛國旗幟，沒
有妥協餘地，「你們如果連這件事都不知
道，那就是你們選錯了學校！」校長有理有
節、理直氣壯的回應，贏得廣大市民「點
讚」。這也是香港形勢出現好轉的表現。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十九大報告提出：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
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
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
措施。進入新時代，堅持「一國」之本、善
用「兩制」之利，發揮自身所長，服務國家
所需，成為香港參與融入國家進步和民族復
興的重大機遇。
香港參與國家的「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

灣區倡議，正在穩步落實。特區政府與國家
發改委已就「一帶一路」的合作安排簽署正
式協議，粵港澳三地政府就合作推進大灣區
建設制定規劃也密鑼緊鼓推進，這更加需要
全港統一思想，所有愛國愛港人士，包括僑
界人士都應按照習主席的要求，自覺把維護
中央全面管治權和香港高度自治權有機結
合，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為國家和
香港的發展作出義不容辭的努力和貢獻。

宋忠平

特朗普「耶城遷館」是新戰略而非鬧劇（上）

邪不勝正 公道在人心

立法會大比數通過修改議事規則，香
港一片叫好。為了聽聽公眾怎樣論說，
也為了能全面了解清晰的民意，筆者特
意選擇沒有既定立場的知名網站留言
版，觀察市民對這次立法會修改議事規
則的反應。意想不到，民意可以說一面
倒，95%以上的留言都表示贊同，並抨
擊反對派邪不勝正，喪盡民心。果然是
公道自在人心。特摘錄部分精彩留言。
Uplookman：全港市民歡喜此結果，

香港明天會更好，天地有正氣。是聖誕
節一份最好禮物。
Lam：泛民黔驢技窮，窮途末路，氣

數已盡！痛打落水狗，乘勝追擊，開創
香港新局面！
Ck：物極必反，自作孽，不可活，沒
有錯。這班禍港亂民令人極度討厭！
Yunbo：全港市民睇清楚啦，號稱自

己民主派的人簡直象流氓爛仔一樣，不
是議政而是百分百的搗亂，世界罕見，
如此搞民主，發展下去香港必成為漢奸
式反中亂港式的民主。
Mok：港人愛民主，市民要求的是議

會要有建設性的反對聲音，絕不接受反
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的行為……立法會
的犯(泛)民黨羽絕大部分有外國勢力背景
支持，一方面支香港(政府)薪水，另一方
面收受外面黑金，呢 d（啲）就系
（係）漢奸所為。
曾月薪：今次修改議事規則，垃圾泛

民在議會內真係醜態百出，將醜惡嘅一
面表露無遺，香港巿民應該看清楚呢班
經常挾巿民名義，用來做反政府工具(的
人)。.
PL：由「佔中」開始，泛民已是市民

公敵，被人唾棄。
仁：快些(立法)23條通過，香港就更
美好……希望每項措施，都能確保快

速，增加完成速度……
尤其值得看的，是修改議規通過後，

反對派氣急敗壞，揚言未來要「百倍奉
還」，網友們則回應：
Josephine：「百倍奉還」？(你們)來年

還有多少人留低？！有腦的人，都不會
再(投票)選你班禍國殃民的垃圾出來破壞
社會啦！
旁人：民主派還有未來嗎？日日為反

對而反對，有真正為香港做過事嗎？令
選民太失望了！
Eagle：恐嚇呀？黑社會講數咁款噃！
Hoi：發惡恐嚇？香港有駐軍怕你

嗎？發展到對抗，自有法律和23條對付
你們！最終只會淪落成不恥（齒）於社
會的狗屎堆！
網友發言踴躍，句句充滿真情和正義，

不難發現是年輕人所寫。從他們的留言
中，可以清晣地看到什麼是民心民意社
情，什麼是輿論傾向和輿論力量，什麼
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反對派瘋
狂拉布，納稅人因此白白付出逾27億公
帑，負面影響遍及各行各業，窒礙經濟
發展及削弱香港競爭力，拖垮香港發
展，傷及香港元氣，香港社會付出了沉
重的代價，港人的怨恨不滿已到沸點。
事件也教育了市民。回歸後，港人在

經歷了無數的政治風雨，開始學會分辨
是非黑白，逐漸看清誰是真正愛國愛
港，誰是禍民害港。期盼發展經濟、安
定繁榮，成為全港主流願望；也說明國
家發展日新月異，十九大報告提出的
「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增強香
港、澳門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
的感召力，使越來越多的香港年輕人站
到愛國愛港的陣線上。香港方向明確
了，信心加強了，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的道路上邁出新步伐。

藍 海

修改議規民意勝利 重回正軌共謀發展

這次成功通過的24項修訂，主要是防
止反對派的瘋狂拉布，癱瘓議會而來，
包括將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法定人數由35
人減至20人，減少流會機會；流會後主
席可在任何時間、任何日子要求復會，
以加快議會的效率。防止拉布的修訂還
有立法會主席倘認為休會待續的議案屬
濫用程序，可禁止提出或毋須辯論、直
接表決，更可禁止議員提出瑣碎無聊或

無意義的修訂。此外，以呈請書成立專
責委員會的門檻將由20人提高至35
人，防止機制再被反對派議員濫用。

堵塞漏洞維護議會正常運作
客觀而言，這些修訂並不過分，並非

是要打遏議員的發言權、監察權，而是
要堵塞現行議事規則的漏洞。議事規則
在港英時期制定，不少條文已經跟不上

形勢，尤其是現時的反對派議員，在港
英時期從來不敢提出什麼拉布，更不敢
公然癱瘓議會。議事規則防君子不防小
人，當年自然沒有制定有關的限制措
施。議員拉布有他們的自由，但卻沒有
癱瘓議會、妨礙議會正常運作的自由。
既然反對派近年屢鑽制度空子，搞出無
日無之的拉布，已經嚴重損害議會的運
作，影響政府施政，直接損害香港的經
濟民生，這樣，建制派提出修訂堵塞漏
洞，自然是應有之義，出發點是為了市
民利益。
事實上，建制派的修訂也得到主流民

意支持，多個民調顯示大多數市民反對
拉布，支持修訂，相反，反對派的阻撓
行動卻乏人問津，支持反對派的人門可
羅雀，甚至反對派發動的所謂「包圍立
法會」行動也得不到民意的支持，這才
是修訂能夠順利通過的主要原因。
立法會的拉布，在開始作為一種討價

還價的手段，並非香港獨有，但近年拉
布不但爭取不到任何成果，反而導致大
量後遺症，大批基建工程未能如期動
工，工人面對失業之虞；香港多項基建
項目未能上馬，大批推動經濟發展的議
案和撥款長期拖延，導致經濟競爭力不

進則退；甚至近年大手派糖的財政預算
案也面臨反對派拉布阻礙。市民都會
問，這些拉布究竟對香港有何好處？拉
布又得到了什麼成果？經過多年的慘痛
教訓，市民都深知拉布之禍，不希望看
到香港繼續蹉跎歲月。所以，當建制派
提出議事規則修訂時，不但得到主流民
意支持，連反對派支持者其實內心也是
認同。在天時、地利、人和都配合之
下，修訂自然是水到渠成，反對派螳臂
擋車，只不過令自己輸得更慘。這次修
訂是民意的一次勝利，也是民意希望立
法會重回正軌，為香港謀發展利民生的
一次反映。

追回失去時間發展邁開大步
在成功修訂議事規則後，立法會理論

上可以減少不必要的阻撓，一些重大的
政治民生經濟發展的議案，可以理性務
實的討論，而非冗長無聊發言的拉布，
立法會亦可望追回失去的時間，加快各
項基建撥款及政策議案，以彌補過去幾
年因拉布而失去的光陰。
立法會的工作是監察政府，而不是癱

瘓政府。議會被癱瘓、政府難施政，對
市民有什麼好處？這是拉布注定失敗的

根本原因，特別是新一
屆特區政府上台後，聚
焦發展，推動和諧，林
鄭和特區政府都保持了
較高民望，說明其施政
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
日前，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見首次上京述職的林鄭月娥時，亦肯
定林鄭月娥積極有為，實現良好開局。
相信林鄭月娥能夠帶領特區政府及香港
各界，充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刻理
解國家發展和香港的關係，把香港的發
展與國家未來發展藍圖相結合，更好地
把握機遇。
確實，十九大報告為香港開拓了龐大

的機遇，但打鐵還需自身硬，如果香港
繼續陷入拉布漩渦之中，各項發展經濟
民生的政策都難以開展，香港還有何前
途可言？在這樣的形勢下，市民更希望
立法會能夠協助政府施政共謀發展，抓
緊國家「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
區」的機遇，為香港開拓更廣闊的發展
空間，而非阻撓施政激化對立。反對派
應摒棄老黃曆，看清形勢及民意向背，
繼續為反而反、妄圖挑起政治風波，只
會被民意唾棄。

為遏止拉布歪風而推動的議事規則修訂，最終在上周五獲通

過。這次修訂並非是要剝奪議員的發言權，而是阻止無止境的拉

布，減低流會風險，確保議會正常運作。建制派成功推動修訂，

不但在於建制派議員眾志成城、團結一心，更重要是得到民意支

持，修訂的背後有強大的民意背書。相反，反對派的阻礙行動卻

逆民意而行，「盲反」修訂不過是螳臂擋車。民意希望立法會重

回正軌，為市民謀福祉，立法會的工作是監察政府，而不是癱瘓

政府，尤其是新一屆政府開局順利，施政見效，得到習近平主席

的肯定，得到廣大市民的擁護。在這樣的形勢下，市民更希望立

法會能夠協助政府施政共謀發展，而非阻撓施政激化對立。反對

派應看清形勢，繼續為反而反、妄圖挑起政治風波，只會被民意

唾棄。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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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觸發全球多地穆斯林的抗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