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 文 匯 論 壇 ■責任編輯：林澤勇 2018年3月29日（星期四）

2018年3月29日（星期四）

2018年3月29日（星期四）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曾焚燒基本法及主張「自決」、「港
獨」的區諾軒，雖然涉嫌發假誓混入立法
會，但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不代表
他洗心革面，真正放棄「自決」、「港
獨」的主張。事實證明，他不僅絕非過了
海便成仙，而是過了海就現形，再次暴露
他是一個頑固的「自決」、「港獨」分

子，是一個混入立法會就當場「仆街」的搗亂分子。
區諾軒在3月21日宣誓後，當日反對派議員來到記者的
「咪兜」前竊竊私語，準備做場大龍鳳，當時身兼支聯會常
委的議員梁耀忠提出：「不如我哋一齊叫句『結束一黨專
政』」，其中八個反對派議員包括區諾軒竟表示贊成。雖然
由於反對派議員害怕被DQ，這場鬧劇胎死腹中，但「咪
兜」前的咪把這班反對派的醜行完整錄了下來。區諾軒剛在
立法會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為市民服務，但轉
頭就贊成叫囂「結束一黨專政」，自己踢爆自己發假誓，這
是過了海就現形。
3月27日，在立法會《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
案》委員會舉行會議期間，多名反對派議員不斷提出規程問
題拉布，高聲叫囂，兩度衝向主席台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
帆。其中區諾軒更加以百米衝刺的速度，衝向宣讀條文的官
員並掟文件，與保安發生衝突，結果當場「仆街」，連眼鏡
都飛出，簡直醜態百出。
區諾軒此次鬧場，距離他在立法會宣誓還不到一個星
期，他身為新晉議員，甫出席會議已有暴力衝擊行為，實在
難以想像他日後還會怎樣進一步胡鬧。有建制派議員批評，
區諾軒不守規則衝擊會議，令保安員受傷，也令立法會多添
了一個欠理性、莽撞的議員，令莊嚴議會成為胡鬧的政治騷
平台，反映出反對派為盲反「一地兩檢」已失去理性。包括
區諾軒在內的反對派議員惡意阻礙「一地兩檢」，試圖令高
鐵香港段不能發揮應有的經濟、社會效益，根本是與民為

敵，企圖陷香港於自我邊緣化的困境。

需研究約束公職人員發假誓
區諾軒以周庭PLAN B的身份當選，自然是換湯不換藥，

今次為了玩衝擊而「仆街」，不過是他無數激進言行的表現
之一。2010年區諾軒加入民主黨翌年，隨即另起爐灶，成
立激進政團「左翼2121」，散播階級鬥爭和撕裂社會等主
張、煽動社會矛盾；2014年他公開與「港獨」派合唱《城
邦會戰勝歸來》，高呼極具歧視意味的「誓殺滅蝗蟲」；
2016年3月，區諾軒在接受網媒訪問時，大談民主黨當時還
在討論的《香港前途決議文》，狂言需推動「港人自決」，
又稱「自決」無可避免要包含「港獨」選項； 2016年11月
他在中聯辦外的「反人大釋法」示威中，公然焚燒基本法；
在選舉論壇上，他揚言日後有需要時還會再燒基本法；區諾
軒當選後立即投桃報李，聘請「香港眾志」成員為議員助
理，更狂言自己作為「眾志」的替補人選，聘請他們是天公
地道。有政界人士批評，區諾軒此舉實質上是用公帑資助
「自決」和「港獨」分子，讓「港獨」勢力在立法會借殼還
魂。
2016年的人大釋法，指出基本法第104條規定的擁護基

本法，效忠香港特區，「既是該條規定的宣誓必須包含的
法定內容，也是參選或者出任該條所列公職的法定要求和
條件……宣誓人作虛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
行為的，依法承擔法律責任」。若政客的言行違反誓言，
將構成發假誓。但有人可能玩木馬計，設法進入立法會伺
機「作反」。區諾軒過了海就現形的言行，與他參選時簽
的確認書和宣誓時的內容相違背，令人懷疑他發假誓，選
管會和相關部門應跟進處理。區諾軒的言行涉及香港政制
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立法會如何預防有人為議席發假
誓？香港法例怎樣約束發假誓的人任公職？這些均是急需
研究的問題。

抵制「港獨」任重道遠 維護香港根本利益
近日「台獨」組織「台灣青年反共救

國團」在台灣舉行「五獨」論壇，游蕙

禎、戴耀廷、劉慧卿等人在論壇上大談

「民主」、「人權」，戴耀廷更大放厥

詞，聲稱港人要考慮用「民主自決」決

定應否「獨立建國」。「港獨」勢力沉

寂一陣又蠢蠢欲動，跑到台灣與「台

獨」、「藏獨」、「疆獨」和「蒙獨」

等分離勢力沆瀣一氣，企圖分裂祖國，

反中亂港。分裂國家的言行引起香港各

界強烈批評，紛紛指責「港獨」勾結外

部勢力挑戰國家主權，破壞中央與香港

的關係，對於香港穩定發展百害而無一

利，更證明戴耀廷之流的「佔中」其本

質就在於謀求「港獨」，縱使其百般抵

賴也掩飾不了。港人已看清看楚，更堅

決抵制「港獨」禍害香港。

香港回歸後，中央堅定不移
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確保
香港繁榮穩定。釐清「一國兩
制」關係，要放入國家憲法與
香港基本法的憲制架構去理
解，「一國」是「兩制」的基
礎與前提，沒有「一國」無法

談「兩制」。香港基本法早就清晰列明：「香
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

中央與港人對「港獨」不會袖手旁觀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的十九大會議上，談

及港澳工作時兩度重申中央對港澳的「全面管
治權」，強調要把「全面管治權與保障特別行
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這對於香港
近年的形勢發展，如何保障全面準確落實「一
國兩制」具有重要的意義。
習主席近年一再重申「六個任何」要求，傳

達國家在維護主權與領土安全不容置疑的決心
和信心：「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
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

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在剛結束不久的
全國人大會議閉幕會上，習主席再次強調，
「一切分裂祖國的行徑和伎倆都是注定要失敗
的，都會受到人民的譴責和歷史的懲罰！中國
人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
挫敗一切分裂國家的活動！中國人民和中華民
族有一個共同信念，祖國的每一寸領土都絕對
不能也絕對不可能從中國分割出去！」而「港
獨」正正損害國家主權，損害香港的根本利
益，中央與港人都不會袖手旁觀。
當前香港發展呈現新氣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就任以來，不斷兌現競選承諾，在教育、創科、
房屋、醫療、安老、扶貧等方面都取得明顯進
展。尤其在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上，林鄭主動釋出
誠意和善意，定期到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收到
良好效果。總而言之，林鄭在各個施政範疇都有
大刀闊斧的新思維新舉措，成果顯而易見。目前
香港各界必須進一步加強團結，凝聚一心，積極
配合政府有效施政，造福市民。

對「港獨」零容忍零空間
香港發展能夠出現新轉機，與過去一段時間

依法遏制「港獨」、制止暴力政爭有密切關
係。立法會宣誓風波，經人大釋法、法院判
決，「播獨」者喪失議員資格，有效維護了立
法機構的秩序，維護了香港的憲制尊嚴；「佔
中」、「旺角暴亂」的參與者陸續受到法律制
裁，校園內鼓吹「港獨」的行徑受到輿論譴
責，「港獨」越來越沒有市場，落得如過街老
鼠的下場。「港獨」在香港不成氣候，「港
獨」的鼓吹者、支持者就跑到台灣，乞憐「台
獨」的外部勢力替其撐腰，企圖借助外力，繼
續進行分裂國家的罪行，這正正反映了香港抗
「獨」之路任重道遠。
國家進入新時代，為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新

機遇，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投
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加強兩地互聯互通合作，
是「一國兩制」在香港行穩致遠的關鍵所在，才
能為年輕人創造更美好的未來。因此，港人更
要清醒地認識到，「港獨」衝擊國家主權安
全，衝擊「一國兩制」，損害香港整體利益，
堅決遏制「港獨」，是維護香港利益的必要之
舉，還需要各界凝聚積極力量，發正義之聲，
全社會持之以恒對「港獨」零容忍、零空間。

張
學
修
港
區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香
港
中
華
出
入
口
商
會
會
長

中朝深厚友誼是雙方寶貴財富

就在美朝將破冰，兩國領袖特朗普和金正恩
相約會面之際，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應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在3月25日至
28日對中國進行非正式訪問。習近平指，金正
恩此時訪問「時機特殊、意義重大，充分體現
了委員長同志和朝黨中央對中朝兩黨兩國關係
的高度重視」。
兩國領導人見面，金正恩表示，「近來中國
大事喜事不斷，去年中國共產黨勝利召開十九
大，前不久又成功召開全國兩會，習近平同志
受到全黨全國人民擁戴，成為領導核心，並再
次當選國家主席、國家中央軍委主席，按照朝
中友好傳統，我理應來中國向您當面致賀。當
前，朝鮮半島局勢急速前進，發生不少重要變
化，從情義上和道義上，我也應該及時向習近
平總書記同志當面通報情況。」金正恩表示
出，這完全是從友誼而非利益的選擇。在國際
形勢嚴峻，西方圍堵步步緊逼，中朝關係首先
遵循的還是兩國之間的傳統友誼。
這意味着，中朝之間傳統友誼的基因依舊，
兩國之間還有遠高於利益的選擇。習近平指
出，「中朝傳統友誼是兩黨兩國老一輩領導人
親自締造和精心培育的，是雙方共同的寶貴財

富。」對於兩國來說，這種共同的寶貴財富才
是大局，才是戰略，才是創造共同美好未來的
資源。自朝鮮戰爭以來，中朝之間就是這麼一
路走來的，有磕磕碰碰，但始終維持着這樣的
大局。正是這樣的大局和戰略觀，在歷史的重
要時刻，兩國領導人以會面的事實來證明，朝
鮮有中國這樣的友好國家，中國在半島無核化
問題上仍然可以起到關鍵的作用。
今天，世界格局正發生變化，美國正在改變
其稱霸世界的策略，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
策正在改變世界，而中朝都成為美國針對的國
家。雖然，中國支持半島無核化，但中國希望
通過談判、對話來解決。美國在朝鮮承諾對話
後，特朗普自覺已經可以掌控，外界也盛傳韓
朝、美朝對話將邊緣化中國，以為分化成功。
因此，美國加大了針對中國的圍堵力度，特朗
普簽署了《台灣旅行法》、美軍艦艇直闖中國
南海十二海里範圍、還宣佈了針對中國的貿易
戰，把中國視為美國發展的主要對手。
很明顯，特朗普千算萬算，沒有算到中朝之
間歷史悠久的友好關係。特朗普以商人的文化
怎麼也無法算出中朝兩國領導人在關鍵時刻的
歷史性會面。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多一個機會」何樂而不為

對於末期腎衰竭病人，器官移植是重獲新生
的最大希望。但有時候即使家人願意捐出器
官，亦可能因為血型或組織類型不相容而未能
成事。醫院管理局建議推行腎臟配對捐贈先導
計劃，簡單來說就是讓兩組不符合腎臟移植的
「捐贈者、受贈者」組合「交叉配對」，以增
加成功配對的機會、給病人多一個機會。
現時用作腎臟移植分別來自遺體捐贈和活體捐

贈，活體捐贈為等候遺體捐贈器官移植的人士提
供多一個機會，但在某些個案中，需接受器官移
植的病人已找到願意作活體捐贈的親人，但該捐
贈人卻可能因血型不相容又或者抗體問題而不能
捐出器官。
簡單舉個例子，有一位兒子想捐腎給爸爸、

另外有一位哥哥想捐腎給自己的弟弟，但兩組
可能因為各種原因未能成事；經配對發現兩組
的捐贈者可以交叉捐給對方，便達成了交叉配

對的條件。在有關計劃下醫管局會先徵詢捐贈
者受贈者的同意，將他們以不記名方式放到一
個「池」內，用電腦進行配對，如配對成功捐
贈和受贈者亦會進行嚴謹的生理和心理評估，
確保他們是在身體條件適合和沒有在威迫利誘
的情況下進行「配對捐贈」。
在技術上參加「配對捐贈」的病人，手術模式

與一般換腎手術無異，出現併發症及死亡率都沒有
分別，初步亦得到病人組織、不同持份者及局方的
支持。現行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有不清晰的地
方，因此政府將着手修例，協助推行計劃。

醫院管理局

區諾軒過了海就現形暴露頑固本性
楊志強 資深評論員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反思英語作為香港法庭語言的重要性

早前，香港法庭進行了多宗引
起市民廣泛關注的裁決（例如律
政司司長訴黃之鋒、羅冠聰、周
永康 （終院刑事上訴2017年第
8-10號））。筆者身邊很多關心
時事的朋友紛紛主動從網上搜尋
法庭的完整判詞，希望可以了解

法庭作出判決的因由。然而，這幾宗重大案件
的判詞均是以英文撰寫，因此不少並非主修法
律的朋友紛紛「投訴」判詞內的英文過於繁
複，讓人難以明白。他們對於香港回歸祖國
後，為何仍繼續使用英語作為法庭語言甚為不
解。有見及此，筆者希望透過本文，與各位讀
者探討一下英語作為香港法庭語言的重要性。
基本法第9條規定中、英雙語均是香港特區的

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正式語文。
雖然越來越多裁判官(Magistrates)在審理案情較
輕的刑事案件時以中文進行聆訊，但負責審理
複雜個案的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卻仍普遍採用
英文審訊。
關於這一點，筆者認為其中兩個原因與基本

法第8條明確保留了普通法的地位，以及法官的
組成有關。正如終審法院馬道立首席大法官多
次在公開場合演講時強調，香港是世界公認的
先進普通法地區。保留英語作為法庭語言，除
了可以讓其他普通法地區的法庭和律師（例如
英格蘭和威爾士、澳大利亞、新加坡等）更容
易參考香港資深法官的判詞的同時，本港的法
庭和律師亦可以從這些普通法地區吸取經驗，
達至互相交流、互相學習。此外，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日前任命何熙怡女男爵及麥嘉琳出任終
審法院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有關
任命將會在徵得立法會同意後，根據基本法第
88條作出。這兩位即將被任命的非常任法官，
以及其他現任非常任法官，均在以英文作為法
庭語言的普通法地區累積了非常豐富的審判經
驗。筆者深信這些資深法官加入本港的司法機
構，除了可以向世界彰顯香港重視法治精神的
優良傳統外，更可以確保法律與時並進和與世
界接軌，對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
糾紛解決中心，以及「一帶一路」超級聯繫人
的地位有正面作用。

洪英毅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博士 「就是敢言」副秘書長 青賢智匯研究員

中國不怕打貿易戰是大實話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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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國總統特朗普對華發難，對鋼鋁

等製品增收關稅並對中國展開301調
查；中國隨即反擊。中國的立場非常明

確：不希望打貿易戰，但是也不怕打貿易戰，中國有能力維
護自身的國家利益。中美是否會展開大規模的貿易戰，全球
注目。而實情也在不斷發展變化。近日美國財長努欽在採訪
中稱，他有可能訪華協商相關問題。筆者和大多數中國學者
一樣堅信，中國不怕打貿易戰是大實話。
當下，國際市場分析家有認為，中美和氣收場是有可能，

關鍵一點，中美有可能透過雙方的努力達至「2019年的雙
邊貿易逆差減少1,000億美元。」事實上，中國一直願意進
口更多美國貨，只是美國政府過去一直限制美國高端貨品對
華輸出，但是如今其實相當多美國高端貨品中國已經可以生
產了。而「一帶一路」也使到中國貨品分散出口，未必獨沽
美國市場一味。
在筆者看來，美發起對華貿易戰，是一場遲早要來的風
雨，更是中國崛起不可避免的一道坎，必須要過的。打贏這
一仗，中國離偉大的民族復興就更近一步了。而且，這一仗
對北京也是個提醒，中美5,000多億美元的貿易額以及中國
的2,758億美元的順差，也不盡是好事，必須分散投資，加
快多元化佈局。這也是壞事變好事的道理。
平心而論，中美貿易戰在當下發生，從時機來講，對中國

並不是太差。也許有人認為再遲三五年，等中國第一個一百
年的目標「全面小康社會」實現再來打要好些。可是反過來
說，如果人家早在你改革開放初期發動圍堵，硬是不給你入
世貿那又如何？當下，國際社會已經明白，中國是誰也撼動
不了的。中國綜合實力穩穩當當坐在世界第二把交椅之上，
而且特朗普最想恢復的製造業很多已被中國搶佔鰲頭，高
鐵、橋樑、超高壓輸電、高速公路、碼頭等基礎建設領域世
界超一流，在最先進的人工智慧和互聯網5G領域，中國和
美國也幾乎是叮噹馬頭。事實上，中國在科技研發領域已經
形成自己的體系，美國根本不可能遏制得住，美國對中國進
行科技封鎖完全是徒勞的。
那麼，到底特朗普為何要與中國打這場貿易戰？多數意見

認為，其直接的目的不只是消除貿易逆差，而是為中期選舉
造勢，進而為連任打下基礎。其次，就是為其重振美國製造
業的戰略服務。這兩點質疑聲不大。那麼，特朗普是否還有
其他戰略目的呢？有人認為，其執政團隊四分五裂，至今沒
有隊形，何來戰略構想？但是，也有人認為不能小覷特朗
普，他的許多戰略其實在競選美國總統之前及競選期間就成
型了，當下不過是付諸實施。若然他終於發動貿易戰，至少
還有兩個戰略目的，第一，挑戰和阻礙「中國製造2025」
計劃，這被認為是中國實現大國崛起的關鍵步驟；第二，美
國本輪貿易戰的操盤手、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是30多
年前憑《廣場協定》幹倒日本之人。如今，想重施故伎讓中
國成為「日本第二」。

助推「一帶一路」發展
中國和日本有着根本的不同，除了制度的不同，除了中國

不會放鬆對金融的管控，更重要的是，中國還是政治大國，
而日本二戰後是依附美國的政治弱國。再就是，中國還有過
萬億美元債券在手，並會將其維護中國利益的作用發揮到極
致。再者，特朗普還有一個致命弱點：其家族在中國有生
意。他做美國總統最多8年，但其家族在中國的生意則可能
是幾十年的。
不過，筆者認為對這次貿易戰評估還要加入「一帶一路」

元素。筆者看到，正是「一帶一路」的發展，為中國在這次
貿易戰中預先分散了風險，不但為中國在這場貿易戰取得最
後勝利埋下伏筆，更為中國達至復興的宏大目標打下堅實基
礎。如今，「一帶一路」倡議已從理念轉化為行動，4年多
來中國已經同80個國家和組織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協
定，在沿線24個國家推進建設75個境外經貿合作區，中國
企業對沿線國家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這一成果，已經
事實上分散了中國對美國經貿的依賴。可以預見，當美國築
起貿易壁壘，也起到倒逼中國減少對美經貿的依存度，更積
極發展多元化格局的作用，中國企業只會更加堅定在「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發展的意志，在國際經濟大舞台演出更加壯
麗輝煌的篇章。

小啟：
因公眾假期關係，論壇版3月30日起

停刊，至4月3日復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