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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早前跑到台灣出席「五
獨」論壇，參加者有曾積極鼓吹
「港獨」的游蕙禎、周竪峰等

人，還有達賴在台灣的代表達瓦才仁、代欽以及「疆
獨」鼓吹者熱比婭的代表。從這些參加者的身份可一
目了然，他們就是要搞分離主義。戴耀廷不甘人後，公
然鼓吹「香港可考慮成獨立國家」，這是無法以學術討
論來狡辯的。從策劃「佔中」到搞「港獨」，戴耀廷
在反中亂港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香港市民清晰可見，
這是一條「掘頭巷」，更是一條自取滅亡的不歸路。

美國誓言都強調國家「不可分裂」
戴耀廷雖是一個教法律的學者，但是今天要為他補
補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識。戴耀廷和不少反對派中人，
言必稱美國。但是，他們可否知道，美國人對國旗的
效忠誓詞？資料顯示，1892年版本是這樣的：「我向
代表美利堅合眾國的旗幟效忠，這個上帝之下的國家
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和正義。」之後，個別字眼
有調整：「我謹宣誓效忠我的國旗及所代表之共和
國，未可分裂之一國，自由平等全民皆享。」如今的
版本是：「我謹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國旗及效忠所
代表之共和國，上帝之下的國度，不可分裂，自由平
等全民皆享。」亦有譯為：「我宣誓效忠國旗和它所
代表的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國家在上帝之下，統一而
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和正義的權利。」
請注意，美國人對國旗宣誓效忠的所有版本，都強

調國家「不可分裂」。值得一提的是，本港將就《國
歌法》進行本地立法，有人立即「阿支阿左」（刻意
阻撓），這些人該知道美國是怎麼做的。美國每次國
會開會前，都會進行集體宣誓。很多地方的州政府、
市、縣政府、私人機構的會議開始前也這樣做。
雖然美國最高法院於西維吉尼亞州教育委員會訴巴
內特案中裁決，在某些情況下，學生可以拒絕宣誓而

不會受到懲罰，但一般學校每天都會要求學生進行宣
誓。美國多數州份都會在上課前，預留時間供學生進
行宣誓。不知在本港反對派看來，這算不算「洗
腦」？
移民到美國的外國人，加入美國籍時也須發誓：

「完全放棄我對以前所屬任何外國親王、君主、國家
或主權之公民資格及忠誠，我將支持及護衛美利堅合
眾國憲法和法律，對抗國內和國外所有的敵人。我將
真誠的效忠美國。當法律要求時，我願為保衛美國拿
起武器，當法律要求時，我會為美國做非戰鬥性之軍
事服務，當法律要求時，我會在政府官員指揮下為國
家做重要工作。」
對比之下，香港公民難道不應該嚴肅嚴格地擁護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憲制，理直氣壯愛國愛港嗎？中聯
辦主任王志民近日指出，今年全國人大修憲，以憲法確
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為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
國兩制」提供憲制保障。香港各界就應該堅定維護中
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憲制秩序，維護「一國兩制」的
根和本，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理直氣壯愛國
愛港，堅定不移反「港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粵港澳大灣區
的機遇，同創香港更好明天。

學術外衣掩飾不了「港獨」
稍微學過世界歷史的人都知道，美國統一立國，經

過慘烈的南北戰爭，死亡人數達到62萬多，約為美國
在一戰、二戰、韓戰和越戰等其他所有戰爭死亡人數
的總和。如果不是維護統一的北軍勝利，今天的美國
可能是分裂的國家。事實上，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
都將維護國家統一奉為圭臬，視為生命。西班牙反加
泰獨立就是一例。
戴耀廷之流企圖用學術自由的外衣掩飾「港獨」行

徑，應嚴正予以警告：搞「港獨者」，叛國賊也。

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給世界帶來重大利好
站在改革開放40周年

歷史節點，國家主席習

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

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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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革再出發」，詮釋

了新時代中國開放包

容、互利共贏的大國氣

度，彰顯從容與自信。

國家改革開放再出發，

對香港是重大利好，香

港要充分借力國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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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當站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第一線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發展戰
略，隨着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鐵香
港段的通車，2018年是粵港澳大灣區
融合邁向實質性進程發展的啟動年，
亦是「一國兩制」新階段的一個起
點，香港擁最大制度優勢，當站在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第一線。

粵港澳大灣區如何突破「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
種貨幣、三個不同法域和三個獨立關稅區」的制度壁
壘和利益整合，進一步促進人才、資金等各種要素的
流動，促進大灣區決策共商，加快推動在發展關鍵領
域取得融合成效，仍然有很多難點。
香港處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第一線，當前港人對
參與大灣區建設仍存在着很多疑慮和盲點，如何在
「一國兩制」前提之下凝聚更多共識，掃清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的思想障礙，如何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一
國兩制」新階段，將成為香港能否融入大灣區關鍵中
的關鍵。
我們應該明白，「一國兩制」是個完整的概念，它
立足於「合」，而非「分」。如何使「兩制」成為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和構建大灣區的優勢而不是障礙，關
鍵是要與時俱進，用新思維重新審視「一國兩制」的
內涵，淡化意識形態的分歧，不斷縮小「兩制」間的
差異，堅持「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聚焦

發展，在「愛國愛港」的旗幟下團結起來。
融入國家發展，尤其是融入大灣區建設，對香港而

言是具有十分重大和深遠意義的歷史工程。構建大
灣區推動粵港澳合作，要堅持發揮香港所長，努力
貢獻國家所需。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中轉
港和物流中心、現代服務業中心，必將成為灣區對
接世界的窗口，並進一步發揮金融、港口物流的國
際化功能，強化香港在金融和國際物流方面作為灣
區龍頭的功能，強化香港對珠三角的帶動作用。更
為重要的是構建世界級的灣區經濟區，須實行市場
經濟體制，而香港是全球公認的亞太區最自由的國
際市場，香港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
司法制度都與國際有較全面的接軌，這就是香港這
一制最大的優勢。
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本身，就是中央為讓港
澳融入國家發展，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而度身訂做
的重要舉措。整個規劃的佈置和實施，體現了推動港
澳和內地合作共贏的國家意志及宏偉決心。中央對香
港寄望殷深，我們相信，在中央的領導和統籌下，香
港一定能化解障礙，積極作為，不斷通過自身優勢帶
動整個灣區建設，在融入國家發展的康莊大道上，成
為大灣區璀璨的明珠，並在探索「兩制」融合之路中
有所創新，有所成就，為「一國兩制」實踐的成功作
出新貢獻。

張仲哲 香港區潮人聯會會長

遏止「港獨」應從教育着手

違法「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日前在台灣出席「台灣
青年反共救國團」主辦的論壇，公然宣稱香港可以考
慮成為「獨立國家」的言論，引起社會各界公憤。
對於戴耀廷公然播「獨」固然要強烈譴責，然而更
值得我們反思的是，經過立法會宣誓風波及人大釋
法，多名反對派政客被褫奪議員資格後，為何沉寂一
時的「港獨」勢力死灰復燃？筆者認為這是憲法及基
本法教育長期缺位所導致。
回歸20年來，特區政府在推廣基本法教育中，過度

強調在「兩制」下享有的權利，忽略在「一國」下須
履行的責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是國家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所規定，而在特區實
行的制度，則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大以法律制定，

可見憲法及基本法兩者息息相關。
特區政府推廣基本法「只重『兩制』，忽略『一

國』」，負面影響逐步浮現，最典型的莫過於基本
法23條迄今尚未立法，更成為反對派抹黑中央及特
區政府的漏洞。每當有人鼓吹分離主義而受到抨擊
時，反對派則自搬龍門，不僅無視基本法第 1條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更抹黑政府
「以言入罪」及「打壓言論自由」，藉着操弄「港
獨」議題分化社會，衝擊香港的繁榮穩定。
加強市民的國家觀念，是特區政府的應有之義，政
府應當撥亂反正，切實做好憲法及基本法教育工作，讓
公眾了解條文起草過程、政體組成、社會制度，以及作
為中國公民的權責，方能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丘健和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董

搞「港獨者」乃叛國賊也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戴耀廷黃之鋒推動「兩獨合流」豈只言論？

戴耀廷在台北發表的「建國論」引起軒然大波，他
事後指有關言論只是一種探討，而他並不支持「港
獨」，外界批評他是打壓言論自由云云。戴耀廷根本
是「又要威又要戴頭盔」，他到台北出席一個由「台
獨」組織舉辦的論壇，公然與其他分裂勢力結盟，目
的是要顯示自己「反對派理論導師」的地位，提振其
人氣，為之後插手反對派的選舉部署造勢，為的是博
出位。
但及後眼見形勢不利，社會輿論激烈反彈，中央部

門及特區政府連番譴責，連自身的教席也可能不
保，於是急急「認低威」，說自己不支持「港
獨」。這說明戴耀廷人格的卑劣，為出位可以大放
厥辭，見形勢不利又可以推翻自己的講話，一時一
樣，說明戴耀廷已經由大學教授墮落成為不堪政
棍。然而，有反對派人士至今仍為其辯解，指他只
是發表言論，沒有行動，屬於言論自由範圍。如果
這些人不是昧於事實，就是揣着明白裝糊塗，故意
誤導公眾。
戴耀廷的「建國論」根本不屬什麼言論自由，而是
公然地「煽獨」。戴耀廷參加的這個論壇，是由「台

獨」組織「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舉辦，這是一個以
「反共」為職志的政治組織，不是一般的學術組織，
這個論壇也不是探討什麼「人權自由」，而是要集合
各地的所謂「反共」勢力齊集一堂。而且，他出席論
壇的地點是台北，當中明顯有勾連「台獨」勢力的意
味。戴耀廷不是傻子，他收到這樣的邀請時，怎可能
不知這是一個什麼的論壇？而他還要發表其所謂「建
國論」，以響應及配合「台獨」勢力的主調，怎可能
是單純的發言？
日前，黃之鋒亦高調加入在美國的「民運分子」王
丹籌備，料將於今年6月於美國成立的反對派智庫
「對話中國」，其成員包括「台獨」分子林飛帆。這
個組織的宗旨是推動中國「民主化」、「自由化」，
實際上就是要在中國策動「顏色革命」，達到所謂
「和平演變」目的，就如美國在中東、北非搞出的風
波一樣。
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將煽動分裂視為言論自由，現

在還有人為戴耀廷、黃之鋒等人狡辯，這是對市民智
慧的侮辱。反對派將注碼押在他們身上，更是自殺式
的行為。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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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可敬可親的長者老成凋謝，球伯（大家對陳瑞
球先生的暱稱）離開我們了！雖說生老病死是人生規
律，坦蕩者毋須過分介懷，但歷年與他相交所形成的
印象是如此深刻，忘不了，我深深懷念和敬重這位老
人家。
我對球伯最為敬重，也可以說印象最為深刻的，是

他深沉熱切的家國情懷和踏實耕耘的作風。他不顯
山、不露水，長期和持續地為社會、為家鄉、為國家
作出許多實實在在的貢獻。不說他的捐資興學、慈善
公益、協調勞資以及獲頒大紫荊勳章等等功績，單以
荔枝團為例，便可以看出他的襟懷和品格。球伯從
1991年起就和乾女兒梁國貞合作舉辦到內地兩日一夜
的啖荔枝旅遊團，而且從不間斷，一幹就是15年，直
至2015年因年老才停了下來。
球伯舉辦的荔枝團同市面旅行社搞的迥然不同：一
是不收團費，所有食宿費用和人工開支，球伯出錢出
力全部包起；二是規模宏大，起初兩三屆是一百幾十
人，到三屆之後已增至二三百人，最後一屆更多達
400人；三是參與者階層廣，代表性強，有政、官、
工、商、文、教等各界人士，其中不乏高官名流，專
家學者，也有不少是從未到過內地者；四是內容豐
富，除了到球伯創建的實驗農場採摘和品嚐荔枝之
外，還到廣州和周邊城鄉參觀遊覽，了解珠三角發展
新貌，當晚在酒店除歡宴外，還有書畫雅集、卡拉
OK、雀局等多樣活動。這活動不只給大家帶來歡
樂，增進了團友之間的情誼，更使那些從未到過內地
的團友開了眼界。不少人目睹內地的發展新貌後由衷
讚嘆，一位廿年來未回過廣州的大醫生，日間看了市
容後意猶未盡，晚上又包了一輛的士兜風，要盡覽省
城夜色。

球伯舉辦的荔枝團規模大，層次高，影響深遠，應
是社會矚目的大活動，但本港媒體很少報道。什麼原
因呢？原因是球伯不喜歡張揚，協助球伯的梁國貞也
秉承此點，活動不邀請記者參加，自己也不對外宣
傳，盡量低調。除了荔枝團之外，還有一項類似的活
動也是如此低調。此項活動名為「傑青匯中華」，那
是梁國貞主辦，球伯傾力支持的項目。內容是與香港
和海外的大學合作，每年選拔一批有意尋根問祖的大
學生到中國參觀訪問。此項活動亦已經辦了多年，並
且卓有成效，但同荔枝團一樣，都是默默進行，甚少
宣傳。球伯這種多做少講，甚至只做不講的踏實作
風，以及「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在當今社會中可
以說是鳳毛麟角，令人倍加敬佩。
一個人做一件好事不難，難得的是一直做好事和一

輩子做好事，球伯做到了。是什麼動力使他能做到的
呢？或許我們從他的愛好中找出源頭。球伯有許多高
雅的愛好，例如講故事，捉象棋，吟詩作對等等。
1997年，他夫婦聯同梁國貞邀約前漁農處處長李熙
瑜、港大生物教授陳鑛安和我等到湛江、海南探討如
何農業扶貧。其間，彼此曾有作詩吟和。球伯特地向
我們推介國家元老董必武的「咏竹」一詩，詩曰：
「竹葉青青不肯黃，枝條楚楚耐嚴霜。昭甦萬物春風
裡，更有筍尖出土忙。」，不就是他出於愛國愛港愛
家鄉之心，要為家國多作貢獻的表白嗎？我有感於他的
高尚抱負和推介董詩，故不揣淺陋，回應了一首不合規
格的七絕贈他。詩云：「咏竹一詩露心扉，春風送暖吹
微微。孟嘗好客圈子窄，球伯博愛雅如暉。」此詩當時
只是在信箋上草草寫就，去年才重寫裱好。一幅已送球
伯，一幅留在家中。現今球伯駕鶴西去，天人永隔。傷
感之餘，謹以此拙詩向球伯在天之靈一表心聲！

家國情懷照汗青──深切悼念陳瑞球先生
張雲楓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創會會長

習近平以改革開放40年的成果開
場，述說中國堅持對外開放、主張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立場。習主
席主旨演講闡述的每一個重要觀點，
釋放的每一個重要信號，發出的每一
個重要倡議，都引發現場嘉賓廣泛共
鳴，約40分鐘的講話，現場報以15

次熱烈掌聲。

不僅造福中國 還將造福全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說：「我高度讚賞習

近平主席發表的主旨演講，特別是中國將堅定推進改
革開放的積極資訊，為當今世界增加了確定性和希
望。世界需要像中國這樣的領導力量。」奧地利總統
范德貝倫說：「中國將繼續堅定推進改革開放。不僅
造福中國，還將造福全球。」
全球市場也為之振奮。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

稱，習近平宣佈中國將在金融業和製造業領域放寬市
場准入，這說明中國將致力於捍衛自由貿易體系，這
一資訊推動全球股市上漲。

展示中國擴大開放的決心和魄力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貫徹落實十九

大精神的開局之年。處在新的歷史當口，習主席的主
旨演講展現中國立足亞洲、造福世界，引領開放創

新、共創繁榮未來的擔當，同時也讓人們有機會更深
刻地了解中國的新時代內涵，深化對中國新發展理念
與目標的認識，對中國、亞洲、乃至世界將產生深遠
的影響。中國的發展理念、發展模式、改革開放、銳
意創新，將給亞洲和世界帶來更多機遇。
習主席在主旨演講中宣佈中國要幹10件事，還提了
3點希望。10件事包括：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創造
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主動
擴大進口等。3點希望是：希望外國政府加強對中國智
慧財產權的保護；中國不以追求貿易順差為目標，真
誠希望擴大進口，促進經常專案收支平衡；希望發達
國家對正常合理的高技術產品貿易停止人為設限，放
寬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
習主席在國際形勢的歷史關口，展現高瞻遠矚的戰

略擔當：「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
大！」「讓我們堅持開放共贏，勇於變革創新，向着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不斷邁進，共創亞洲和世
界的美好未來！」習主席擲地有聲的話語，對中國人
民是鼓舞，對世界人民也是鼓舞，為世界揭示了經濟
全球化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並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國
擴大開放的決心和魄力。
習主席於2013年、2015年都曾發表過提及「命運共

同體理念」的演講，在這兩次演講中，都說過同樣一
句話，「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
「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今年兩會期間通過入憲，這一

理念已經成為中國外交的一面旗幟，它是中國針對當
前全球面臨問題及各國糾紛所貢獻的中國思路、中國
方案。

香港要充分借力國家發展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使命。雖然我們已走過萬水千山，但仍需要不斷跋山
涉水。」——面對複雜變化的世界，習主席回答了
「人類社會向何處去」、「亞洲前途在哪裡」的時代
之問，莊嚴宣示了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決
心和擔當。世界大勢浩浩蕩蕩，滄海橫流方顯真章。
今天我們的國家，不僅有擔當的寬肩膀，更有成事的
真本領。
令人深受鼓舞的還有，在出席博鰲亞洲論壇非常繁

忙的國務和重要活動之中，習主席專門抽出寶貴時
間，親切會見林鄭月娥、崔世安兩位特首和50多位來
自香港、澳門與世界各地僑領僑商的代表，再一次彰
顯對港澳兩個特區和全球僑胞的惦念、關愛和重視。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開幕式上聆聽習主席主旨演

講，對於習主席表示國家會繼續擴大開放，她認為會
為香港、亞洲以至世界經濟發展帶來新機遇和新動
力，香港定當繼續發揮所長，為國家全力作出貢獻。
國家改革開放再出發，對香港是重大利好，香港要把
握好機遇，跟上國家改革開放的節奏，配合國家所
需，發揮香港所長，再創新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