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堅守「一國兩制」初心 維護「一國兩制」制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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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於斯，服務於斯」未必個個做到，但民建聯社區幹

事植潔鈴是其中一個。在小西灣邨由細住到大的她，難

得未有對區內設施習慣成自然，更以用家角度提出多項

改善建議，特別是在興建升建機及改善商場出入方面，與領展及房署周旋

甚久。對社區如此有心，她的理由十分簡單：「想自己屋企好住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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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董建華副主席、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鄭淑娜副主任、謝鋒特派員、田永江副司令
員、曾鈺成先生，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很高興參加今天的研討會。
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首次舉辦「全民國家安
全教育日」活動，很有積極意義，必將有助
於香港社會正確理解國家安全的概念和內
涵，提升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自覺。在
此，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對研討會的成功舉辦表示熱烈
祝賀！對曾鈺成先生主持的「香港政策研究
所香港願景計劃」以及參與研討會的各界朋
友表示由衷敬意！希望研討會年年都辦，越
辦越好！
安全是我們時常掛在嘴邊的話題，就像為
人父母，每當兒女出行，總會千叮萬囑平平
安安；在外奮鬥的兒女，每次關心自己父母
的第一句話往往就是身體安康。我們每個人
都希望和家人生活在一個安全的環境裡，都
希望有安全感。但大家知道，沒有國哪有
家，如果國家動盪不安、山河破碎，只會民
不聊生；只有國家安全穩定，才能給我們最
基本的安全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
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保
證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
這一重要論斷深刻闡明了國家安全作為治國
安邦重要基石的極端重要性。無論對國家、
民族還是我們每一位老百姓，國家安全就像
空氣和水一樣，和我們的日常生活須臾不可
離，需要倍加珍惜和維護。在今天這個特殊
日子裡，我想和大家分享三點思考。
第一，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維護香港同胞的

根本福祉。習總書記多次強調：「國家安全
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維護國
家安全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維
護國家安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讓人民安居
樂業、生活幸福。在我們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維護我們每位香港市

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香港回歸前，鄧小平
同志曾多次講過：「我國政府在1997年恢
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後，香港現行的社會、
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
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
心的地位也不變。」這幾個「不變」擲地有
聲，更情真意切，為的就是給我們的香港同
胞安全感，保障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
縱觀古今中外，每當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甚

至破壞，最遭殃的還是我們普羅大眾、我們
的老百姓。過去三十年我們已經目睹了蘇聯
解體、南斯拉夫崩潰及其對人民所造成的種
種災難和深切痛苦；目睹了一場又一場顏色
革命，從開始所謂的「阿拉伯之春」迅速變
成了「阿拉伯之冬」，春夏秋冬四個季節，
夏秋都沒有經歷過，春天也還沒感受到，就
立刻變成了嚴寒的冬天。由此帶來的只有長
期的政治動盪、社會分裂和經濟凋敝。我這
裡還有一組與香港有關的數據和大家分享，
抗戰時期，香港1941年淪陷前的人口大約
160萬，到1945年日本投降時，人口僅剩下
60萬，3年8個月時間多少人深陷苦難，又
有多少人流離失所，香港人口少了整整100

萬。這些殘酷的現實深刻告誡我們，沒有國
家的穩定和安全，哪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
從香港回歸祖國納入國家治理體系那一刻

起，中央就強有力地承擔起在香港捍衛國家
安全、捍衛香港市民生活安全的憲制責任。
從力挺香港穩妥應對1997、2008兩場金融
危機，到幫助香港抗擊SARS疫情；從為香
港同胞提供海外領事保護，到批准與香港簽
署CEPA協議；從香港被譽為「食品安全
港」「美食天堂」，得益於內地檢驗檢疫部
門長年嚴格檢測把好第一道關，到支持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面參與「一帶一路」
建設，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家園建設等
等，都是為了維護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經
濟安全、食品安全和發展安全。可以說，在
國家安全問題上，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
國人都是「命運共同體」「安全共同體」，
都在共享國家安全的紅利，也都有維護國家
安全的責任和義務。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維護
我們自身的根本福祉，就是維護我們香港的
長期繁榮穩定。
第二，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維護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歷史進程。我們常說，今天的中國

人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
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
「行百里者半九十」，往往事業越發展、風
險就越大，離宏偉目標越近，越會遇到各種
艱難險阻和風險挑戰。回顧歷史，近代以來
中華民族的復興進程多次被打斷，帝國主義
列強入侵、軍閥混戰等一次又一次摧毀了中
國人民尋求民族獨立和民族復興的艱辛努
力。這些深刻的教訓時時刻刻都在警醒我
們，在國家安全上一旦處理不當，就可能遲
滯甚至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
俗話說「麻繩最容易從細處斷」，國家安
全也是一樣，哪的防護薄弱，那裡就容易出
問題。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方
面，香港的制度還不完善，甚至是世界上唯
一長期沒有健全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地方，
成了國家總體安全中一塊突出短板和風險
點，也是直接影響我們香港市民安全的重大
風險點。我相信在座各位對此都有切身體
會。近年來，既有外部勢力的滲透，也有內
部力量的呼應。一些「港獨」激進分子肆無
忌憚以各種方式不斷挑戰國家的主權安全，
不僅在社會上大肆傳播「港獨」謬論，還堂

而皇之進入校園，「獨害」下一代；不僅搞
街頭暴力，還滲透到建制框架內，企圖從內
部動搖香港的憲制、香港的法治；不僅在香
港搞「港獨」，還跑到台灣和國外，與反華
勢力勾連，實施分裂祖國和顛覆國家政權的
活動。這些嚴重衝擊了「三條底線」的活
動，遠遠超越了所謂「學術自由」「言論自
由」的界限，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
程，對香港的繁榮穩定是實實在在的危害。
我們相信，所有真正「愛香港是我家」、愛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廣大香港市民，
都必定對這些活動「零容忍」，都必定堅決
說「不」。
第三，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維護「一國兩

制」制度安全。我們都知道，「一國兩
制」體現了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最大公
約數，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
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的最佳制度安排。我們還知道，「一國兩
制」是中國共產黨以無與倫比的偉大創
意、政治包容和制度自信，作出的一項重
大制度創新。這是人類社會從未有過的偉
大創造和政治實踐，作為新生事物在發展
中越來越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所以我們
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制度的原
創者領導者和堅定的捍衛者實踐者，沒有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就沒有「一國兩制」、就沒有香港特
別行政區、就沒有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歷史和現實都已證明，「一國兩制」這樣
的好制度來之不易，需要我們像愛護自己
的眼睛一樣珍惜和維護，這同樣也需要我
們尊重並維護國家主體實行的以中國共產
黨領導為最本質特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制度，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真正維護好「一
國兩制」。這是我們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
定的「定盤星」「壓艙石」。
各位朋友，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沒有

「兩制」之分，只有「一國」之責，在香
港繁榮穩定和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上，沒
有「左」「右」之分，只有守護之責。我
們期待與所有愛香港、愛國家的700多萬
香港同胞同心同行，共同堅守「一國兩
制」初心，共同維護國家安全和「一國兩
制」制度安全，共同推進香港「一國兩
制」成功實踐行穩致遠！
謝謝大家！

——王志民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會上的致辭(全文)

香港文匯報訊 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昨日出席「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日」香港研討會並致辭，與大家分

享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三點思考。

全文如下：

不單對區內事事關心，
身為青年民建聯副秘書長
之一的植潔鈴，於青年工
作方面也絕非是是但但，
皆因她感同身受：「我仲
還緊Grant Loan！」
俗稱「Grant Loan」的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
劃，一直困擾不少投身社
會沒幾年的年輕人，植潔
鈴也不例外。
她表示，由於自己曾經

轉校，故要還兩筆款項，
當時為免構成更大壓力，
選擇了攤長還款期，至今
每季仍要還3,000多元，更
推算要在2020年代末才可
還畢，「隨時還到40歲都
仲還緊，𠵱 家每季還完基
本上唔會有剩錢！」
她慨嘆，大專生畢業後找

到的工作，人工基本上都不
會太高，有些人雖然與父母
同住，但始終也會有社交等
方面的支出，如果出外租樓
獨立生活就有更大壓力，加
上要還學貸，銀行戶口隨時
會被「洗劫一空」，遑論儲
錢結婚、置業。

從政講出「溫和聲音」
「點解青年覺得生活咁

艱難，日日工作都無成
果，就係呢個原因。」她
希望特區政府在錄得龐大
盈餘下，可以推出措施，
適量減輕他們的還款壓
力。

有些人將青年與激進劃上等號。植
潔鈴坦言，她認識的人當中，有些的
確在政治立場中傾向激進，言行也比
較出位，導致他們顯得「大聲」一
點，但更多的是作風溫和，卻在大小
事務中沒有站到最前去表達意見，
「點解我會走呢條路（從政），呢個
係其中一個原因，覺得呢把聲音需要
有年輕代表去講出嚟，話畀長輩聽唔
係個個年輕人都係電視入面咁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小西灣邨於1990年開邨，當時只有2歲的
植潔鈴隨家人入住，見證着許多東西從

無到有、從少變多。最初，區內只有一條巴士
線連接港島旺區，更不時「頂閘」，到現在有
十多條路線穿梭港九新界，更偶有開篷巴士接
載居民出入港鐵站；商場街市轉手了、翻新
了，新業主領展推出了視像賣雞、豬肉檔增值
八達通等新猷。
植潔鈴近日在facebook上載她在邨內獻唱
的圖片，或許小西灣位處港島邊陲，現場觀
眾始終有限。小妮子笑言自己是「佛系歌
手」，但她工作時就絕非「佛系」，那種
「不落區，不接個案，緣分到了，問題自然
解決」的心態沒有在她身上出現：該區對外
交通是改善了，但她看到的卻是居民在區內
出入也出現問題；領展把商場裝修得美輪美
奐，她就不滿領展就連居民最基本的要求也
未有確實答案。

商場手推門：上下邨往來不便
小西灣邨按地勢分成上邨及下邨，要來往
植潔鈴居住及服務的上邨，以及巴士總站、
街市和不少社區設施所在的下邨，要不是走
百多級樓梯，就是在商場搭升降機或扶手電
梯穿梭地下及頂層。對於年輕居民來說，這

還是相對輕鬆的，但長者、行動不便者及拖
着買餸車的主婦卻是苦不堪言：樓梯位於室
外，本身已經陡峭，下雨及回南天時更會十
分濕滑；商場所有出入口都是手推玻璃門設
計，地下的主入口只有樓梯，要用旁邊的無
障礙通道就要經過街市，至於二樓至頂樓的
扶手電梯更是單向。
為此，植潔鈴一直爭取房署在樓梯旁興建升

降機，也要求領展將商場手推門更換為自動
門，並在主入口加裝斜台，除了不停的書信來
往，也試過拍片、收集聯署。其中在更換自動
門方面，在領展一輪「成本昂貴」、「自動門
經常開合引致保養問題」等回覆後，終於爭取
到對方「研究可行性」，並暫時將連接無障礙
通道的玻璃門長期打開。

解決問題：求助與助人都滿足
她慨嘆，領展在改善屋邨商場基礎設施方

面，並沒有統一標準，將每個商場當成獨立
個案處理，對進展較慢的屋邨構成不公平，
更不滿領展經常「踢一踢先郁一郁」：「我
明白領展係上市公司，會有商業考慮，但其
實起道門真係咁貴、真係需要咁耐？」
一般「屋邨仔」、「屋邨妹」自投身社會

後，對自己成長地方的事務或許未至於漠不

關心，卻總不會走上最前線。植潔鈴如此瞓
身，除了簡單一句「想自己屋企好住啲」
外，或許也是幼承庭訓。
她說，母親以前也參與地區工作，當了邨

內的互委會主席多年，而她3歲就跟隨母親
到街上賣旗，長大後目睹母親如何跟進個
案、求助者在問題解決後的一臉滿足，更令
她感受尤深。
植潔鈴透露，自己大學畢業後，也在商

業世界打過工，「做嘅嘢就真係好商業
囉，做完或者幫到個客，但地區工作就好
唔同，要攞個心出嚟做，見到自己住嘅地
方有改變，幫到朝見口晚見面嘅街坊，真

係滿足好多！」

有意爭取有利位置：展現牙力
對她來說，改變除了是區內的基礎設施，也

應該包括區外人對小西灣的觀感，「出面啲人
成日當呢度係山旮旯，係被遺忘嘅一個角落。」
她認為，小西灣予人如此感覺，對外連接是

原因之一，希望港鐵日後將現有線路延伸至小
西灣，而現時那短短的小西灣海濱走廊，也可
與東區其地地方的海濱連上。
小妮子滿腹大計，無奈現時可做的始終有

限：「有時位置唔同，能力上就會有分別，
希望可以更上一層樓！」

■王志民在王志民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會香港研討會
上致辭上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攝

■■植潔鈴拿手推車挑戰植潔鈴拿手推車挑戰「「長命梯長命梯」，」，
要求在小西灣邨興建升降機要求在小西灣邨興建升降機。。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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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潔鈴：想社區好住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