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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會見香港特區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率領的紀律部隊代表團。據李家超說，韓正主動提及依法禁止「民族
黨」運作事件，嚴正指出中央對「港獨」零容忍！中央已發出最強音，港府
官員還能無動於衷反覆彈奏「可惜」、「遺憾」和「無言以對」的陳詞濫調
嗎？特區政府不配合中央和市民一道痛斥、零容忍「港獨」的分裂國家罪
行，因而助長了陳浩天氣焰，導致陳浩天變本加厲寫信給美國總統特朗普，
乞求美取消中國內地和香港的WTO成員資格。陳浩天賣國害港，完全淪為
漢奸小爬蟲。
陳浩天和FCC（香港外國記者會）狼狽為奸，以「言論自由」為託詞，
無視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分裂中國主權、領
土完整和安全；而特區政府某些主要官員被「言論自由」制約得口窒窒似
「理屈詞窮」難以言辯，是對「言論自由」的真義知之甚少而被「泛民」佔
領所謂民主自由「道德高地」，故必須撥亂反正。
首先，「言論自由」是有尺度的。這個尺度早由英國近代自由主義理論家
柏林（Berlin 1909-1997）所劃分。他在《論自由》一書把自由劃分為「積
極自由」和「消極自由」两種。積極自由，「我個人自由的空間有多大，取
決於外力的約束有多大」，即個人「自由」與外力對「我」的制約成正比。
這容易理解，因民主自由取决於國家機關的活力和有效性；而最低的民主自
由又必須滿足两個條件：廣泛參與和公開競爭。故國家的主權和國家憲法以
及由它產生的香港基本法，就是要制約個人無法無天而保障老百姓能廣泛享
有民主；舊中國被外國列強分割故中國人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香港回歸
中國後行政長官才由香港人協商或選舉產生。

消極自由，「我自由，不受他人干涉，越不受干涉就越自由」，這是消極
自由。因為個人自由越脹大，公共社會的自由空間就越縮小，即個人自由與
公共自由成反比。這也容易理解：2014年戴耀廷以民主自由發起「佔中」
癱瘓中環和旺角，卻害了多數人營商、上班、上學、看病、賺錢維持生計的
自由，危害了香港的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
其次，「言論自由」是應受限制的。這種限制是由古典「自由之父」英國
理論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所提出。他在《論自由》（嚴復
譯為《群己權界論》）概括為：一、自由是應受到限制的：「如果發表意見
的當時情况使它對某種行為（指危害社會）構成積極的煽動，即雖發表意見
也失去特有的權利」。這很重要：陳浩天以「言論自由」為幌子鼓吹「香港
獨立」，破壞了「一國兩制」，危害了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已構成積
極煽動罪，香港社會又怎可以「言論自由」聽之任之呢？
其二，穆勒更提出社會對個人權利可以限制。他把「自由」分為個人自由
和社會自由，指出「生活中主要對個人發表關係的部分屬於個人；而生活中
主要對社會關係的部分屬於社會」。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
分離的部分，這是屬於包括香港人在內的13億中國人民的社會共識和認同
的核心價值，為達此共同利益和目的，就必須限制陳浩天播「獨」的個人自
由。這是中外古今已為實踐證明了的經驗和真理。
弄清和劃分了真假自由的真義和界限，我們就必須理直氣壯地聲討FCC

和陳浩天假「言論自由」之名行分裂國家之實的罪惡，而非僅以婆婆媽媽的
慈母口氣的「可惜」、「遺憾」云云，不然，如何零容忍「港獨」橫行？如
何向香港人、13億同胞和中央政府及領導人負責呢？

外部勢力干預港事無孔不入 23條立法更具迫切性
澳門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外界關注香港會否有同類行動。近日香

港政治風波迭起，香港外國記者會

（FCC）一意孤行為「港獨」勢力提供

播「獨」平台、陳浩天公然乞美「制

裁」國家和香港、美國國會屬下的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表

報告，無理指控中央統戰部「監督」

香港、台灣及澳門具影響力的活動，

旨在壓制「獨立運動」，再到秘密電

郵揭露外國勢力如何操控反對派，並

且公然介入非法「佔中」及政改事

宜。這些不但反映外部勢力公然為

「港獨」勢力撐腰打氣，更暴露了外

部勢力如何無孔不入地干預港事。事

實已經擺在眼前，由於基本法23條立

法未完成，令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

「短板」，外部勢力正企圖將香港變

成反華基地。目前本港維護國家和香

港安全的法律不足，啟動23條立法具

迫切性，特區政府應有所作為。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邀
請「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
天到該會演講所引發的政治風
波，至今仍然餘波未了，社會
各界強烈要求特區政府對FCC
的行為作出反制。事實上，
FCC風波的要害不單在於其公

然為「港獨」分子提供宣傳平台，更在於FCC
的挑釁行動反映外部勢力正在介入特區政府的反
「港獨」行動，挑戰國家的主權和底線，這才是
社會各界最憤怒的地方。

外部勢力公然「撐獨」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對於FCC事件的評

論值得社會各界高度重視，他指出，FCC為陳
浩天宣揚「港獨」搭台唱戲，還安排網絡直播，
是協助進行煽動分裂國家的違法行為。他並指：
「我看到最近一段時間，香港社會有些人對『香
港民族黨』、陳浩天的言行和FCC邀請陳浩天
到該會演講的評論，有意地混淆視聽，有意地避
開了他們的有關言行和舉動是不是違法的實質問
題。」張曉明的講法不但一針見血點出了這次風
波的本質，更反映了中央對這次事件的定性：即
外國組織「協助進行煽動分裂國家的違法行
為」，這才是事件的癥結和要害，亦敲響了外部
勢力介入港事的警鐘。
在FCC演講後不久，陳浩天又有動作，在

中美貿易戰正在進行的當頭，他竟然向美國總

統特朗普發公開信，聲稱香港自由「惡化」，
要求特朗普停止香港在《香港關係法》下的特
殊地位，及推動撤銷香港及中國內地世貿成員
身份。
陳浩天乞美「制裁」，引外力打擊香港經

濟，赤裸裸地出賣國家和港人利益，固然令人不
齒，而要求停止香港在《香港關係法》下特殊地
位的說法更是似曾相識，一些「港獨」分子過去
亦一直呼籲美國制裁中國。陳浩天的說法與他們
如出一轍，背後顯然是有人在指揮教路，與美鷹
派政客一唱一和。
及後，「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又
「湊巧」發表報告，聲稱中央統戰部「監督」
香港、台灣及澳門具影響力的活動，旨在壓制
「獨立運動」，打擊「本土認知」云云。這份
報告內容荒謬絕倫，任何國家都有責任維護社
會安定與國家領土完整，打擊分裂組織是維護
國家主權的應有之義，也是「普世價值」，美
英等政府亦一直在做，中國依法「遏獨」，竟
被指壓制「獨立運動」，打擊「本土認知」，
完全是一派胡言。

政府應拿出決心重啟立法
但在這些胡言亂語的背後，反映的是外部勢

力正逐步站到台前，通過不同的渠道和手段干預
香港內政，甚至公然支持「港獨」勢力，而這一
連串的行徑，正正發生在保安局計劃禁止「香港
民族黨」運作之後發生，難道是偶然嗎？

風起於青萍之末，浪成於微瀾之間。外部勢
力在香港煽風點火，已不只在青萍之末，而是
明火執仗地企圖將香港變成反華基地。早前反
對派「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的前助理張
達明，出書並爆出秘密電郵，揭露 2014 年
「真普選聯盟」在非法「佔中」期間，曾與美
國聯繫和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
資助。當中提到美國方面曾主動聯絡鄭宇碩，
為「佔中」提供逾7萬元援助，展開民調和研
討會，而鄭所屬的華人民主書院亦有與美國和
台灣合作，訓練港人「佔中」時參與非暴力抗
爭。有關電郵更揭發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有收取
「美國全國民主學會」（NDI）的資助做「佔
中」民調。
電郵的內容令人怵目驚心，暴露外部勢力對

反對派的操控已是無孔不入，不但操控反對派政
黨，而且控制了「民主動力」等協調組織，再加
上支持「港獨」勢力在香港攪局，反映外部勢力
對香港的介入是如何嚴重。在這樣的形勢下，香
港確實已成為國家安全的「短板」，容易被外部
勢力作為反華的橋頭堡，這對於國家安全，對於
香港的繁榮穩定將帶來災禍。目前香港的法例如
《社團條例》《刑事檢控條例》等儘管對「港
獨」分子有一定阻嚇力，但卻防備不了外部勢力
的介入，以「黑金」干預香港內政，這表明重啟
基本法23條立法已是刻不容緩，愈遲訂立，後
遺症愈大，對香港傷害愈大，特區政府應該拿出
決心，重啟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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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眾志」重演「釘書健事件」
穆家駿 中學老師

大律師公會勿將學術合作政治化

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日前
表示，原定6月與兩位公會成員
到北京大學，向學生提供一個
法律課程及出席結業儀式，但
獲邀請信後兩日，收到通知叫
他們不要出席，亦無交代原
因。負責籌辦有關課程的北大
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回應傳媒查
詢時表示，今年沒有舉辦畢業
典禮，不存在拒絕戴啟思等人
到北京。
結合雙方說法，不難理解整件

事，只是溝通上的誤解。強世功
指出，以往的畢業典禮，偶爾有
邀請官方背景的人士出席，但學
校要求所有課程的畢業典禮形
式簡單和學術化，因此今年決
定取消畢業典禮。實情是北大
向戴啟思發出邀請信之後，又
告知對方毋須出席畢業典禮。
強世功更表示，過去8年北大

與大律師公會合作開辦普通
法、公法和國際仲裁碩士課
程，有助推動兩地法律交流，
但公會上星期致函北大法學院
提出終止合作，他對公會在沒
有溝通前就作決定，感到奇怪
和遺憾。
據戴啟思所言，是「北大職

員致電表示他不能前往」，因
此就去信北大表示公會暫停課
程。這個「不能前往」，其實是
強世功所指的「毋須出席」，戴
啟思卻解讀為「被拒絕出席」，
是否有人想得太多了？北大與大
律師公會合辦的課程，推動內
地與本港的法律交流，獲得基
本法委員會、港澳辦、中聯
辦、中央統戰部、國務院司法
部等有關機構支持，被形容為
「在『一國兩制』下探索並推
動內地和香港法律合作與互動
的典範」。大律師公會近年與
內地關係一直良好，石永泰、
譚允芝、林定國等人擔任主席
年代，每年都會訪京。
以往大律師公會與北大、內

地合作暢順，若因為一個電
話、一次行程安排的改變就叫
停合辦的課程，未免太草率。
為何以往大律師公會可與內地
保持良好合作，如今卻出現波
折，大律師公會是高度專業機
構，與北大的合作是學術合
作，希望大律師公會講出事實
真相，而非以一面之詞，讓外
界產生太多的揣測，令學術合
作政治化。

林暉

言論自由有限制「港獨」禍國須遏止
黃熾華

前不久，兩艘055新型導彈驅逐艦在大連造船廠同時下水。兩岸三地民眾
在紛紛熱議該新型戰艦優異的戰技術指標和突出的作戰能力，也十分關注它
們的命名，甚至有人建議以「台北」號來命名其中的第四艘055型導彈驅逐
艦。
自2017年6月28日，中國第一艘055型導彈驅逐艦在上海江南造船廠下

水以來，短短的半年時間內，該級第六艘055型導彈驅逐艦首個模塊也已成
型。可以說，如今的中國海軍大中型艦艇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和精益求精的
高質量發展。

中國海軍大型艦艇快速發展
055驅逐艦是目前中國海軍除航母之外的最大戰艦，也是海軍有史以來建
造和即將服役的最大驅逐艦。該級艦不僅體積尺寸大，滿載排水量超過了
1.3萬噸，而且綜合運用了大量的高新技術，事實上也是當今世界各國驅逐
艦中噸位最大的多用途戰艦（美國的「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滿載排水量雖
然達到1.45萬噸，也曾被設計成多用途，但因其片面強調對陸攻擊而對防
空、反艦與反導明顯忽略，目前已不能算是一級合格的多用途驅逐艦）。
當前，全球正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加速躋身大型驅逐艦的設計與建造行列，
除了美國、中國之外，像韓國、日本等國如今也都是名副其實擁有萬噸大型
驅逐艦的國家；俄羅斯海軍在經濟仍不景氣、軍費依然較為短缺的情況下，
也連連聲稱要推出多艘萬噸級大型驅逐艦。

各國爭相推出萬噸級驅逐艦
在世界各強國或大國海軍中，美國海軍可謂捷足先登，憑藉着充足的軍費
和先進的技術，早就開始這方面的論證與研究，並於2008年2月簽署了14
億美元的「朱姆沃爾特」級多用途驅逐艦的建造合同。2013年10月該級首
製艦在馬里蘭州巴斯造船廠下水，2015年開始海試；2016年10月「朱姆沃
爾特」號正式服役。
最初，美國海軍的確準備把「朱姆沃爾特」級艦打造成一款多用途導彈驅
逐艦，既可防空、反艦、反潛，也可對陸攻擊。如按上述思路，「朱姆沃爾
特」級驅逐艦入役後即可實現全面的隱身，以及使用整合式的全電力推進系
統，達成對艦上各部門電力合理分配與各系統的信息綜合，實現跨平台、跨
領域、跨系統的協同作戰。
但其後由於設計思想和作戰理念極為模糊，長期片面地強調對陸打擊功
能，且出現過分「依賴」艦上裝設的兩門AGS先進艦炮和MK-57垂直發射
系統的狀況；再加上該炮的單發炮彈成本高達100萬美元，因此根本無法實
現對重要陸地目標的有效打擊與完全覆蓋（儘管理論上兩門炮可在30分鐘
內向185公里外發射360枚炮彈，但僅一次作戰行動的炮彈費用就高達3.6億
美元以上，這點連財大氣粗的美國也難以承受）。

加之該艦基本上沒有設置像樣的防空、反艦和反潛武器，以及與之配套的
AN/SOY-3X頻多功能相控陣雷達被大為簡化，所以最終該艦就成為了一個
「四六不靠」、代價高昂(每艘造價43億美元)，卻只能依賴發射巡航導彈來
作戰的「高科技」試驗艦。
實際上，韓國在發展大驅方面也起步較早。早在2008年12月即服役了滿

載排水量超過萬噸的「世宗大王」級驅逐艦（不過，當時世界各國對此並沒
有引起太多關注）。應該說，在055驅逐艦未入役之前，「世宗大王」級驅
逐艦滿載排水量由於達到1.12萬噸，擁有128單元垂直發射系統而雄踞所有
萬噸多用途驅逐艦之冠。
因此，韓國很是「炫耀一番」：其中，包括80單元MK41和48單元
K-VLS垂直發射系統，前者主要用來發射「標準-2」Block3B艦空導彈，後
者則用來發射32枚「玄武」3C巡航導彈和16枚「紅鯊」反潛導彈；此外，
艦上還有4座四聯裝「海星」反艦導彈、1門127毫米主炮和2座三聯裝「青
鯊」324毫米魚雷發射管，外加2架「山貓」反潛直升機等。
由此可見，配備「宙斯盾」71型戰鬥系統的「世宗大王」級驅逐艦，在
武器配置上集防空、反艦、反潛乃至對陸攻擊於一身，稱得上是一款具有多
種打擊與防禦手段的多用途萬噸級大型驅逐艦。但是，在各國萬噸大驅中，
韓國「世宗大王」已是最老的一款，很多方面存在結構性問題，已逐漸與現
代海戰要求有所差距。 （未完，明日待續。）

中國055型大驅響噹噹（上）
李傑 軍事評論員

■055型萬噸級導彈驅逐艦在大連造船廠下水。 網上圖片

中國古代有
個 成 語 叫 做
「 三 人 成
虎」，其起源
來自《戰國策·
魏策二》，話
說當時魏國大

夫龐恭和魏國太子一起作為趙
國的人質，定於某日啟程赴趙
都邯鄲。臨行時，龐恭怕魏王
在他走後聽信謠言，於是問魏
王，如果有三個人同時說在鬧
市中看見老虎的事，你會相信
嗎？故事的寓意是指，當人們對
於所聽說的「事實」如果不加以
分析和調查，單憑三個人的
「一面之詞」就信以為真，最
後會把謠言當作事實。
今時今日的香港，「泛戀殖

派」屢屢在傳媒的平台上上演現
代版的「三人成虎」，去年8月
才發生了涉嫌報假案的「林子健
事件」，醜態百出。近日，「泛
戀殖派」的少壯派「香港眾志」
「重施故伎」，聲稱有成員一度
在內地被國安人員帶走問話。
今次他們學「聰明」了，避免

上次「釘書健案」的漏洞，在整
個記者會上只有「被告」（所謂
的國安人員），但「原告」卻不
知所終，可謂「死無對證」，連
一個給予傳媒與「原告」正面質
詢的機會都沒有。這樣就避免了

上次「原告」被記者問及「為何
不報警反而先去買麥當勞」的尷
尬場面。
但無獨有偶，兩次事件發生

的時間，巧合地都與高鐵及
「一地兩檢」有關，前者正處
於「一地兩檢」法案審議的關
鍵階段，後者則是在高鐵通車
前夕。稍有智慧的人都應該明
白這樣的「巧合」，根本是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不過，不了解內地情況，是

「泛戀殖派」的通病。香港眾
志居然說「國安人員」將他們
的人帶到屬於公安部的派出所
扣押問話。在內地，國家安全
部與公安部兩者是互不隸屬。
用「戀殖派」比較容易明白的
例子來形容，美國的中情局
（CIA）會把疑犯送到普通警署
審問嗎？答案顯然是不會的。
話說回來，這樣三人成虎的

「故事」，在香港卻有一定市
場。主要原因是部分香港人，
即使住在新界，與內地只有一
河之隔，但心理上的鴻溝卻十
分遠，他們拒絕聆聽一切內地
發生的好人好事，但是關於內
地負面新聞，他就「耳聽為
實」。所以，最後真的有人看
見「老虎」嗎？香港眾志是否
在重演「釘書健事件」？謠言
止於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