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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日前刊憲，保安局局
長李家超行使《社團條例》賦予
的權力，即時禁止「香港民族
黨」運作。政府的決定已充分照
顧證據及程序的公正性，絕對合
法合情合理，更是符合民意，表
明政府打擊「港獨」的嚴正立

場。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和廣大市民一樣，堅決支
持政府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
制責任。
「香港民族黨」是主張「港獨」的非法組織，
其綱領公然鼓吹建立「香港共和國」，更加有實
際行動「煽獨」，包括滲透到各中小學校園宣揚
「港獨」，吸納會員；公然到大學搞「港獨」講
座，在地區上舉辦各種「煽獨」行動等。
最令人不齒的是，陳浩天頻繁與「台獨」、
「藏獨」、「疆獨」分子以及英美政客勾結，為

反華勢力遏制中國充當「馬前卒」。事實說明，
「香港民族黨」等「港獨」組織，實施分裂國家
的行為，已經遠遠超出言論自由的界線，違反憲
法和基本法，觸犯了《社團條例》、《刑事罪行
條例》等本港法例，特區政府果斷禁止其運作，
依法遏「獨」，讓「港獨」勢力不敢輕舉妄動。
依法取締「香港民族黨」，為日後處理其他
「港獨」組織立了標準。近年來，「港獨」歪風
侵入校園。例如，「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
到學校討論「港獨」議題；推行「中學政治啟蒙
計劃」，招募學生在校內或街上派發「港獨」傳
單，向學生宣揚「港獨」歪理等。
與此同時，某些學者認為「港獨」是「未來的

想像」，以似是而非的學說誤導青年。一些大學
學生，利用學校舞台不斷進行「港獨表演」，令
人擔心「港獨」言行有恃無恐。
現在，特區政府依法取締「香港民族黨」，日

後任何人如以非法社團成員或幹事身份行事，或
向「香港民族黨」提供援助，包括捐款、提供場
地集會等，最高可判罰款10萬元及監禁2至3年。
今後，學校的負責人可以理直氣壯，依法對在校
園內出現的「港獨」言行作出適當的處理，遏制
「港獨」言行在校園橫行。
取締「香港民族黨」，會對「港獨」勢力起到

一定震懾作用，起到正本清源的效果，遏止「港
獨」的氣焰，令全社會明白「港獨」紅線不可觸
碰。當然，我們也須看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
寒，「港獨」言行可能轉入地下行為，期待反
「港獨」畢其功於一役不現實，全面遏止「港
獨」任重道遠。因此，只有對「港獨」保持法律
的威懾，改革現有教育體制，對青年進行從思想
上、生活上的全面關懷，並盡快實現23條立法，
才能剷除滋生「港獨」的土壤，國家安全才可能
得到切實保障。

取締「香港民族黨」，「一國兩制」就走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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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取締「香港民族黨」一事，自調查告知到
最終作出決定，吵得沸沸揚揚。據觀察，反對者有一個共
同的觀點，即取締了「香港民族黨」，「一國兩制」就走
樣了。這提醒我思考一個老問題：「一國兩制」究竟應該
是個什麼「樣子」？既然說「走樣」，背後一定有個「樣
子」在。其實，無論是贊成的，還是唱反調的，都預設了
某種答案，只不過缺少系統論述而已。回顧一下歷屆中央
領導人關於香港問題的講話，我們就會發現，中央始終如
一地強調要堅持「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這同樣
預設了一個模式、一套標準。大凡談到香港，何時能離得
開這個追問呢？

一、「樣子」源於立法者的智慧
讓我們將時間倒推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如果有人問

「一國兩制」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全中國只有一個人能給
出權威的回答。大家都知道，這個人便是鄧小平。因此，
今天當我們再來追問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不可迴避的經
典文獻，甚至可以說唯一的經典文獻，就是鄧公文選中的
相關篇章，這就好比問美國究竟應該是個什麼樣子，不能
迴避《聯邦黨人文集》一樣。今天，當我們說「不忘初
心」的時候，我理解，「初心」最準確的定義應該是創制
時的「公意」（general will）。但是，創制時公意的形成
往往需要借助於一個偉大的立法者的智慧。歐洲古代有外
來立法者的傳統，但是，現代國家的創制往往依賴本國政
治領袖的智慧。鄧小平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立法者。
建議那些為香港問題所困擾的人，在他們搜腸刮肚也不

得其解的時候，靜下來問一個問題：如果小平還在人世，
老先生會怎麼辦？我不知道，那些主張「港獨」的人和反
對取締「香港民族黨」的人，是否這樣想過。我若是他

們，一旦想起鄧公，定會不寒而慄！

二、「樣子」是法
「樣子」的第二層涵義最為適用，這就是法。1990年公

佈了《香港基本法》，「一國兩制」的樣子以法典的形式
確立了下來。今天談走樣不走樣，多半是一種政治修辭，
基本上可以歸結為是否違背基本法。然而，法典不過是一
堆被設定為具有約束力的文字，真正要激活它，還需要解
釋。誰來解釋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每個依照基本
法設立起來的機關在各自的職權範圍內也都有自己的解
釋，最終權威的解釋還要屬全國人大常委會。不過，絕大
多數時候，案子在香港法院就了結了。這也就是說，走樣
不走樣？要看誰說了算。即便修改基本法，也還是迴避不
了誰說了算的問題。
也許有人會跳起來反駁，照你的說法，答案歸於權力。
對此，我的回答如下：第一，政治社會概莫能外，只是不
同社會的權力組織方式不同罷了。第二，權力不是赤裸裸
的權力，而是憲法和法律之下的權力，換言之，權力也要
講法理。這就是法治。法治不是不要權力，它是用理性馴
化權力，也可以說法治就是被理性馴化的權力。故此，走
樣不走樣，要看是否有法治。

三、「樣子」是活出來的
下面再來說說「樣子」的第三層意思或者第三層標準。
憲法理論把憲法分為絕對憲法和相對憲法。相對憲法是指
憲法律，是一個規範的樣子；絕對憲法的含義之一是民族
整體的生存狀態，這樣的憲法是個活的樣子。之所以說憲
法律是相對憲法，而民族的存在狀態是絕對憲法，是因為
一個民族的政治存在是絕對的。用中國古話來說，叫皮之

不存，毛將焉附。
「一國兩制」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因為政治體是一個

活生生的存在實體。制度，無論好還是不好，都是為當下
的活人而設的，是為之服務的。對於當下的人民來說，活
出個好樣，就說明制度是好樣的。沒有一個國家的憲法和
法律永遠是一個樣子不變，因為活人總是希望按照自己的
意志來決定生活的方式。於是，產生了一個矛盾，法律專
業的術語叫做法的穩定性與適應性的矛盾。生活的真實樣
子就是在矛盾中形成的。
說到當下人的意志或意願，主張「港獨」的人似乎有話

說了：我們不就是在表達我們的政治意願和意志嗎？不
過，對不起，不是所有的意願或意志都應該等量齊觀。意
願有正當的，有不正當的；有正義的，有非正義的；有合
法的，有不合法的；有可行的，有幻想的。所謂不走樣，
從實質的意義上來說，就意味着正當、正義、合法、可
行。一個國家的樣子，就是正當的與不正當的，正義的與
非正義的，合法的與不合法的，現實的與幻想的之間鬥爭
出來的，在不斷的鬥爭中不斷發展。故此，走樣不走樣，
就看是東風壓倒西風還是西風壓倒東風了。

四、結語：為什麼國人氣成這樣子
請問那些懷疑取締「香港民族黨」，「一國兩制」就走

樣的先生們、女士們：「香港民族黨」所幻想的香港，契
合立法者心目中香港的樣子嗎？是依照基本法畫出的樣子
嗎？你們究竟想活出一個什麼樣子？你們想讓香港活成一
個什麼樣子？你們想把這個國家搞成什麼樣子？
想清楚這些問題，你們就不會奇怪為什麼多數港人和全

國人民讓你們氣成這樣子。虧你們還好意思說取締「香港
民族黨」，「一國兩制」就走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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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禁「民族黨」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對於港府自
回歸後首次引
用 《 社 團 條
例》權力，禁
止「香港民族
黨」運作，我
非常支持這個

決定，不僅合情、合理、合
法，而且大快人心。我相信這
是出於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
全、公共秩序，以及保護他人
的權利和自由而作出的決定。
「香港民族黨」自成立以

來，一直公開鼓吹「港獨」，
嚴重違反基本法，其播「獨」
本質昭然若揭，而且不斷與境
外播「獨」勢力勾結，挑戰特
區政府權威，離間政府與社會
各界的互信關係。現在特區政
府刊憲禁止其繼續活動，是依
法行事且積極維護香港秩序與
穩定的應有之舉，是特區政府
在維護香港法治基石與根本利

益上的重要一步。
基本法保障港人的言論自

由，但自由並非無限度。「香
港民族黨」公然鼓吹「港獨」
並要廢除基本法以制訂「香港
憲法」，甚至揚言不惜用武力
爭取「香港獨立」，這是危害
國家及香港安全，是徹頭徹尾
的分裂國家行為，嚴重違反基
本法中「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破壞「一國兩制」，與
國家憲法、基本法，與香港法
例背道而馳。
今天，港府的決定是對「港

獨」言行敲響警鐘，警醒廣大
市民尤其是年輕人切不可再以
身試法。我堅決反對「港
獨」，堅決擁護「一國兩制」
的宗旨，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堅
守紅線，嚴正處理「香港民族
黨」，撥亂反正以維護香港的
長期繁榮穩定和大眾利益。

魏明德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黑龍江經濟合作促進會會長

加強校園禁「獨」根除「港獨」土壤
蘇長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

首乘廣深港高鐵的感受及建議
劉佩瓊 原全國人大代表

新中國成立69年國慶日剛過，
我們欣喜地度過了這個舉國歡慶
的日子。
69年，光輝歲月彈指一揮間；

69年，中華大地滄桑巨變。
69年來，新中國發生了翻天覆

地的變化，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融
入世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
中央深刻把握新時代中國和世界發展大勢，提出
了共建「一帶一路」的宏偉構想，為促進全球共
同繁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了中國智慧、
中國方案。

香港在國家的關心、支持下，在「一國兩制」
安排的保障下，香港持續多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
經濟體，成為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亞
洲最大資產管理中心。從1997年至2016年，香港
本地生產總值年均實質增長3.2％，在發達經濟體
中位居前列，香港居民男女平均預期壽命雙雙位
居全球前列……
香港要與祖國同行發揮所長共繪中國新時代的經

濟發展藍圖，積極融入大灣區發展規劃，做到「積
極作為」，增強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對「港
獨」零容忍，維護國家與民眾安全，規避內耗和短
視，做好長遠規劃和部署，唯有如此，香港才能搭

上國家前進的快車，實現同發展、共繁榮。
如今的中國，猶如引吭高歌的雄雞，沖天騰飛

的巨龍。像高山一樣的氣勢磅礡；像大海一樣的
洶湧澎湃；像青松一樣的高大蒼翠；像小草一樣
的堅忍不拔。
五千年的蘊涵和積澱，69年的奮鬥與繼承，磨

煉了中國頑強的拚搏意志，再大的風雨也不能使
中國的脊樑彎下，中國正用速度和實力創造了一
個個奇跡，用堅強、勤勞和智慧抒寫了燦爛的新
篇章。
我們為祖國祝福，祝福她明天更加燦爛輝煌，

繁榮昌盛！

中華大地滄桑巨變屢創奇跡
莊紫祥博士 香港友好協進會發展基金會執委會副主席

美軍艦「迪凱特」號導彈驅
逐艦9月30日再次進入我國南
海島嶼南熏島和赤瓜島12海里

範圍內，我國防部發言人吳謙表示，中國海軍170
號導彈驅逐艦依法依規對美艦進行識別查證，並
予以警告驅離。而美方則表示，「當170艦發出警
告要『迪凱特』號駛離該海域」，並逼近到「迪
凱特」號前方，迫使該艦不得不「採取技術動作
以防撞擊」。 美國國防部官員證實美國軍艦在中
方軍艦靠近後離開中國領海。美國太平洋艦隊發
言人查爾斯．布朗在聲明中稱，中美軍艦當時距
離不足45碼（約41.1米），美國軍艦「迪凱特」
號「為避免碰撞而進行機動」。
將這些訊息綜合，可組成中國軍艦當時驅離美

軍艦的真實畫面，那就是當美艦進入我領海範圍
內之時，我軍方不但第一時間進行識別，發出警
告，要求其離開，同時，以高於美艦的航速逼向
美艦的前方，擋住其原來的航線，迫使其改變航
線，向中國領海之外的水域駛離，實際上就是
「擠壓」美艦駛出中國水域。筆者認為，這不只
是口頭驅離，也不是開火開炮的武力驅離，而是
「擠壓」式驅離，既充滿了膽識又具有高度智
慧，有理有利有節，從心底裡為我軍的這一漂亮
的驅離行動點讚！

筆者還認為，美國一而再、再而三的打着「航
行自由」幌子的挑釁行動，不過是活生生為中國
的一句古語作了註腳，那就是：黔驢技窮。
中國對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

主權。當前，在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共同努力下，
南海局勢趨穩向好。但美方一再派軍艦擅自進入中
國南海島礁鄰近海域，嚴重威脅中國的主權和安
全，嚴重破壞中美兩國兩軍關係，嚴重危害地區和
平穩定。中國軍隊對此堅決反對。國防部發言人吳
謙強調，中國尊重並維護各國依據國際法在南海享
有航行和飛越自由，但堅決反對任何國家打着
「航行自由」的幌子，行違法挑釁之實，威脅沿
岸國主權和安全，危害地區和平與穩定。中國軍
隊將堅定履行防衛職責，繼續採取一切必要措
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這一表態，其實也
代表了包括香港居民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的意志。

南沙島礁建成海上長城
近年來美軍艦的所謂南海「航行自由」，包括

進入以及沒有進入我國領海的行動，都被中國軍
艦第一時間，跟蹤、識別、監視以至驅離。茫茫
南海，三百多萬平方公里，若是從海南島的三亞
航行到南沙群島，需要幾十個小時，要搜尋到美
軍的行蹤，也真是大海尋針，可是，當下，美軍

的每一行動都沒有逃得過解放軍的金睛火眼，更
被中國軍艦第一時間驅離。這是為什麼？這是因
為，中國不但加強了西沙島嶼的建設，而且在南
沙實施了吹填作業，在「三大三小」島礁造陸十
多平方公里，現在赤瓜島、渚碧島和美濟島設有
起落大型飛機的機場和停泊大型船隻的港口，至
於島上生活和軍事設施應有則有並不斷完善中。
相信，中國軍艦能夠第一時間驅離犯境美艦，是
因為在此有解放軍軍艦日夜值班。由於這三島成
犄角之勢，且與西沙南北呼應，徹底扭轉了南海
的戰略格局，過去對南沙控制鞭長莫及的窘境一
去不復返了。筆者認為，2014年開始的南沙島礁
建設成果，堪稱為「21世紀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
的現代海上長城」。
也正因如此，這也成為某些反華分子的眼中釘、

肉中刺，非破壞不可。無奈，木已成舟。以習近平
為核心的國家領導班子，抓住了稍縱即逝的「時間
窗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完成這項海上長城
作業。美軍艦的所謂「航行自由」，以及前不久的
英國和日本軍艦也到南海打轉「湊熱鬧」，不可能
改變中國強化南海控制力的現實格局。
事實上，這次解放軍170號驅逐艦能「爬」美軍

艦頭，以及兩艦裝備對比，皆顯示美軍也沒有什
麼優勢了。

驅離美艦凸顯我軍南海控制實力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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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為了
參加湖南省湘
潭市的「潭商
大會」，我首
次乘高鐵「復
興號」，來回
香港與長沙南

站，共需時3小時，到長沙南
站有當地的人來接車，再花約
大半小時就到了湘潭的盤龍賓
館。這次行程真是很方便、舒
服，但也發現香港高鐵有待完
善的地方。
乘車前一天，我先去探路。
我從沙田出發，經尖山隧道、
高速公路，往高鐵站的出口很
清楚，只是在下車處缺乏清楚
路標，以致我不知道哪裡才是
B1層──高鐵的入口處。
汽車由高鐵站離開，往出口

走到分岔路，只標明兩個新路
名，以致不知哪一條去九龍、
新界或港島。
到我正式搭乘高鐵，發現車站

的管理「還有可改善的空間」
（現在的常用語）。首先，西九
龍站很大，拿着行李從任何公
共交通站走過去都很遠，一般
人要走超過十多分鐘，比任何
港深邊境通道都遠，而且沒有
運輸帶，很辛苦。
乘汽車則可直接進車站 B1

層，還算方便。由車站入閘後到
B3層的候車廳，要走很遠才能
完成檢疫、過兩個海關。在過程
中，雖然有很多港鐵服務人員提
供協助，但路標指示不足，對於
首次使用者仍不夠方便。
回程下車後的內地出關路線

安排也不夠合理，行李檢查機

放在近電梯的出口處，結果造
成堵塞；行李過機後的空間卻
很大，檢查機為何不放後幾呎
位置呢？人為造成擁擠混亂，
是設計上的錯誤。
我們提早進入候車廳，很想

喝些飲品、吃些東西，卻發現
沒有任何商店，可能商店仍未
準備好，只有未入閘的地面層
才有店舖。相反在長沙南站候
車大堂內，有大量食店、禮品
店，我們買了飯盒在車上吃，
也帶了湖南特產回來。
我們乘坐的高鐵型號是「復

興號」，很多人攜帶的行李都
超過香港的標準，對旅客較方
便。據坐過「動感號」的乘客
反映，車廂的座位空間較窄，
相比之下，「復興號」的座位
可以放旅行箱。高鐵的乘載力
應比飛機強，我不明白為何
「動感號」的行李大小及重量
比飛機還要嚴格。
如果乘客去內地時間較長、路

程較遠，冬天帶多些厚衣服，或
者來香港的旅客想多購物的話，
「動感號」就免問了，這樣「離
地」的規定是「趕客」。
還有，回港在站內入境後，

要走很遠才到停車場，卻沒有
足夠的行李車，也沒有運輸
帶。西九站的停車場收費每小
時港幣35元，超貴！西九龍站
外沒有停車處，只能進入站內
的停車場。中環的機鐵站停車
費首小時才港幣21元，次小時
才35元。這個辦法很好，能加
快汽車流量，又不被濫用。
希望香港高鐵能因應乘客的

需要，不斷改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