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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當下發展大局中，美
國企圖阻撓中國崛起，無時無
刻不在打「香港牌」和「台灣

牌」，在這兩個地方製造事端，以牽制中國發
展。但是，台灣的「九合一」選舉和香港九龍西
的兩次立法會補選，都是建制健康的力量贏得勝
利，無論是「台獨」勢力，還是亂港力量都遭受
挫敗，形成了較為安定的新形勢、新局面。中央
可以集中力量應對中美貿易戰，應對國際上的反
華勢力。港人和所有的中華兒女一樣，大大增強
了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心。

台灣主流民意反「台獨」
台灣「九合一」選舉，國民黨贏得15縣市，將

島內「綠色」的地方政權反轉為「藍天」，評論都
指出，國民黨「非典型」戰將韓國瑜應記第一功。
事實上「韓流」發揮功效，一個重要原因是蔡英文
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破壞過往兩岸和平發展
的現狀，導致民怨高漲；而韓國瑜「貨出得去，
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的口號，引起選民的強
烈共鳴，實際就是要回到兩岸和平發展的軌道。
競選期間，蔡英文政府為了挽救頹勢，打出形

形色色的「台獨牌」、「美國牌」。例如，搞所

謂的「東京奧運正名公投」，要以台灣為名參加
2020年東京奧運，該「公投」終以577萬不同意
票勝過476萬張同意票遭到否決，反對票比同意
票多出百萬。台灣知名運動員包括射擊選手林怡
君、舉重選手許淑淨，以及羽球一哥周天成、田
徑選手楊俊瀚、鄭兆村等，都公開反對「東奧正
名公投」。因為，他們明知假如「公投」通過，
台灣將因為違反《洛桑條約》，將令台灣運動員
無法參加奧運等國際賽事。蔡英文政府操弄的
「統獨之爭」，將體育政治化來鞏固選票的把戲
落敗，凸顯了台灣反「台獨」的主流民意。蔡英
文政府麾下的「陸委會」，11月初作的民調也
表明，有高達83.4%的台灣民眾要求維持現狀。
回到香港九西立法會補選，反對派「兩連

敗」，也凸顯了越來越多選民離棄反對派。廣大
市民厭倦「泛政治化」內耗，對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願望強烈。選舉結果警示所有從政人士，
「泛政治化」的路只會越走越窄，只有順應民
意，理性參政，務實做事，經濟民生為先，才會
有前途，否則難逃被選民唾棄的命運。
回顧香港民意近30年的變化軌跡，可以看到，

香港的政治形勢正在發生重大改變，總的趨勢就
是廣大市民越來越明白，繁榮穩定第一，經濟民

生第一，民主政制推進不能以香港動亂為代價，
這是港人的根本利益所在。不但極端的「港獨」
主張毫無市場，就是「為反而反」的反對派，日
子也越來越不好過，聲勢越來越敗弱；建制派則
越來越成熟，越來越務實，越來越得到多數市民
支持。

香港「泛政治化」走到盡頭
九龍西「3．11」補選，建制派的鄭泳舜首次在
補選中戰勝反對派；這次「11．25」補選，代表
建設力量的陳凱欣以106,457票勝出，多於反對派
的李卓人及馮檢基兩人得票之和。2016年立法會選
戰九龍西選區，反對派得159,998票，得票率為
57.4%；中間人士得票 15,649 票，得票率為
5.6% ；建制派得103,224票，得票率為37%，基本
維持「六四格局」，反對派得四席，建制派只有
兩席。但是，今年的兩次補選後，建制派議席和
票數都大於反對派，反映反對派繼續走下坡路。
站在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大局來看，也很清楚

看到，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審時度勢，沉穩應對，積極進取，民族復興的偉
大航船勢不可擋。港人應該有信心，中國人的日
子必定越來越好。

朱凱廸既鼓吹「港獨」又要參選自討DQ
「自決派」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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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凱廸最近報名參與元朗一鄉村的村代表選舉。選
舉主任於26日發信予朱凱廸向他提出5條問題，要求
他對「港獨」、「自決」的立場和取態作解釋。

朱凱廸所言自相矛盾
朱凱廸回覆選舉主任時，狡辯指自己不支持「港

獨」，但認為「香港人應該決定自己命運」，並強調
「和平主張『港獨』是港人受《基本法》保障的權
利」云云。朱凱廸所言首先是自相矛盾，他一方面聲
稱自己不支持「港獨」，另一方面又鼓吹港人有權
「自決前途」，為的只是掩飾其「港獨」的本質；其
次，朱凱廸所言荒謬絕倫，是在偷換概念，《基本
法》有哪一條條文保障「港獨」？
朱凱廸「港獨」的本質，在於他「我們定必捍衛

『香港獨立』作為港人自決前途的選項」的陳述，以
及「要在選舉中主張自決」，並表示將「不迴避、不
妥協」。在選舉主任致朱凱廸一信中，亦有提及朱凱
廸在本年十月臉書上發文，表示「香港人應該決定自
己的命運」。
「自決派」劉小麗早前參選立法會九龍西補選，選

舉主任解釋DQ劉小麗的原因時，引用了「香港眾

志」、朱凱廸及劉小麗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作出的共
同聲明，當中強調「民主自決的政治意義本就是要超
越所有對人民的限制，包括是《基本法》的限制，以
民主的方式讓人民決定自身的命運和香港前途；若香
港人要決定未來，自主命運和前途選項，我們不得不
從『《基本法》是唯一基礎』的思想框架中掙脫，香
港的命運應由香港人決定，而非《基本法》，更非北
京或香港政府。」共同聲明又聲稱，「我們定必捍衛
『香港獨立』作為港人自決前途的選項」。

違反誓言 難逃被DQ
當時輿論已指出，朱凱廸在事件中被相提並論，很

有可能成為下一個被取消資格的目標。輿論亦指，朱
凱廸再次提倡「『港獨』是《基本法》保障下的權
利」，有很大機會被DQ日後再參選各項選舉的權
利，無疑是政治自殺。劉小麗以「自決」掩飾「港
獨」立場難逃被DQ，朱凱廸以為自己可以僥倖過關
嗎？
「末代港督」彭定康去年9月訪港時，明貶「港

獨」，暗撐以「佔中」的違法手段「爭取民主」。朱凱
廸當時就露出「港獨」的面目，他在facebook發帖稱，

自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中央以「一國兩制」之名在
行「一國一制」之實，故「真正的民主與法治」，不能
在香港《基本法》框架下實現，必須透過「民主自決」
擺脫「前途談判」帶來的「虛假政治」。
政界人士當時就譴責朱凱廸身為立法會議員，鼓吹

「港獨」和「自決」，令人質疑他拒絕履行立法會議
員宣誓時的誓言。
正如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指出，要候選人宣示是否擁

護《基本法》，是選舉法例的要求，而非只根據個別
《基本法》條文，如104條的規定。湯家驊強調，選
舉主任在法律層面上要求候選人宣示是否擁護《基本
法》，本身符合國際要求。朱凱廸聲稱「選舉主任無
權進行權力以外、不合理的政治審查」，只能說明他
無視法律，將合理正當的法律要求污名化。
朱凱廸由於上次負責姚松炎補選大敗收場，被反對

派陣營冠以「朱隊友」的名稱，九西補選李卓人的助
選隊伍中朱凱廸亦被冷落，朱凱廸心有不甘，於是報
名參加村代表選舉來製造曝光率，但卻是弄巧成拙。
朱凱廸不但不可能參加村代表選舉，更要面對「雙重
DQ」，既要DQ其參加村代表選舉的資格，更要DQ
其現有議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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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創新貫穿改革開放40年

今年是中國
改革開放 40周
年，中國金融
體系改革造就
了中國開放的
現代化金融體
系，讓中國宏

觀經濟金融總體穩定，成績斐
然。香港憑藉「一國兩制」的
優勢，既是「貢獻者」，也是
「受惠者」，且沒有錯過國家
發展的每一個新的發展機遇，
發揮獨特優勢，承擔歷史責
任，共同面向未來。
改革開放初期，在金融力量

的推動下，香港將大量工廠搬
到了內地，特別是珠三角一
帶，最鼎盛的時候有6萬間工
廠，極大地帶動了廣東的經濟
發展。香港以「前店後廠」的
模式實現了產業轉移，帶動了
內地的出口，幫助實現了國家
的經濟起飛。
特首林鄭月娥早前率領香港

各界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
團到訪北京，獲國家主席習近
平親切接見。習近平在講話中
讚揚香港同胞的貢獻，「國家
改革開放之初，港澳同胞率先
響應，踴躍北上投資興業，創

造了許多『全國第一』，如內
地第一家合資企業、第一條合
資高速公路、第一家外資銀行
分行、第一家五星級合資飯店
等。」多個「第一」表明了香
港在改革開放中扮演的重要角
色。
香港金融的力量除了早期的

產業轉移、投資興辦實業和市
場體制機制促進的貢獻之外，
對新經濟業態的支持也起到了
非常大的作用。如今的互聯網
巨頭阿里巴巴、騰訊、美團
等，其天使投資、管理層、經
營模式都無不體現了香港元
素。也正是香港元素，阿里巴
巴得以獲得初期的融資，得以
在迅速擴張的時期得到香港人
的財務支持。
應該說，香港金融創新的力

量貫穿了內地改革開放40年的
進程，這股力量將繼續在粵港
澳大灣區的發展規劃中得以繼
承和發揮，這就是「一國兩
制」的魅力所在。
有人在問，「2047年以後，

香港會不會實行跟內地完全一樣
的制度？」我的答案是：絕對不
會。香港的特殊優勢必定可以
為國家帶來不一樣的精彩。

陳曉鋒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法學博士

港台人心思穩 有利民族復興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對G20「習特會」成果謹慎樂觀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
斯所召開的G20峰會，國家主
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或
會舉行場邊會談（「習特
會」）。有分析稱，此前美國
副總統彭斯開足火力批評中
國，也許只是配合特朗普的
「雙簧戲」而已，目的是為了
更有利地與中方討價還價。這
並非不可能，這是特朗普一貫
的商業談判伎倆。
至於「習特會」能否終結中

美貿易戰，尚待觀察。不過，
中美最高領導人願意坐下來直
接談，已經是一個十分積極正
面的信號。筆者認為，目前中
美雙方都有相當大的和談意
願，因為損人不利己的貿易
戰，已經令中美雙方均有所損
失。
一方面，從中美貿易戰開打

以來，中國經濟所遭受的衝擊
日漸突出，不少企業舉步維
艱；另一方面，特朗普同樣壓
力不小，貿易戰令美國農民的
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卻沒有令
美國經濟受惠多少，尤其是中
期選舉不利，近期美股市暴
跌，更是雪上加霜。
可見，「習特會」是雙方實

現和解的好機會，機不可失。
不過，「習特會」想要達成實
質性的和解協議，也並非易
事，需要雙方有智慧地做出適
度妥協。
對於中國而言，做出一定讓

步不是大問題，中國近來已經
在進一步開放市場，在降低關

稅、減少貿易壁壘和加強知識
產權保護等方面，都宣佈了諸
多舉措。當然，中國不可能對
特朗普提出的所有要求照單全
收。
對於特朗普而言，最大的阻

力，應該是來自美國對華的
「鷹派」，他們並不希望看到
中美貿易戰鳴鑼休兵。據內幕
人士透露，如今美國政界瀰漫
對中國的不信任氣氛，有極端
「鷹派」更認為，如果中美未
來難免一戰，則越早對美越有
利，估計會在未來15年內。因
此，估計特朗普對中國能做出
的妥協，也十分有限。
在剛過去的感恩節，特朗普

表示已對「習特會」作好「充
分準備」，並說可以達成協
議，結束貿易戰，並信誓旦旦
地誇口說，「一生都在為此做
準備」 。善變的特朗普，向來
語不驚人誓不休，算盤令人難
以捉摸。不過，中國自古以來
講求「以和為貴」，既然特朗
普拋出橄欖枝，中方應該會非
常認真準備，充分把握此次為
貿易戰解套的機會。
對於「習特會」的成果，筆

者持謹慎樂觀態度。我們希
望，中美領導人能以中美關係
和全球穩定的大局為重，有智
慧地為中美貿易戰降溫，甚至
畫上終止符。
不過，即使「習特會」能為中
美貿易戰達成和解，兩國的深層
次矛盾不會立即消失，中美關係
還是處於鬥而不破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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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迺強先生11月21日晚間走了。剛知道這一消
息，我感到突然，但又不感到意外。他在港澳研
究會會友微信群組中有一個大家都喜歡看的短
文，寫到10月14日是第998篇。他說暫先結束，
11月開始另一系列《絲語》，「以擾清聽」。我
當時有別出什麼事的感覺，後來一想大概是治病
吧！他與癌症搏鬥十多年，復發、轉移多次，但
每次都神奇地康復，精神飽滿，身體健康，與常
人無異。與癌症共存並非易事，尤其是在癌症復
發或轉移之時，還要飽嘗癌症痛苦和治療摧殘的
雙重打擊，並非人人都可以承受。他以極其頑強
的意志熬過來了。我還請教過他治病有什麼心得
體會、靈丹妙藥。現在他卻邁不過這個坎，思之
悵然。
劉先生成名很早。早在上世紀60年代末期，他

就是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的編輯，1970
年畢業於港大經濟系，留校短期當過助教。他辦
過周刊，成立過基金會，經過商，開辦了不少平
台，主辦了不少論壇，做了很多事，但以議論時
政聞名。即使在患病期間，只要體力所及，他還
會不停地思考問題，撰寫文稿。他對國家、對香
港感情很深，對國家的繁榮昌盛感到驕傲，對香
港問題的不斷湧現感到煩心。陳端洪為他寫了題
為「一朵憂鬱的紫荊花謝了」的新詩，以憂鬱
的、凋謝了的紫荊花來紀念他。

真誠愛國「筆端十萬兵」
香港是光怪陸離的社會，有人說愛國的話，不

做愛國的事；有人不說愛國的話，但做愛國的
事；有人不說愛國的話，不做愛國的事。當然也
有人既說愛國的話，也做愛國的事。如說劉先生
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愛國者，香港左中右人士大概
不會有人反對。
就闡發愛國正氣之多、評論時局之洞察、揭露

時弊之深刻而言，他是香港筆耕最勤、最重要的
時事評論、政論家之一。但若論言辭之鋒利、童
言之無忌、內容之真實，他當屬第一人。經常看
他的文章的人，總說他是勇於發聲的「戰士」，
即使沒有披甲，有被亂箭射中之虞，他也奮不顧
身帶頭上陣。謝偉民寫了《戰將劉迺強》的悼
文，陳佐洱在輓聯中的下聯說他「不信邪，不怕
鬼，胸中筆端十萬兵」，是很形象的寫照。
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是香港大事。劉先生是

「民主回歸派」，1982年他成立「匯點」，論政

為主、參政為輔，他是創會會長、首兩任主席。
相比港英當局長期統治時民主的匱乏，當時「民
主」是正面詞，不是貶義詞，1984年簽訂的聯合
聲明所載國家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和1990年通過的
香港基本法，就有不少回歸後香港特區民主進程
的安排。
但是，1992年7月履任的末代港督彭定康，看到

1991年立法局分區直選中，「匯點」雖有3席，但
「港同盟」是大贏家，在全部18席中取得13席，
就積極拉攏「港同盟」，並提出「三違反」（違
反與基本法相銜接的原則、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
磋商機制、違反中英兩國外長在七封信函中的共
識）的政改方案。
對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匯點」發生不同意見，

支持彭定康方案者，主張與「港同盟」合併，組成
民主黨。劉先生不願意合併，就退出了「匯點」，
他不願意隨波逐流，體現了他的風骨。從那個時
候，香港的「泛民主派」就成為不守基本法之約的
貶義詞，香港也開始有兩大陣營的鬥爭了。

扶持年輕人不遺餘力
2005年「大中華青年在線」成立，他任召集
人。這是年輕人的平台，又是網絡的平台。在香
港建制派的民間網絡中，點擊率可能是最高的。
劉先生對愛國愛港的年輕人引領和扶持不遺餘
力，年輕人也以尊敬的老師的眼神看待他。我也
當過老師，學生對老師是什麼態度，如魚飲水，
冷暖自知。對此，田飛龍以《猶記香港論道時》
記載了他自己的親身經歷。
劉先生在中英文媒體都寫稿，香港英文媒體對

他也有很好評介。歸結起來，英文媒體的評論認
為，他中英文俱佳，值得媒體人學習。不論喜歡
或不喜歡，他都是以理服人，你隨時都可以與他
辯論。他說的都是真話，不說假話，不論你以為
他愚蠢或聰明，都不要懷疑他的真誠和確信。他
信他所說、所寫。
由1988年劉先生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長達

20年。2007年他又獲委任為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
委員。我上世紀90年代開始撰寫時評，已久聞劉
先生大名。由於我也研究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
法，說不定他也有耳聞。但與劉先生的交往，我
忘了何時、何地、何事、何故有第一次的會面。
君子之交淡如水，劉先生是入世的，但我深居簡
出，像半個出世的。他動靜皆宜，談笑風生；我

卻好靜，平平而言。通常他發微信或打電話約
談，我們將就找一個咖啡座坐下，隨便談起來。
大部分談話內容都淡忘了，但有的記憶猶新。

鑽研基本法 心繫香港
有一次，他談到香港基本法「升級版」的問
題，引人入勝。話題涉及到基本法制定和實施有
沒有問題、有何問題、問題來源等問題；基本法
要不要修改、修改利弊、是否需要修改、有沒有
預設機制處理，如何與時俱進等問題；香港有沒
有深層次矛盾、有何深層次矛盾、深到何種層次
及如何解決等問題；「一國兩制」的時間效力和
空間狀態，制約「一國兩制」的國際環境和國內
因素等問題。討論沒有結論，但有些話題卻對筆
者有所啟示，促使筆者撰寫了《「一國兩制」在
香港實踐再認識──對香港基本法實施的思考》
一書，在香港回歸20年前夕出版。
有一次，他提到「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國家安

全問題，寓意深遠。這個問題遠比表面上看到的
複雜：涉及到中央治理的事務，還是香港特區自
治範圍內的事務等問題；涉及到香港基本法第18
條第3款提到的「不屬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法
律」的認定和判斷以及是否需要列入香港基本法
附件三的問題；涉及到正確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
適用和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的關係問題；涉
及到香港基本法第95條香港和內地達成刑事司法
協助的性質和原則等問題；還涉及到香港的國家
安全事務的最先責任人和最終責任人及其相互關
係等問題。
最後，要提到劉先生第998篇短文和他如病癒要

面世的《絲語》。他在撰寫第1篇前告訴我有這個
設想，說想找我和另外一個朋友合作撰寫。但我未
必天天有話說，內容也未必合意，就給他寫了幾篇
樣稿，請他定奪，後來他決定自己完成。對他的短
文，有的我還寫了短評，供他參考。如他不給自
己太大的壓力和責任，也許病不會那麼快復發。
對劉先生想寫的《絲語》，使我想起魯迅的
《語絲》，「語絲」倒裝，就是「絲語」。《語
絲》是上世紀20年代與政論性期刊《新青年》齊
名的社會文藝性期刊，他想寫《絲語》，意味深
長。北宋哲學家張載有四句名言：「為天地立
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
平。」劉先生後人以此悼念亡父，哲人其萎，壯
志未酬，不勝唏噓。

回憶劉迺強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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