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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案失蹤嘥公帑
戇橋鞠吓躬一身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回
歸祖國 20 多年來，發生了違法「佔
中」、「港獨」分子屢次觸碰國家紅線
等風波。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振民認
為，長期只講「兩制」、不講「一
國」，令香港部分年輕人不了解「一國
兩制」和基本法全貌和真實情況，「我
們必須誠實地告訴香港年輕人『一國兩
制』的真相，不僅讓他們知道『兩制』
和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權，而且也要知
道『一國』和中央享有的各種權力和中
央的責任；不僅讓他們知道自己依法享
有什麼權利，也要讓他們知道自己依法
對國家和社會應當承擔的責任和義
務。」

理解「一國」必要 勿忘中央初衷
王振民的著作《中央與特區關係——一

種法治結構的解析》於2002年出版，並
於近期推出英文翻譯本，王振民於去年
為英文版重新撰寫的序言，清華大學國
家治理研究院於日前在網上發佈了新序

言的全文。
王振民在序言中指出，香港部分20多

歲的年輕人之所有「香港獨立」這樣不
着邊際、匪夷所思的想法，「這是我們
長期只講『兩制』、不講『一國』造成
的，我們選擇性地、不負責任地只告訴
學生『兩制』和高度自治的部分，而不
誠實告訴他們『一國』和中央職權的部
分，他們不了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全貌和真實情況，不了解『一國兩制』
的初衷和初心首先是為了實現國家統
一。」
他續說，這也是為什麼每當中央依法

行使權力時，總有人把它歪曲成「中央
干預」、「西環治港」，「我們必須誠
實地告訴香港年輕人『一國兩制』的真
相，不僅讓他們知道『兩制』和香港享
有的高度自治權，而且也要知道『一
國』和中央享有的各種權力和中央的責
任；不僅讓他們知道自己依法享有什麼
權利，也要讓他們知道自己依法對國家
和社會應當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只

有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一國兩制』才
是真確、完整、必須要執行的版本。」

明晰憲法責任 拆穿亂港讒言
王振民形容「『一國兩制』確實從很
多方面帶來『諸多不便』」，如中央政
府推出很多善意的惠港措施，都被香港
一些人妖魔化、污名化，特別在2003年
香港國家安全立法失敗後，「香港多年
來在維護國家安全問題上難以作為，導
致本土激進勢力冒起，一些人越走越
遠，甚至公然打出『港獨』旗幟，名目
繁多的『港獨』組織不斷挑戰國家的底
線，觸碰『一國』的紅線。」
「既然中央好心好意實行『一國兩

制』給自己帶來這麼多麻煩，『一國兩
制』的運行成本是如此巨大，為什麼
2017年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
港回歸2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仍然表示要
堅持『一國兩制』不動搖，承諾會繼續
嚴格按照『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辦
事？」王振民說：「我想，這不僅因為

有50年不變的承諾，最重要的是因為中
央的初心未變，香港實行『一國兩制』
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
香港近年出現了一些亂象，特別是像
非法「佔中」、旺角暴亂、議員就職宣
誓公然侮辱國家、校園播「獨」等，他
強調，國家有足夠的智慧、信心、耐
心、定力和能力處理解決這些問題，例
如非法「佔領」事件發生後，香港靠法
院一紙禁令就和平清場，「這就是中國
人的戰略定力和智慧。時間和大勢一定
在正義的一邊，我們不會隨着反對派的
旗幟起舞。」
王振民總結道：「20多年來儘管風雨
不斷，但是香港與中國內地日益密切的
合作交流是誰也阻擋不住的，中國和平
發展、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歷史大勢，
是誰也阻擋不了的。在這個歷史大棋盤
中，香港出點狀況一點都不意外，不會
改變中國和世界歷史發展的大方向。因
此我們一如既往，不改初心，砥礪前
行。」

王振民：讓港青全面了解「一國兩制」

反對派經常聲稱香港的自由
受到「侵蝕」，已引起「國際
關注」云云。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昨日在facebook上引
述香港文匯報《法遏「黃背

心」 集會禁蒙面》的報道指，法國作為世
界最崇尚自由的國家，在「黃背心」示威爆
發後亦擬修例禁止示威者蒙面，並反問︰
「在旺角暴亂後，香港也沒有禁止蒙面參加
集會，反對派竟然經常說在『一國兩制』下
香港的自由受到限制，有根據嗎？」

留言補充：不礙示威自由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在梁振英的帖

文下留言表示︰「同意。如果不違法，又和
平，絕對不需要蒙面。通常蒙面，都係有預

謀違法的第一步。」
許紹基亦指：「這類法例一般只規定在

集會或遊行期間，甚至是已被警方定性為騷
亂後，才會禁止蒙面，對正常市民的『裝扮
自由』完全沒有影響。……真的應該立禁
蒙面法呢～」
因應示威者越來越暴力，除了禁蒙面法

外，不少市都認為特區政府應訂立辱警罪，
但至今都未有一撇。特區政府前日公開專營
巴士服務獨立檢討委員會早前提交的報告，
其中一項建議就是把恐嚇、辱罵或侮辱正在
執行公共職務的車長的言行訂為罪行。梁振
英上載了香港文匯報相關的頭版報道《促裝
超速警報器 倡辱車長列罪行》，並有感而
發地問︰「侮辱警察和其他公職人員
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CY引本報倡禁辱警蒙面

立法會反對派議
員在2015年否決政
改方案、令行政長
官和立法會「雙普

選」落實無期，但其後就不斷再追
問何時會「重啟政改」。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指出，要
成功推行政改，必須視乎中央政
府、特首和立法會議員三方能否達
成共識，並需視乎各方能否在共同
法律基礎上溝通，在未有把握的情
況下貿然重啟政改，會影響香港社
會和經濟，並激發社會矛盾，並非
負責任的決定。
民主黨議員涂謹申在昨日立法會

會議上問到政府會否考慮盡快就
「雙普選」展開公眾諮詢。聶德權
回應指，特區政府絕對明白市民對
普選的訴求，惟上屆特區政府用了
20個月的時間，仍遺憾地未能落實
「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聶德權：避免影響社會經濟
他強調，貿然展開政改相關的討

論，只會激發社會矛盾，甚至可能
引發部分人作出激烈行為，影響香
港的經濟社會發展，故特區政府不
能貿然行事，必需審時度勢，凝聚
共識，盡最大努力營造有利推動政
改的社會氛圍，並重申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8．31」決定具法律基礎
和法律效力，故在討論重啟政改

時，須視乎各方能否在這共同法律基礎上溝
通。
涂謹申聲稱，營造有利推動政改的社會氛

圍和共識是政府的責任，歷屆特首推動政改
皆具爭議性，但都會盡力而為，而特首林鄭
月娥和今屆特區政府則是「已承認失敗」。
聶德權回應指，重啟政改是特區政府的工

作目標，並一直努力推動各方溝通，外界不
應單看當局有否展開公眾諮詢而判斷政府有
否推動政改。

部分議員存顧慮欠溝通
他強調，要成功推行政改，必須視乎中央

政府、特首和立法會議員三方要達成共識，
而特區政府已努力改善和立法會的關係，但
部分議員對與中央溝通仍有顧慮，故目前未
見有成功推動政改的把握。
至於「雙普選」的先後次序，聶德權指，

特區政府需要先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才能夠
由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特區政
府，處理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
法。
考慮到任何對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的重大修

改，容易引起巨大爭議，因此特區政府不會
就2020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提出重大修改。
不過，為更新選舉相關法例和落實一些改

善選舉安排的建議，特區政府將會一如既
往，在本地法例層面提出所需的法例修訂建
議，並會就有關建議諮詢立法會政制事務委
員會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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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釘書健（林
子健）因為報稱喺旺角
鬧市俾人擄走一事，
被控報假案，一度高
調傍住釘書健見記者

嘅民主黨林卓廷，就寧願喺街邊寫
揮春都唔肯上庭撐呢位「真兄弟」，
唔少人睇見都心寒。有見法庭噚日
裁定釘書健單案表證成立，face-
book專頁「泛民可恥行為事件簿」就
整咗個腦洞題，問大家覺得林卓廷
呢位「好兄弟」會寫咩去祝福釘書
健，係「出入平安」、「一路順風」、

「監獄滿堂」定係「早日康復」呢？

網民腦洞大開 年年有魚（柳包）
雖然「泛民可恥行為事件簿」已

經夠啜核，但正所謂識睇睇留言，
網民嘅反應同樣精彩。「Law-
rence Wong」話︰「『反眼庭（林
卓廷）』話寫：『關我×事』四個
大字。」「Joan Wong」似乎對釘
書健當日強調自己「被擄」後去咗
食魚柳包一事相當深刻，留言話︰
「年年有魚。」「Hayes Hong」
就形容林卓廷一開始攞釘書健件事
高談闊論，出事就由釘書健獨自承
受話︰「苯（笨）人出手。」

「Roger To」就話︰「精彩人
生。」唔知點解？「Ah Yuen」就
貼返公民黨黨魁戇橋（楊岳橋）張
相出嚟開估，相入面就有佢句金
句︰「案底令人生變得更精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二創」林卓廷揮春
賀契弟「精彩人生」

立法會昨日舉行假期過後首次大會。由於會上並
無具爭議性的議題，進度較以往順暢。下午約

4時，大會已完成了醫學界議員陳沛然根據《釋義
及通則條例》第三十四（4）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及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根據《議事規則》第四十
九E（2）條動議的議案，並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迅
速通過了由勞工界議員潘兆平提出「檢討假期政
策」議案。
根據原先議程，此時輪到戇橋提出「檢討單程證

政策」議案。
當立法會會主席梁君彥宣佈進入戇橋的議案時，

戇橋卻並不在席，未能提出動議。
根據《議事規則》，提出議案的議員不在席，其

議案將不獲處理，而其動議為昨日會議的最後一項
議程，梁君彥只得宣佈休會。

議員：等你議案卻撻Q
在梁君彥宣佈休會後，戇橋才出現在會議廳外，

正好碰上正離開會議廳的一眾建制派議員。
有議員揶揄戇橋：「我等緊你個議案喎！」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問戇橋頭先去咗邊，仲
話：「你撻Q喎！」

所謂做戲做全套，戇橋先面懵懵地進入會議廳，
其後返回其議員辦事處，未幾就向傳媒交代，佢
話，喺輪到傾佢個議案時，佢係喺辦公室裡面收睇
緊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主持嘅《國歌條
例草案》記者會，未有留意要及時返番會議廳提出
議案，係自己一時疏忽大意。

無心做事扮「一心不二」
佢仲話因為自己令市民、議員失望，隨即兩度鞠

躬道歉，又話事件反映「一心不能二用」，喺同一
時間內處理兩個非常重大嘅事件需要作出選擇，又
話自己未來仍會繼續關注單程證的進展，仲計劃喺
今年提出有關嘅私人條例草案喎。
據了解，在昨日中午，大會已開始討論潘兆平的

議案，將在戇橋議案時發言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
致光已經身在會議廳內準備。當時，大家已發現會
議進程較原先預計快了約45分鐘，倘戇橋「用心」
開會，「坐定定」在會議廳內，又或其助理稱職，
留意會議進度並提醒戇橋，就根本不會出現no
show這情況。

建制嘆「關鍵缺席」浪費機會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就發帖道：「我想提動議抽左

（咗）12次、等左（咗）兩年半都抽唔到，竟然有
議員抽到動議但係失蹤，真係千古奇聞！」佢仲標
註咗「關鍵一席」、「原來係關鍵一刻唔見人」；
「有幾重視立法會工作？」「身體就最誠實」；
「浪費立法會人力物力」、「該當何罪？」
民建聯議員蔣麗芸亦發帖，話今次係「又一齣自

編自導自演自失蹤」，仲話：「每位議員在每屆立
法會只有一次動議機會，楊議員居然自殘動議，費
解！」

所謂「關鍵缺席」實非浪得虛名。話說經過悠長嘅假期，立法會終於喺昨日復

會，其中一個議程原本係討論由公民黨黨魁戇橋（楊岳橋）為咗討好「港獨」分子

而提出嘅「檢討單程證政策」議案。不過，唔知係「Holiday Mood」未過還是另有

隱情啦，佢喺討論到呢個議案時竟然no show，令主席只得取消其動議及宣佈休

會。戇橋其後解釋話自己當時睇緊《國歌條例草案》記者會直播，一時疏忽先冇到，仲要鞠躬致

歉。有建制派議員就狠批佢浪費立法會人力物力，仲揶揄佢到底有幾緊張議會工作？所謂身體最

誠實，大家有眼睇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壯）
通識科課程在過
去一段時間引起
不少爭議，經民
聯副主席、立法
會議員梁美芬昨
日在與傳媒茶敘
時指，通識科考
試題目有改革需
要，而對於學校
應否在課堂上教
「佔中」，她認
為值得商榷。
梁美芬在茶敘時提到，通識科考試題目有改
革需要，為此，她日前與考評局會晤，並促請
考評局全面檢討通識教育科的考評準則。
她解釋，通識科限制了學生「揀科」，故通
識應變為選修，並取消為必考題，「通識科比
較考究語文能力，政府不應強迫學生去讀，要
給予年輕人選擇。」
梁美芬認為，通識科應有更適當的範圍，而

對學校應否在課堂上教「佔中」更值得商榷。
她希望可盡快與課程改革小組見面，商討相關
問題。
就運輸及房屋局提出的「三隧分流」方案，

梁美芬指出，該方案對日常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的市民影響不大，但地區上還是有許多意見，
故希望特區政府直接向區議員或受影響團體解
釋。儘管政府指很多業界支持該方案，但她希
望支持該方案的公眾能「行出嚟講」，讓社會
聽到他們的聲音。

通識考題需改革
梁美芬：教「佔」待議

■梁美芬昨與傳媒茶敘時
提及通識考題需改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壯 攝

■聶德權於
立會回答質
詢。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楊岳橋鞠躬「道歉」。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網民建議「金句」贈林子健。

◀有fb專頁出「腦洞題」揶揄林卓廷。

■梁振英引用本報報道，說明香港的自由不
曾受影響。 fb截圖

■梁振英再引本報報道，表示警員和公職人
員也不應受侮辱。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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