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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網恢恢，疏而不
漏。「佔中」諸犯負
上刑事責任，廣大市

民拍手叫好。但筆者看來，有關刑
罰實在太輕了，對非法「佔中」諸
犯仍是善待，有違公衆利益！

對此，筆者要求，港大應立刻革
除戴耀廷的教席，律政司就刑期上
訴。特區政府應該繼續追究有關人
士的責任，徹查非法「佔中」行
動，梳理幕後資金的來龍去脈，給
廣大市民一個清楚交代，真正撥亂
反正，捍衛香港法治。
戴耀廷在大學教法律，知法犯

法，律政司必須上訴提加刑，各被
告最少應判囚3年，3名「佔中」
發起人更應被判囚4年半。律政司
還須追討9人煽惑罪行造成的損
失，司法嚴明處理「佔中」案件，
以此警示年輕人，不要再被「佔
中」搞手所蒙蔽。

值得注意的是，「佔中」諸犯本
身有專業資格。對此，筆者已去函
港大校務委員會，指出戴耀廷的違
法行為導致大學聲譽受損。根據
《香港大學條例》，一旦有教職員
干犯刑事罪行，校務委員會即可啟
動紀律程序，解除其教席。再加上
《教育條例》第46及47條寫明，
若教師被裁定已犯可判處監禁的罪
行，會被取消註冊。港大應盡快根
據有關條例，啟動紀律程序，革除
戴耀廷教席，保護港大百年校譽。
筆者亦支持取消邵家臻、陳淑莊

的議員資格。對於目前已被定罪但
押後判刑的陳淑莊，其大律師資格
足以受到挑戰。邵家臻的社工專業
資格、朱耀明的牧師身份也應當重
新審視，須展開研訊及懲處程序，
嚴肅處理，還社會一個公道。
48名違法「佔中」搞手，至今

只有9人被檢控定罪，「幕後黑
手」及「金主」的壹傳媒集團創辦
人黎智英、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
等其餘39名主要「佔中」主事
者，仍然逍遙法外。警方數字顯
示，違法「佔中」期間，共拘捕
955人，另有48人於其後被警方
拘捕，但至今被定罪者只有127
人。筆者認為，絕不能放過任何一
個「佔中」幕後黑手，律政司應立
刻起訴其他「佔中」搞手。

需要警惕的是，反對派企圖將被
判刑的「佔中」諸犯塑造成「英
雄」。22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發
表所謂聯署聲明，將審判污衊為
「政治審判和迫害」，為「佔中」
諸犯塗脂抹粉，更借「佔中」案打
「悲情牌」，煽動反修訂《逃犯條
例》的遊行，撕裂社會，拉抬反對
派的政治聲勢。

這說明，香港有必要進一步完善
國家安全的相關法律，基本法23
條立法更具緊迫性。特區政府應當
機立斷，為香港架起更有效的保護
網，堵塞住國家安全的漏洞。

何君堯
立法會議員

中美貿易談判原本已到簽協議的
最後階段，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宣
佈，美國將從本周五起，將2,0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關稅從10％上
調到25％，並不排除對其他中國
商品也加徵關稅。特朗普的決定，
讓全世界傻眼。特朗普再加稅言
論，打破了對中美貿易談判的樂觀
預判，引發全球股市崩潰。

兩岸三地的股市均嚴重下挫，滬
指開盤一路下跌至5.58％，再現
千股跌停；離岸人民幣兌美元持續
走低，早盤曾跌近900點子。歐洲
股市開盤就大挫，德國DAX指數
跌 1.9％，法國 CAC40 指數跌
1.8%，美國金融市場同樣難以倖
免。這正應驗了「中美貿易開戰兩
敗俱傷」的預言。
中美多年來存在貿易摩擦，但雙

方合作利遠大於弊，所以坐下來談
判化解貿易戰。談判為求和，有和
的可能才有合作的基礎。儘管中美
對如何解決貿易摩擦分歧大，但作
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利益
高度互助攸關，雙方仍有合作的願
望，「合則兩利」，合作才符合雙
方的共同利益。

特朗普上周五才放話指，談判
進度良好。白宮發言人桑德斯上
周四表示，雙方代表完成第11次
談判後，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特朗
普可能會決定是否見面並完成貿
易協議。

在多元化的世界，個人英雄主
義只能逞強一時，不可能稱霸一
世，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
任何一個國家，多一個合作的朋
友，一定比多一個競爭對手有利，
合作有利世界共贏，這已經一再被
歷史證明的。中美貿易談判如何發
展，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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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讓反對派操控國際話語權
繼陳方安生、郭榮鏗等訪美之後，李柱銘、李卓人等多名反對派成員近日又竄訪加拿大和美

國，鼓吹操弄「反修例」。反對派「告洋狀」、「唱衰香港」樂此不疲，必然是有其所得。對

於他們「告洋狀」的策略與部署，須細加分析。

陳少波 正思香港顧問公司總裁

翻查近年反對派多次國際竄訪的行程
安排可見，會晤反對派並聆聽他們「唱
衰」的，除了美、英的行政機構外，還
有以下幾類機構與人員：國會議員，如
美國參議員盧比奧，他曾會見黃之鋒，

以及國會的相關委員會，如美國國會的國會及行政機
構中國委員會（CECC）與美中經濟及安全審查委員會
（USCC）；智庫與研究機構，如美國的傳統基金
會、外交關係協會、喬治城大學沃爾什外交學院等，
多為關注外交事務的智庫；西方媒體，如《紐約時
報》、《華爾街日報》、《時代》雜誌等；各種非政
府組織、人權基金會等，例如美國的國際民主基金會
（NED）、人權監察、英國的「香港監察」等，多為
政治型NGO，背後有龐大的資金支持。

形成唱衰香港的政治運作鏈
值得一提的是，反對派相當重視海外華人社區特別

是港人社區，或專程拜會當地僑社，或直接在僑社舉
辦活動，一直刻意耕耘。以此次李柱銘等人訪美加行
程來看，「港加聯」負責加拿大的地接，美國方面

則會在紐約中華公所設壇。去年公民黨梁家
傑、楊岳橋訪美，也曾專門拜會後者。此

外，反對派沒有忘記海外的香港留學
生社團，時常利用這些團體在美

英策應他們的政治訴求。
反 對 派 國 際 竄

訪，有「唱

衰」、游說、求援三層目標。「唱衰」體現在輿論層
面，通過於議會聽證會作證，在智庫的研討會發言，
接受媒體訪問或發表評論，拜會僑社首腦等，分別在
國會、智庫、媒體和華人社團製造香港自由、民主、
人權倒退的輿論假象，造成西方主流社會和海外華人
社團對港的負面觀感。
游說體現於政策層面，游說對象既包括國會議員，

旨在通過他們提出涉港法案，以影響行政部門對港政
策，游說也包括智庫學者，通過影響他們來調整相關
國家的對華、對港政策。陳方安生、郭榮鏗等人今年3
月訪美，游說對象提升至美國國安會。
求援則尋求直接支持，包括金錢資助、技術指導、

輿論施壓等，求援對象既包括西方國家之行政機構、
立法機構，也包括獲得西方政府暗中支持的反華
NGO，海外華人社區的募款近年也成為其中一項。

反對派近年在求援層面最明顯的變化，是他們不惜
損害香港利益，例如主動要求美國「取消香港獨立關
稅區」，黃之鋒之流更一直哀求美國議員加快制訂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仿效《全球馬格尼茨基人
權問責法》，增加對港的罰則，設立黑名單。

反對陣營在海外輿論場「唱衰」香港，以期引起西
方國家議會、智庫、媒體、政治NGO的關注，進而游
說國會制訂新的涉港法案，誘使或迫使行政部門改變
對港政策，並最終獲取包括「黑金」在內的各種援
助，用於在香港從事一系列的反中亂港行動，形成一
個完整的政治運作鏈條。

在國際輿論場的唱衰乃推動香港問題國際化的重要
一環。這個輿論場並不限於英文媒體，也包括西方議

會和智庫兩個高端領域。西方特別是

美國，從來不乏研究中國問題的智庫，專攻兩岸問題
的國際關係學者也比比皆是，唯獨香港問題似乎門前
車馬稀。

建制派應重視爭取國際輿論
筆者涉獵有限，目前只看到前美國在台協會主

席、現任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
2016年出版過一本香港專著《中國陰影下的香港：
與魔獸共存》（Hong Kong in the Shadow of Chi-
na: Living with the Leviathan），而他的專長是兩岸
問題。未來，不排除有更多美國智庫、學者關注香
港問題。
反對派拜訪西方智庫，不僅影響他們的見解，為他

們提供更多素材，更有意廣建人脈，因為美國智庫多
數是旋轉門機制，今朝在野，他日入閣。
反對派在海外華人社區發動文宣攻勢，瞄準的是移

居西方數十年的港人社群。他們人數龐大，經濟條件
較好，且有大量親友生活在香港，很多人仍非常關注
香港局勢。反對派「唱衰」香港，從海外延伸回港，
形成疊加影響。海外港人社群，也是反對派重要的募
款對象。
對於反對派的海外竄訪，建制派不能簡單地

以「告洋狀」相譏之，而應該同樣重視國
際輿論場的爭奪。投書海外英文媒
體，游說西方外交智庫，對
話海外華人社區，都
是應有之義。

修訂《逃犯條例》的法案委員會因反
對派拉布，開了兩次會也未能選出主

席，立下了前所未見的極壞先例。不容反對派以政治
凌駕法治、阻礙修例，維護香港良好法治的國際形
象，這是眾望所歸。內地日益文明進步，獲得國際社
會充分肯定，反對派以「送中條例」誣衊修訂《逃犯
條例》，把全港700萬市民當作逃犯，企圖綑綁全體
港人反中亂港，這是對香港市民最大的侮辱和愚弄。
廣大市民心明眼亮，一定以強大民意遏止反對派激化
政爭矛盾，防止香港再蹉跎歲月。
社會大眾對立法會無日無之的拉布，早已不勝其

煩。此次修訂《逃犯條例》的法案委員會選主席的
工作，本來相當簡單，按慣例只需15分鐘就可完
成。但反對派議員不斷提出規程問題爭拗拖延時
間，竟然用了兩次會議、共4小時都未能進入選主
席的程序，創下「天方夜譚」的情況，完全不可理
喻。

挫敗反對派騎劫議會企圖
反對派刻意拉布，癱瘓議會運作，立法會內會理所

當然應就如何選主席向法案委員會發指引。反對派濫

用權力、無規無矩，不等於立法會可容忍他們胡作非
為，內會有責任撥亂反正，維護議會正常秩序，已表
決採納更換主持人的指引，挫敗了反對派以少數騎劫
議會的企圖。
反對派為阻礙修例，不斷煽動支持者上街遊行、包

圍立法會，偽造民意向政府和建制派議員施壓。修訂
《逃犯條例》，令本港女子台灣被害案的疑犯受到應
有的法律制裁，彰顯法治公義，得到大多數市民的支
持。《經濟通》與《晴報》進行的民調顯示，有83%
受訪者贊成修例，不贊成者僅得16%；越來越多社會
各界人士和廣大市民看清反對派製造政爭、撕裂社會
的險惡用心，支持修例，反對將法律問題政治化，避
免香港淪為「逃犯天堂」，這才是香港的主流民意，
清晰明確、不容扭曲。
為增加反修例的支持度，反對派又使出顛倒黑白、

危言聳聽的伎倆，不斷渲染通過修例之後，港人全部
變成逃犯，隨時會被送回內地受審，「一國兩制」更
從此蕩然無存。這些手段在反23條立法、反「一地兩
檢」多次使用，反對派以為謊言重複一百遍，就會成
為真理，實在是侮辱港人的智慧。
十八大以來，以國家主席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一再

重申依法治國，強調「法治興則國興，法治強則國
強」。今年2月，習主席召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
會第二次會議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做好改革發展穩
定各項工作離不開法治，改革開放越深入越要強調法
治。如今國家進一步走向世界，以負責任大國的身份
參與國際事務，更加注重尊重運用法治，這是全世界
有目共睹的。

不容重演反23條立法的混亂
在港澳落實「一國兩制」問題上，習主席多次強

調，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
相關的制度和機制，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中央依法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一諾千金，這是
不可否認的事實，港人對此充滿信心，完全明白所謂
修訂《逃犯條例》港人「人權自由不保」，根本是別
有用心的挑撥和誤導。
廣大市民絕對不希望修訂《逃犯條例》的爭拗變成

23條立法的翻版，令香港再陷政爭泥淖，廣大市民一
定會以強大民意向反對派說不，制止反對派策動新一
波非理性的政爭，力保香港風清氣正人心齊的難得局
面。

反對派把全港市民當逃犯侮辱港人
王惠貞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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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上午，香港中聯辦和香港青
年組織聯合舉行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

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
的重要講話座談會，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指出，在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包括香港青年在內的中
國青年始終是時代先鋒力量。當代香港青年要牢記習
總書記的殷殷囑託，在香港、國家乃至世界的坐標
中，在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刻度上，把握好自己的人
生航向，接力開闢「一國兩制」新境界。
誠如王志民主任指出，在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各

個歷史時期，香港青年從來都沒有缺席。
辛亥革命孫中山成立的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總

部就設在香港。在抗日戰爭中，香港青年發揮了巨大

作用，在物質上、軍事上、文化上給予了內地巨大的
支持，強化了中國抗戰與海外抗戰的聯繫，促進了世
界進步文化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交匯。
上世紀50年代，香港青年憑借自己敏銳的商業嗅

覺，促進香港從轉口貿易港轉變為工業化城市，實現
第一次經濟轉型；70年代末，香港青年利用背靠祖國
的優勢，抓住國家實施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將製造
業北移升級，帶動本港服務業的全面發展，實現第二
次經濟轉型。
「一帶一路」和大灣區有利推動香港經濟第三次轉

型，香港亦將加快形成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
以及國際創科中心並駕齊驅的發展格局，香港青年的
用武之地將更為廣闊。

習主席指出，新時代中國青年處在中華民族發展的
最好時期，既面臨着難得的建功立業的人生際遇，也
面臨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時代使命。積極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就是香港青
年在新時代的歷史使命和人生機遇。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勢在必行，香港青年應積極

參與「一帶一路」和大灣區建設。特區政府和社會各
界應關注香港青年所思、所憂、所盼，讓他們加深對
「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的了解，為香港青年多搭台、
多搭梯，幫助他們解決好在畢業求職、創新創業、社
會融入各方面的問題，幫助他們把握歷史機遇，以自
身所長，配合國家所需，為自己也為香港創造更廣闊
的發展空間。

新時代港青要把「小我」融入祖國「大我」
龍子明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大灣區青年聯盟總監

石志仁是陳君葆師弟，周恩來在天津南開讀書時認
識的同學好友，其後到香港大學工程院就讀。「五
四」後一年，周恩來前往法國「勤工儉學」，輪船途
經香港停泊一天。石志仁在香港熱情接待周恩來，並
請他吃飯，在港大暢談理想。石志仁讀書成績很好，
1922年在港大工程系以一級榮譽畢業，獲公費到美國
麻省理工學院（MIT）繼續深造，1926年懷着救國理
想提前回國，致力振興中華，1949年出任新中國第一
任鐵道部副部長，他在中國鐵路領域貢獻重大，更是
香港大學校友在建國初期擔任最高級職務的官員。
1955年12月23日，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中南海紫光

閣會見了專程來京訪問的香港大學外籍教授團，及陳
丕士大律師和陳君葆教授等一行。在這次會面中，周
恩來特別請來時任鐵道部副部長石志仁一起參與出
席，周恩來並首次公開透露了他「五四」後第一次來
港在港大與石志仁見面的情況。

新文化運動旗手魯迅先生，1927年2月曾到香港作
了兩次重要演講，發表了《無聲的中國》和《舊調子
已經唱完》兩篇重要演講文章。魯迅先生1936年10
月19日逝世，港人沒有忘記魯迅，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在同年10月31日舉行了魯迅追悼會，據時任港大馮
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在《日記》中記述：「魯迅追
悼會到的有三十多人，但氣象卻很為肅穆，我想魯迅
先生有靈，對香港大學學生當抱相當希望罷。會中馬
（鑑）先生講魯迅先生事略畢，許（地山）先生講他
在文學上的貢獻。」
李國強保留了當年集會兩幅珍貴照片，以及許地山

教授手書的輓聯：「青眼觀人，白眼觀世，一去塵
寰，靈犀頓闇；熱心做事，冷心做文，長留海宇，鋒
刃猶銛。」輓聯對新文化運動旗手魯迅一生為人和貢
獻作出了精闢總結。
《陳君葆日記》還多次記錄了香港文化界學習與紀

念魯迅的活動：魯迅逝世12周年時，中華全國文藝工
作者協會香港分會假灣仔六國飯店舉行紀念晚會，由
郭沫若致開會詞；魯迅逝世13周年，紀念活動就在跑
馬地鳳輝台陳君葆家中舉行，滿滿地坐滿一屋子，陳
君葆致開會詞，張光宇、馬國亮、廖冰兄、陳殘雲等
分別發言，直至晚上11時才散會。陳君葆還在港大中
文學會演講《魯迅與現階段文藝》，指出「魯迅是始
終追求着中國民族的進步，他的思想是始終朝着中國
民族的進步的一方面去發展的。」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內地眾多文化精英南下

香港，開展各種活動抗戰救亡。這大批文化名人到港
後，首先尋求文化聯繫，當年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
就成為他們一個重要的立足點，中文系主任許地山、
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配合內地文化精英在香港的
工作發揮了文化橋樑的作用。

（續昨日，全文完。）

「五四」運動在香港的承傳和發揚（下）

李國強 謝榮滾

──親歷者陳君葆紀錄下的珍貴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