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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褒揚國家英雄 堅定落實「一國兩制」

WEN WEI EDITORIAL

彰顯國家精神，凝聚國家認同，引領社會風尚，確
立價值導向，激勵更多中華兒女以昂揚鬥志為實現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
國家此次單設「『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國家
榮譽稱號獎項，充分體現了中央對「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基本國策的高度重視，以
及堅定不移的貫徹落實堅定決心。回歸 22 年來，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獲得了舉世公認的成
功，董建華先生作為香港第一任行政長官，為「一
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實施嘔心瀝血，為成功戰勝
亞洲金融風暴、非典疫情等挑戰，做了大量工作，
維護了香港的整體利益，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卸任特首之後，董建華先生持續地為
國家推進民間外交、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發起
成立團結香港基金，為「一國兩制」的落實、解決
經濟民生難題獻計獻策，體現了對國家、對香港的
擔當，是香港愛國愛港人士貢獻國家和「一國兩
制」偉大實踐的傑出代表。董建華先生獲頒國家榮
譽稱號，體現了中央對愛國愛港人士的信任與肯
定，是香港的光榮。
歷史已經並且還將繼續證明，不管出現什麼風
浪，中央始終堅定不移地貫徹實施「一國兩制」，
也絕不容許任何違背、衝擊、破壞「一國兩制」的
圖謀得逞。「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
功，證明「一國兩制」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
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在當前借修例發動的暴力衝
擊嚴重破壞法治、損害香港經濟民生、衝擊「一國
兩制」實施的背景下，中央授予董建華先生「『一國
兩制』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更是對香港社會
各界的期待和呼喚，社會各界應團結一致、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守護好、落實好「一國兩制」，形成
磅礴合力，建設國家和香港更美好未來。

大批黑衣暴徒趁昨日星期日，再到港
島金鐘、灣仔、銅鑼灣等多地非法集
結，又大肆縱火、毆打市民和衝擊警
察，極端暴力、無法無天。警方在昨天
的行動中顯得更積極主動，預先截查非
法集會人士，及時開始驅散行動，盡量
不讓暴徒大規模集結。幾個月來的暴力
示威活動對本港法治、市民安全和經濟
民生構成重大衝擊，社會各界強烈要求
特區政府盡快止暴制亂，因此警方應該
大膽利用一切合法手段遏止暴力，特區
政府各部門亦要團結支持警隊執法。
過去幾個月，黑衣暴徒的違法暴行愈發
猖獗，昨日的港島北又儼如戰場。暴徒大
肆投擲汽油彈和磚塊等雜物攻擊警察，破
壞港鐵等公共設施。更有甚者，拆毀慶
祝國慶的橫幅標語，暴徒破壞商舖，更對
無辜市民濫用私刑。在灣仔，有暴徒追打
操普通話的途人；在銅鑼灣，暴徒群毆持
不同意見的市民。暴徒的行為已經完全走
火入魔，視法律如無物，成為本港社會和
全體市民的最大威脅。
必須強調，昨日的集會遊行根本沒有
獲得警方批准，是徹頭徹尾的非法集
會，拘捕每一個參與者都是合法、合理
的，無需等暴徒作出違法行為才採取行
動，因為他們的集會行為本身已屬違
法。因此，警方昨日也採取了一定程度
的前置式執法，包括在下午一有人聚集
的時候就截查並帶走多人，一見暴徒破
壞便衝前執法，又多次快速推進即場追
捕暴徒。這些更積極、更果斷的手段，

社評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
向 42 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
得者頒授勛章獎章，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首任特
首董建華獲得「『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國家榮
譽稱號。在國慶 70 周年之際，對為國家建設和發展
作出貢獻人士的傑出代表，給予國家英雄的最高禮
遇和肯定，是要塑造崇尚英雄、爭做英雄的社會風
尚和價值導向，顯示國家對發展道路的自信，將極
大振奮民族精神、凝聚海內外磅礴合力，為中華民
族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而奮鬥。單設「『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
國家榮譽稱號，充分體現了中央堅定不移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的決心，董建華先生獲獎，飽含中央
政府對香港愛國愛港者高度肯定和充分信賴，更是
對香港各界團結一致維護「一國兩制」、止暴制亂
的親切期待與呼喚。
國家給予 42 位國家英雄最高規格的國家禮遇：國
賓護衛隊護衛前往人民大會堂、高擎紅旗的禮兵分
列道路兩側、肩槍禮兵在大會堂台階上莊嚴佇立，
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國家英雄們一起入場、全場高唱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在《向祖國致敬》樂聲中，
國家主席習近平一一為國家英雄們頒授勛章獎章，
並在講話中代表國家向英雄們致以崇高敬禮。尊重
英雄的民族，才會產生英雄，人人爭做英雄，才會
英雄輩出。共和國發展到今天，千千萬萬的國人和
國際友人，作出了足以載入共和國史冊的重大貢
獻，用他們忠誠、執、樸實的品格和心血，繪就
了共和國今天輝煌壯麗的畫卷。中國第一代核潛艇
總設計師黃旭華院士、著名科學家屠呦呦、中國雜
交水稻育種專家袁隆平等國家英雄，正是繪就這幅
壯麗畫卷的傑出代表。以國家之名
褒揚國家英雄，將

更加積極主動執法 用盡手段遏止暴力
凸顯了警方嚴厲執法的決心和能力，增
強了市民大眾對警方打擊暴力的信心，
無疑是值得讚賞、應大力支持的。
一次又一次，暴徒對不同立場的市民
蜂擁圍毆，不少市民頭破血流；多個商
場、商戶被暴徒騷擾以致無法正常經
營。暴徒針對的目標，一是內地背景的
市民和商戶，二是曾發聲反暴力的市民
和商戶，就連出席特首社區對話發表意
見的市民，都遭到起底和暴力威脅。這
場暴力運動已越發不得人心，市民所渴
求的是政府及警隊採取更果斷的打擊措
施，將不法之徒的氣焰撲滅。
面對暴力的不斷升級氾濫，香港良好
法治、管治面臨失控的嚴重風險。相信
政府和警方明白，這基本上是同一班暴
徒一而再、再而三地衝擊法治，向暴徒
妥協屈服換不來和平與尊嚴，相反暴力
只會得寸進尺。面對慣犯，面對持續升
級的暴力手段，警方必須相應提升執法
的武力，以收阻嚇作用，最低武力並不
意味着是有效武力。特區政府必須嚴陣
以待，採取更堅決有力的手段，包括盡
快落實早前熱議的《緊急法》在內的更
強有力的法律手段，制定《反蒙面法》
讓暴徒的真面目公之於眾，政府對此不
應再猶豫。商界、市民更要團結一心救
香港，堅定為政府和警隊止暴制亂提供
更強大的民意背書，助香港早日恢復法
治安定，平息亂局。這是本港當前急
務，亦是全民福祉所在。

市民唱出心聲：我們是中國人
拉巨旗快閃 維園太平山頂合唱 吸引路人自發加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團體「維港之聲」
昨晨 9 時組織逾百市民在
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國慶快
閃活動，參與者在公園中
央拉起一面巨幅國旗，並
圍繞國旗演唱愛國歌曲。
有參與活動的市民表示，
日，而香港是祖國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參與國慶活
■參與者在公園中央拉起一面巨幅國旗，並圍繞國旗演
唱愛國歌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動讓自己感到驕傲和自
豪。

每位參與快閃的市民都神情愉快，有不
少人在臉頰貼上國旗貼紙表達愛國之

情。市民們在維園體育場中央，一起鋪開
一面巨幅國旗，每人手拉國旗一角，小心
地不讓國旗着地，其間不斷高呼「中國加
油」、「祖國萬歲」、「我們是中國人」
等口號。其後圍繞國旗，大家合唱一曲
《歌唱祖國》，不斷有路人加入合唱，並
拍照留念。活動完畢後，眾人合力將國旗
摺疊收起，留待下次使用。

齊對祖國說：生日快樂
活動組織者之一、香港黑吉遼東北三省
同鄉會主席欒景軍表示，是次活動主要是
在祖國生日之際，表達香港人的愛國之
情。看到近年國家愈發富強，他感到由衷
地欣慰，並指香港從來都是中國領土的一
部分，香港人就是中國人，藉此次快閃行
動，他想對祖國說一句：「生日快樂。」

參與者田小姐說，自己一直熱衷於參與
愛國愛港的活動，亦積極發動身邊的朋友
一起參加，今次快閃行動的形式很新穎。
對於近期香港社會的暴力事件，田小姐
表示十分痛心，有親友的店舖生意受到很
大影響，她希望政府盡快止暴制亂，社會
盡快恢復平靜。
靳女士認為，現時香港發生的一些侮辱
國旗事件，是因為教育制度的缺失。「應
該讓學生從小學習尊重國旗和國徽，增加
國家認同感。」
她同樣表達了對於國慶的喜悅之情，並
祝願祖國愈來愈好。
另外，昨日上午，數百位身穿紅色上衣、臉
上貼了國旗貼紙的香港市民，在太平山山頂廣
場舉着大大小小的國旗和「一片旗海70年」的
海報，為新中國成立70周年唱響《歌唱祖國》
《生日快樂》和國歌。參與活動市民表示，是
次活動是為慶祝國慶，唱好香港，唱好中國。

妄加評論，感到非常遺憾。
9 月 25 日，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
會」及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均一致通
過經修改後的《2019 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
葉劉淑儀指出，新法案與《美國－香港政
策法》相比，某些條款明顯地「加辣」，例
如要求國務卿每年向兩院，就香港各個層
面，包括商業、執法、移交逃犯、反核子擴
散、制裁、出口管制，以至美國與香港之間
的正式協議、稅務、貨幣等全面作出檢討，
以證明香港值得擁有與內地不同的待遇。此
外，新法案更賦予與美國總統權力，以「破
壞香港的人權自由及自治」為由，「制裁」
部分港人，凍結其在美資產及禁止入境。

立法干預「制裁」侵犯港自治

葉劉淑儀批評，今次美國國會透過立法
對香港事務作出更大干預並建議總統就這
些情況向香港提出「制裁」，是嚴重侵犯
了香港自治，及向國際社會發放錯誤的訊
息。
她強調，受基本法保障，香港人一直享有
高度自治、人權及民主發展等權利。香港擁
有與內地不同待遇，除本地企業，大量在港
的美資公司、以至在港生活的美國人亦同樣
受惠，一旦香港受到新法案影響，實際上美
國同樣會受到傷害。
她反對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強調香港人懂
得管理好香港事務，要求美國尊重「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
市民如有意參與聯署反對美國干預香港事
務 ， 可 到 聯 署 網 頁 http://poll.reginaip.hk/?
from=singlemessage#ZH參與聯署。

張國鈞：禁蒙面法助止暴

葉太發起聯署反對美干預港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美國眾議
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及參議院「外交關係
委員會」日前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昨日，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新民
黨主席葉劉淑儀發起「反對美國干預香港事
務聯署」，冀將收集到的聯署送到美國國
會，表達香港市民的不滿。她在聯署網頁卷
首即呼籲：「美國，請尊重我們的『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
葉劉淑儀在聯署中表示，行政長官已早於本
月4日回應市民訴求，宣佈撤回《逃犯條例》
修訂，但美國國會依然堅持修改 1992 年訂立
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擴大「監察」香港
事務的範圍，並加強「制裁」措施，令人感到
十分失望。她亦對於較早前美國國會舉行聽證
會，竟只邀請反對派中人出席，並單憑片面之
詞而對香港的高度自治、人權狀況及民主發展

沙田青年組織「義
連班」主席劉德榮
昨日（29 日）發起
「慶祝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 70 周年─
祖國騰飛 70 載─青
年夢飛翔─氣球升
空活動」，70 位居
民齊集在沙田手執
紅氣球，拼出大型
「70」字樣，其後
將手上的紅色氣球
放上天空，寓意祖
國騰飛。
■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鄭治祖
圖︰受訪者供圖

球 升 空 國 騰 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持續多月的暴亂行為未見平
息，黑衣暴徒暴力行為更不斷升
級。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副主
席張國鈞認為，訂立禁蒙面法，
禁止示威者蒙面，將能有效遏止
暴力行為發生。他相信，社會不
能接受有人刻意遮掩個人的身
份，任意妄為地破壞社會秩序，
損毀社會設施。
張國鈞昨日接受電視節目《講
清講楚》訪問時強調，香港承擔
不起繼續沉淪下去，他又指出，
「希望大家明白，如果香港不論
政見，如果大家都認為，在這幾
個月內，這一種毫無法治、毫無
社會秩序的行為，是不應該讓它
繼續發生時，大家就應該想一些
措施。」
對於如何止暴制亂，張國鈞

李國能：法治社會不容暴力

■李國能

今 年 是 祖 國 70 歲 的 生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暴
力黑衣運動愈演愈
烈，但暴徒依然以示
威、集會「自由」為
名作出破壞行為。據
明報新聞網昨晚深夜
報道，終審法院前首
席法官李國能發出聲
明表示，在「一國兩
制」之下，香港市民
的言論、集會和示威
自由受到保障。他同
時也強調，香港是法
治社會，市民行使這
些自由時，要以合法
和負責任的方式，應
該和平理性討論問題
和表達訴求。
李國能在聲明中
還表示，「暴力是不
可能解決問題的，在
法治社會這些行為不
能容忍，應該受到強
烈譴責。」

表示，大家過去幾個月看到暴
力升級，參與破壞的人都是蒙
面，故社會上強烈要求政府盡
速立法禁止蒙面。他說，去年
立法會研究部也就禁蒙面法發
表了一份報告，顯示很多國家
如德國、美國等也有設立反蒙
面法，而禁蒙面可以協助政府
止暴制亂。
他表示，若特區政府不主動
提出立法的話，民建聯亦會在
立法會復會後，積極研究方
案，協助有關立法工作。
張國鈞又提及，在區內所謂
的「連儂牆」以匿名方式，對
建制派候選人作出攻擊，此舉
將影響到 11 月區議會能否公平
地進行，同時亦擔心市民會否
在投票日因壓力和恐懼而影響
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