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院
判
決
違
反
憲
制
倫
理
背
離
社
會
責
任

明明是全國人大已經確認《緊急法》符合基
本法，高等法院竟然裁定特區政府引用《緊急
法》違憲，違反香港特區法院應該遵循的「一

國兩制」之下的憲制倫理。香港正遭受暴亂的衝擊，特區政
府需要引用《緊急法》止暴制亂，警方需要《禁蒙面法》打
擊蒙面暴徒，高院竟然判決《緊急法》、《禁蒙面法》無
效，完全背離法庭應有的維護法治秩序的社會責任。香港的
暴亂持續5個多月未能平息，很大程度與司法機構對暴力的
偏袒、包庇和縱容分不開，香港局勢持續惡化，法治秩序被
破壞，司法機構難辭其咎。司法機關亟需撥亂反正，人大常
委會也需要通過釋法正本清源。
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是止暴制亂

利器，擊中了極端分子與支持暴力的反對派的要害，他們作出
激烈反應，不僅暴徒將打砸燒搶升級，而且24名反對派立法
會議員就《禁蒙面法》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宣
佈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法》訂立相關法例是違法、違憲。本人
與許多愛國愛港人士一樣，雖然擔心法庭會判特區政府敗
訴，但又覺得此事茲事體大，法庭不敢亂來。結果卻是出乎
很多人的意料，竟然真的出現特區政府敗訴的結果。這是香
港法治的不幸，是香港社會的不幸！

司法機關須為止暴制亂履行應有責任
必須強調的是，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

礎。根據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對香港本地法律是否抵觸基本
法的最終判斷權，毫無疑問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法》
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港英殖民統治時期通過的法律。根據香港
基本法第8條的規定，包括《緊急法》在內的香港原有法律，
除同香港基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作出修改
者外，予以保留。九七回歸時，人大常委會已經確認《緊急
法》符合基本法，並採用為香港特區法律。高院判決《緊急
法》，不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違反了
香港特區法院應該遵循的「一國兩制」之下的憲制倫理。
還要看到的是，法庭判特區政府敗訴，使特區政府失去

《緊急法》賦予的特別權力，嚴重削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
政府依法應有的管治權，嚴重打擊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和掌
控社會穩定大局的能力。

不能不指出的是，《禁蒙面法》實施以來，有力支持警方
執法，蒙面上街者明顯減少，對止暴制亂發揮了積極作用。
現在，香港的止暴制亂正處在關鍵時刻，法院在此緊要關
頭，竟然廢掉《禁蒙面法》。人們不能不問：這是為了止暴
制亂，還是要發出相反的信息？

事實上，反修例暴亂發生以來，法官的角色一直備受質
疑：不僅有法官公然簽名反對政府修例，而且有法官輕判犯
罪分子，如侮辱國旗僅判社會服務令，在美國領事館外塗鴉
卻被判囚。在此，本人不能不說，香港的暴亂持續5個多月
未能平息，很大程度與司法機構對暴力的偏袒、包庇和縱容
分不開，香港局勢持續惡化，法治秩序被破壞，司法機構難
辭其咎。止暴制亂、伸張正義，最終要通過司法審判來體
現。司法機關亟需撥亂反正，為止暴制亂履行應有的責任。

人大釋法正本清源完善法治維護穩定
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條文進行解釋，是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

憲制權力。1999年特區終審法院就有關居港權案的判詞中也
寫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對基本法的主動解釋權，且其解釋
權是「全面而不受限制的」。高院關於特區政府引用《緊急
法》訂立《禁蒙面法》的判決，不僅涉及基本法的相關條文，
而且對香港的法治和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影響，人大常委會對基
本法的有關條文進行解釋非常必要，也只有人大常委會釋法，
才能起到正本清源、息紛止爭、完善法治、維護穩定等作用。

梁亮勝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廣東社團總會永遠榮譽主席

美國參議院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是公然站在香港暴徒一邊。近日香港暴徒全面
升級暴力，美國政客蓄意美化暴力犯罪、恐怖

行徑，公然為暴力張目，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赤裸裸地與
國際社會共同遵循的正義和良知為敵。美參議院公然為暴徒
背書將自食其果。
中國外交部、中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中國政協外事委員會、

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等多個中央機
構，先後公開發表聲明，批評美國參議院雙重標準，違反公
理，敦促美方懸崖勒馬，否則必將自食惡果，中方必將採取有
力措施堅決反制。特區政府發表聲明表示極度遺憾，指出《香
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及另外一項有關香港的法案既無必
要，亦毫無理據，更會損害香港和美國雙方的關係和利益。

混淆是非 顛倒黑白
香港暴力分子的破壞活動不斷升級，與美國國會插手香港

事務密切相關。美國國會將肆意縱火、打砸商舖、暴力襲警
等嚴重犯罪，稱之為「人權」「民主」問題，他們對特區政
府依法和香港警隊止暴制亂、恢復秩序，進行別有用心的抹
黑，明目張膽為暴亂分子撐腰壯膽，充分暴露他們虛偽嘴臉
和企圖把香港持續推向動盪深淵、遏制中國和平發展的險惡
用心。美國議員接連來港為暴亂分子「督戰」，有份提出法
案的參議員克魯茲訪港，身穿黑衣以示支持「時代革命、光
復香港」，並且會晤縱暴派政客，面授機宜。
克魯茲和黨友魯比奧近日來港拍片為暴徒打氣，聲稱香港

人的事會繼續是美方的事，美方一定繼續出聲，一定不會讓
世界忽略或者忘記香港人的努力云云。顯然，參議院在香港
暴力愈演愈烈的情況下通過法案，是公然為香港暴力犯罪分
子張目。香港現在面臨的最大風險是暴力橫行，而不是甚麼
「人權」「民主」問題，美國政客的表現完全是混淆是非、
顛倒黑白，是毫無原則的雙重標準。

內外勾結的醜惡表演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早前舉行聽證會，邀請

「港獨」分子黃之鋒、何韻詩等人出席「作證」並召開聯合
記者會，提出法案的眾議員史密斯、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恩
格爾及委員會資深議員麥克考，以及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
員會主席麥高文均出席，他們都是美國鷹派反華政客。實際
上，從陳方安生、李柱銘、黎智英、黃之鋒等竭力邀請美國
制裁香港，到暴力運動的黑手黎智英揚言「為美國而戰」，
聲稱「香港打響了中美冷戰的第一槍」，都證明美國參眾兩
院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鬧劇，是反中亂港政客與
美國反華政客內外勾結的醜惡表演。
美國應立即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停止干涉香港事務，否則

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果美方執迷不悟、頑固堅持其
錯誤立場，廣大港人堅決支持中央政府採取有力措施，予以
堅決反制。

楊華勇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全國工商聯常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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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法治秩序 珍惜家園重新出發
國家主席習近平就香港形勢作出重要講話，強調止暴制亂、恢復

秩序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充分顯示中央對香港保持穩定的關

心、重視和支持。修例風波引發的暴力事件持續了5個多月，對香

港的經濟民生都造成巨大傷害，昔日繁華的鬧市、寧靜的校園變得

滿目瘡痍，受害的是廣大市民，也包括學生自己。所有真心愛護香港、愛護年輕人的人士，無

不感到痛心憂心，都不希望香港這個700多萬人的共同家園被暴力摧毀。香港不能再亂，暴力應

該停止，社會各界必須明辨是非，更堅定支持政府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盡最大努力勸喻年輕

人回歸理性冷靜，以對話化解矛盾，在建設香港、擁抱國家機遇中找到光明出路、重新出發。

許榮茂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

習主席的講話提到三個「嚴
重」：香港持續發生的激進暴力
犯罪行為，嚴重踐踏法治和社會
秩序，嚴重破壞香港繁榮穩定，
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
線。這指出了暴力事件的性質和

後果，也足以引起社會各界對這場風波的反思，
思考香港應如何擺脫當前的困局。
暴力事件曠日持久，香港的法治、管治遭遇

前所未見的挑戰，市民性命財產難以保障，人心
惶惶。社會動盪、法治失效、信心動搖，營商環
境自然也受損，香港經濟陷於較之沙士、金融危
機更惡劣的狀況，而且復甦的前景更不明朗。相
信絕大多數市民都不希望這種混亂情形持續下
去，希望香港盡快「止血」。

止暴制亂刻不容緩
香港是一個多元共融、包容開放的國
際城市，來自五湖四海的人才、移

民，包括數代的內地新移民、其
他國家的少數族裔，在獅子

山下和睦共處，同舟共
濟，用艱辛努

力寫下不朽的香江名句。今天香港社會繁榮穩
定、市民安居樂業局面來之不易，絕不能讓暴力
把幾代人的努力成果毁於一旦。因此，我們應聚
焦止暴制亂、恢復秩序這一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
務，刻不容緩。

此次風波之所以難以平息，暴力事件此起彼
伏，特區政府、警方的恢復法治秩序工作遇到不
少困難，其中一個很重要原因，是內外因素的干
擾和作用，尤其是本港一些人士忽視維護法治秩
序的重要性，從不譴責暴力，不提醒違法暴力的
嚴重後果，反而片面指責政府和警方，令一些學
生、年輕人錯誤地認為，自己爭取民主、自由、
人權的出發點崇高，是在拯救香港、拯救未來，
即使採取暴力抗爭也是合理正當的。

年輕人應懸崖勒馬
可是，打砸燒的暴力手段，在香港搞「革

命」，把香港不少街道、大學變成了廢墟，市
民連最基本的工作、生活、學習權利都被剝奪，
持不同意見的市民輕則被毆打，重則性命不
保。可見，這場暴力並不能給香港帶來真正的
民主、自由、人權，相反是在破壞香港原有法
治文明的核心價值觀，更與民主、自由、人權的
普世價值背道而馳。廣大市民應看清楚是非曲
直被顛倒的危害和可怕，有良知、有良心的有識

之士、社會各界是時候大聲疾呼，讓法治理性
的主流價值重新彰顯，讓部分年輕人盡快迷途
知返，不要再用違法暴力令香港「攬炒」；更要
明白的是，違法暴力不可能拯救香港、拯救未
來，只會毁了年輕人自己的前途，甚至危害年
輕人的生命，必須立即懸崖勒馬，迷途知返。
香港回歸祖國，「一國兩制」是保持香港繁

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中央和祖國內地更是香
港持續發展最堅強的後盾，如今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如火如荼，中央不斷推出多項優惠政策，惠及
廣大香港市民，為有志到大灣區發展的不同界別
人士提供便利，為香港年輕人提供更大發展空
間。大灣區就像打開新的一扇窗，讓香港這個
740多萬人的市場跳到一個接近一億人的市場。
香港年輕人只要有心有力，祖國將為香港提供無
限的機會。習主席重申，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的決心堅定不移，充分說明「一國兩制」方針這
項基本國策不會因一時一事而變，港人應對未來
充滿信心，更要自覺堅守「一國」底線，
引導部分年輕人消除對內地誤解偏
見；更好地發揮「兩制」優
勢，共享國家發展的廣闊
機遇。

自香港暴亂以來，已五月有餘，今各區大
亂，高校淪陷。港人本是華夏同胞，學校本該
是一片淨土。奈何部分學生連日來，罔顧「一
國兩制」原則及基本法規定，急於充當國際反
華勢力馬前卒，屢次挑釁，乘亂港之機，犯下
種種令人髮指之罪行，如今更使校園滿目瘡
痍。凡有血有肉、有道德底線之人，無不對此
等暴徒切齒痛恨。
香港中文大學自建校始，五十餘年未有今次

之大亂。空有「博文約禮」之校訓，徒留世界
頂尖大學之虛名。值此存亡危急之際，今吾等
愛國愛港師生，願在此十問學校管理層：
第一問：為官避事恥不恥？學校高層享數百

萬年薪，卻無有作為，進不能守校園之平安，
退不能保教學之秩序。暴徒公然漠視法律與校
規，非法侵佔校園，校方竟對此視而不見，甚
至默許社會極端勢力進入校園。談判無能，放
任校園被暴徒摧毀，卻屢屢公開譴責港警履職
行為。如今校方反求政府擔責，實屬推卸責
任。
第二問：堂堂名校何以淪為「基地組織」？

大批暴徒聚集校園，大批教授學生倉皇撤離。
暴徒裝扮與恐怖分子幾無二致，本校師生進入
校園卻要接受暴徒「安檢」，其行徑何其荒
謬！校長面對暴徒竟予以同情，簡直辱沒學者
之名。中大乃先師錢穆等人苦心建立，中學西
學在此交融。如今名譽受辱，舉國嘩然，莘莘
學子流離失所，科研人才報國無門，學校管理
層難辭其咎。
第三問：養虎遺患為何？學校管理層無底線

出賣學生利益，一味退縮致使美麗校園橫遭蹂
躪，淪為修羅戰場，「成就」一批時代暴徒。
副校長數月前已獲悉校內存在危險化學品試驗
基地，此乃嚴重犯罪，為何隱瞞不報？為何不
發佈任何校園安全提示提醒在校學生？是毫不
在意，還是包庇？直至今日舉世皆知，中大校
內被查獲數千枚汽油彈，坐實「暴大」之名，
豈能開脫責任？
第四問：為何迫使教授學生深陷維谷？校方

公然在近期數封公開信中偏袒暴徒，有失公

允。絕大部分教授唯求潛心教學，絕大多數學
子只願靜心讀書，卻在校園淪為政治對抗籌
碼，致使基本人權與自由遭受嚴重侵犯。眾多
教授學生被迫連夜撤離校園，至今仍未有任何
學校管理層發聲慰問無端受難之科研人才。他
們才是日後真正讓中大重新站起來的建設者
啊！
第五問：群起傚尤，何不擔責？中大本青山

綠水祥和之地，暴徒撤離，留下一片廢墟。時
至今日，校方尚未出台任何懲處措施，使暴徒
誤以為犯罪成本低廉，可安心逍遙法外。校方
樹立錯誤示範，又將禍水引至政府、警方，究
竟是何居心？懇請校方盡快交出暴徒，還吾輩
一片清淨校園。
第六問：如此揮霍經費，如何正視校訓？校

方收取非本地生高昂學費，卻罷課、停課不
斷，何談「博文」？校方放任暴徒侮辱師長，
無視其餘學生正常訴求，又何來「約禮」？校
園被洗劫破壞，學校管理層不急於追責黑衣暴
徒，竟毫不猶豫地向政府申請巨額修繕費用。
劫後重建固然重要，但若不正本清源、撥亂反
正，其結果只能是揮霍納稅人的錢重修「暴
大」。請諸位閣下洗耳聽一聽社會上真正納稅
人的呼籲吧！
第七問：如非忽視生命教育，何來校園霸凌

之風？中大學生會對內欺凌學生，顛倒是非，
簡直成為暴徒集中營；對外公然藐視法律與校
規，妄想申請臨時禁令禁止警察入內。是誰賦
予他們權力，可以任意侵犯其他學生人身安全
和言論自由？是誰同意該組織帶頭破壞校園？
是誰給予該組織霸凌他人的「尚方寶劍」，令
之狐假虎威、胡作非為？然中大學生會並無外
地生席位，無權代表所有學生，強烈呼籲校方
對其嚴加整治。吾等不支持暴徒！
第八問：如此破壞邊界，何來自由與民主？

學校固設有「民主牆」，學生針砭時弊本該限
於「民主牆」內。必須明確自由邊界乃「群己
權界」，不同政見者不應當侵犯他人基本權利
和自由，更不應干預他人食何間飯堂、着何色
衣物。「民主牆」日夜由學生會着黑衣「把

守」，嚴格限制不同政見貼上牆，如此則「民
主牆」又何談民主！
第九問：新亞誠明否，崇基至善否，聯合明

德否？校方尚未舉辦一場面向非本地師生公平
公正的單獨對話會。上一場對話會唯偏袒滿口
叫囂、極不尊重他人言論自由之頑劣暴徒。此
後之閉門會是向黑惡勢力妥協？如若縱容「反
中」成為一所學府的主張，使政治凌駕於學
術，讓中大人引以為豪的「五四精神」何在？
「德先生」與「賽先生」死不瞑目！
第十問：何謂「大學之道」？大學教育竟不

能教會學生如何崇尚真理，如何尊師重道。如
今校園內污穢不堪，謠言肆虐，不乏大批思想
蒙昧之流。不讀歷史、無視法律、只看黃媒，
暴徒學生竟無知到如此地步。愛國師生反而無
端受到暴力威脅。校方本應以教化為己任，如
今卻閉門避事，遠遁海外，實在難辭其咎。偌
大校園容不下一張乾淨書桌，容不下一面五星
紅旗，還能不能容下些許良知？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今數家高等學府已

發佈聯合聲明，堅決與暴力勢不兩立！中大已
到了救亡圖存的關鍵時刻，校內絕大多數的師
生立場鮮明，齊聲吶喊，堅決與暴力割席！吾
輩呼籲管理層盡快行動起來，懲治這股黑色不
正之風。
吾等建議特區政府及心繫高等教育事業的社

會友人切莫急於為中大募款。中大之殤，理應
由學校管理層及暴徒的賠償來彌補！對於因學
校管理層瀆職導致吾輩合法工作、求學之權益
受到侵犯、損害這一事實，吾等皆保留通過司
法渠道進行維權的權力。
吾輩熱愛昔日人傑地靈、堅強正義的中大，

堅信走過半個世紀的她不會就此淪喪！吾等呼
籲全天下有擔當的中大人聯合起來，去建設一
個嶄新的中大、一個更強的中大！吾輩有不屈
之意志、吾輩有不滅之熱情，吾輩更有億萬同
胞支持、有偉大祖國作後盾，一個中國不容分
裂，「一國兩制」不容挑戰！相信公理、良
知、正義終能擺脫黑暗，相信中大終能破而後
立，鳳凰涅槃！

中大師生十問學校管理層
一群香港中文大學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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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顧今日世界，能夠把握國家整體利益和長
遠發展目標，一張藍圖繪到底，一屆接着一屆
幹的執政黨，唯有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

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
勢。因為有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總攬全局，
協調各方，保證了國家治理的穩定與可持續。
西方的多黨制、輪流坐莊、三權分立，並不是
唯一的民主政治模式，也不是放之四海的真
理。國情千差萬別，治理模式不能也不應該只
有一種，好比不同大小的腳要穿不同尺碼的
鞋。中國走自己的治理道路，一黨執政，多黨
合作，注重協商民主，符合中國的實際和快速

發展的需要，創造了國家治理的一種新模式，
這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

《決定》概括了13條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
理體系的顯著優勢，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獨
特性。比如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比如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比如
堅持共同的理想信念、價值理念，促進全體人民
團結在一起；比如以人民為中心，走共同富裕的
道路，等等。《決定》的目的和效用，就是通過
頂層設計，推進這些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
效能，為實現中國夢保駕護航。
囫圇吞棗地照搬他國的制度和治理模式，鮮

有成功的例子。中國共產黨很早就懂得了這個

道理，因而特別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
是。當年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就沒有照搬俄共的
「城市中心論」，而是獨闢蹊徑，「農村包圍
城市」，最終奪取全國政權。《決定》提出的
制度建設目標和工作部署，每一項都緊扣國
情，洋溢着鮮明的中國特色。

中國就是中國，我們樂於借鑒其他國家的成
功經驗，但最終要「本土化」「中國化」。同
時我們不會丟棄自己的優勢，而是融會貫通，
不斷光大這種優勢。《決定》向全世界再次表
明，中國不會走封閉僵化的老路，更不會走改
旗易幟的邪路。

（本文轉譯自《中國日報》香港版。）

讀懂「中國特色」

蕭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