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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及時立法致暴亂難止 王振民：國家安全問題必須提上日程2019年12月22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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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責任編輯：簡 旼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今次環球時報2020年年會特設「香港之
痛：根在政治還是民生環節」的議題。譚

耀宗和王振民，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首
席專家陳廣漢，北大法學院教授強世功，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聯會會長吳秋北，香港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等嘉賓參加了熱烈的探討。

譚耀宗：民生問題變深層次矛盾
譚耀宗表示，是次「香港之亂」明顯有外來
因素，即外國勢力參與。不過，從內部看，首
先，香港民生發展存在問題。回歸之後，有些
民生的問題解決不好，就變成了深層次的矛
盾，「有人說是房屋的問題，有人說是青年人
沒有向上流動的渠道，大學生工資一直處於低
水平，跟10多年前差不多。深層次的矛盾再
加上有人在政治層面的煽動，就發生了當前問
題。」
他還表示，自己曾參與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當年有兩個重要問題沒有立刻解決，一直爭論
到現在。一是關於香港普選的問題，二是關於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特區政府應立法來保障
國家安全、防止顛覆分裂的問題。這次香港出
現的暴力衝突與二十三條沒有及時立法有關。
王振民在發言時直指，香港始終有一股勢
力，本質上還不願意承認已經永久回歸祖國的
事。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出了大事，是香港發生
長時間暴亂的重要原因，因此國家安全的立
法、執法、司法等各方面的制度都需要健全。
他續說，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香港本地
法律已經對5種行為予以禁止，對於這些行為
應明確嚴格執法，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也強調
加強香港執法力量建設。至於另外兩種行為，
涉及到基本法二十三條。二十三條的立法權給
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所以特別行政區是第一責
任，特區政府應立足於自身責任，把立法空缺
補上去。

吳秋北：反對派勾結外力
吳秋北表示，香港內部的反對派想要奪權，
跟外部勢力勾結在一起。香港現在是內亂，在
「自殘」，令香港人乃至全中國的人民都非常
的心痛。國家安全對一個國家非常重要，不能
讓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漏洞。特區政府有憲制
責任，並應與中央政府共同尋求一種模式讓國
家安全框架在香港落地。

鄧飛：基本法應堵分離主義
前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將軍澳香島中
學校長鄧飛表示，當前香港有的「港獨」分子
通過「暗示」及「漸進」搞「港獨」或者分離
主義。
他舉例說，香港近期流行一首歌《願榮光歸
於香港》，引起年輕人的情感認同。這首歌裡
沒一個字提到「香港獨立」，但是能起到潛移
默化的作用，很多人形容這是香港的「國
歌」，就是在鼓吹年輕人追求「港獨」。
鄧飛直言，類似的「遍地開花」的暗示性分
離主義思潮，可以以學術自由、教育自由的幌
子一點點滲透下去，必須予以警惕。維護國家
安全的基本法應對這些暗示性、漸進式分離主
義起到反對堵截的作用，如果起不到，就等於
縱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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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北京報道）修例風
波越演越烈，除了政治因素外，也和香港社會存
在已久的深層次矛盾未能有效解決有關。身為香
港工聯會會長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昨日直
言，從1997年以來，香港的實際工資增長不多，
社會分配不公凸顯，加上高度的資本壟斷，大部
分市民享受不到經濟發展的成果，令社會政治問
題有土壤繼續蔓延，認為必須進行社會改革。特
區政府兒童事務委員會非官方委員黃梓謙則形
容，香港年輕人有「三痛」，而要處理好香港的
問題，需要搭設一條加強溝通的橋樑。

吳秋北：資本壟斷致政治問題蔓延
吳秋北在環球時報2020年年會上指出，香港近

期發生的這場「內亂」，除了政治問題，還涉及
民生經濟的問題：從1997年以來香港工資增長水
平一直平緩，實際工資增長不多，社會分配不公
凸顯。另外香港高度的資本壟斷，所有民生經濟
命脈、土地的發展，都高度壟斷在幾大財團當
中，大部分市民享受不到經濟發展的成果，「我
們不要讓資本主義的運作走向一種壟斷式、沒有
活力的經濟結構，這樣會令社會政治問題有土壤
繼續蔓延。」
他坦言，暴徒的行為非常令人難以接受，但是

也有一部分香港市民在觀望，甚至希望通過暴徒
的暴力來改變社會不公平的現象。這凸顯出特區

政府的管治水平和處理危機能力仍存在很多問
題，必須要進行社會改革。
吳秋北其後在接受環球網記者訪問時補充，修

例風波對餐飲、旅遊及酒店等服務行業帶來很大
的影響，客流量喪失了約30%。根據特區政府公
開的新一季度數據顯示，香港目前失業率已由8
月至10月的3.1%升至3.2%，如果暴亂不止，對
香港經濟的打擊只會越來越大，工聯會已經關注
到香港的部分企業開始停薪減薪，且明年有的企
業還會有裁員情況發生。

黃梓謙：港青有「三痛」
黃梓謙會上則表示，身為香港「80後」，他自
己感受到香港年輕人有「三痛」。第一痛，在11
月18日晚，他曾進入香港理工大學，試圖說服一
些學生自行走出理大，在校園裡遇到幾十個「90
後」，他們都稱「未來看不到希望」，這種無望
感成為他們的成長的陰影。
「第二痛」，就是年輕人的住房問題，買房一

代比一代困難；「第三痛」是很多年輕人認為和
政府溝通不了，他們生活在新媒體的時代，而政
府官員並不了解他們的真實想法。
他還提到自己兩次「被冤枉」的經歷。今年十

一國慶節期間，他來北京參加活動，打車去北京
機場時，一上的士，司機聽到他的香港口音，馬
上問他：「年輕人，你為什麼要『港獨』呢？第

二次10月中旬，他再次來到北京參加活動，一上
到車，司機就說：『你是香港人嗎？下車！』」
他認為，要處理好香港的問題，需要搭設一個

橋，通過這個橋讓中央政府、內地民眾、香港民
眾好好溝通。

陳廣漢：立會無協商 只有衝突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陳廣漢則指

出香港問題的兩個層面，一是深層次經濟的矛盾，
二是香港本身存在的政治管治的危機。
他表示，香港在1981年時基尼系數是0.45，現

在已經是0.55。在經濟學中，0.5以上就是兩極分
化。他認為，隨內地改革開放，香港的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降低，同時也造成「三化」：一是經
濟的虛擬化，實體經濟轉到內地；二是結構單一
化，現在主要是金融、房地產；三是收入分配的
兩極分化，「這種深層次矛盾最終就體現在政治
上。」
陳廣漢還表示，香港回歸之後，中央政府支持

香港走民主化道路，但在民主化的進程當中，行
政主導的體制已經不存在了，現在幾乎走向「三
權分立」，特別是立法會問題很大。「立法會裡
有很多反對派，行政長官執政很困難。」沒有協
商，也沒有妥協，只有衝突，「很多政策不能執
行，最後經濟、政治和對青年教育的問題交織在
一起。」

市民未享經濟發展成果引發矛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北京報道）
不少未成年學生在修例風波期間參與違法
行動而被捕，香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昨日
呼籲，特區政府應在學校教育中要積極引
導年輕人樹立國家觀念，加強抵禦外部勢
力滲透的能力。前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
席、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則認為，教
育局在校本教材的規範上為學校給予更清
晰的規範指引，甚至高度介入，有助杜絕
煽動暴力、鼓吹「分離主義」的問題教材
的出現。

何君堯：亂局本質是「顏色革命」
何君堯在環球時報2020年年會上表示，

香港亂局的本質是「顏色革命」、「貨幣
戰爭」，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交織，還有
外國的平台互相交連。
他說，看福布斯報告，全球富人最多的

十個城市，中國佔3個：香港、上海和深
圳。美國人看了這個結果是什麼感覺？
「沒有錢，什麼人都不關心你，正是因為
有錢，才來找你麻煩。所以，我們講和平
崛起，但在美國人眼中不是這樣。」
何君堯表示，香港資源不多，地方不
大，但有的是人才，「但正如伍淑清女士
所言，20多年來，我們失去了兩代人。」
以往在學校教育中，對於「一國兩制」過
分強調「兩制」的重要性，沒有強化國家
的觀念。
他建議，在香港的小學、中學、大學中

要積極灌輸國民教育內容，引導同學樹立
國家觀念，否則面對外部勢力干預滲透，
將沒有抵禦能力。

鄧飛：「校本教材」屢現問題

鄧飛談到近期香港屢次出現美化暴力教
材的情況。他介紹說，香港的教材分為兩
種，一種是教育局審定的由出版社出版的
教材，另一種是「校本教材」，這種教材
主要是學校老師整理的一些學習資料等。
而屢次出現問題的問題教材，就是後者。
他介紹，在某種程度上，校本教材的重

要性超過了出版社出版的課本，「在香港
實際教學狀況之下，排第一位的實際上是
校本教材，而非出版社的教材。」
鄧飛認為，有問題的教材的出現，根源

在於教育局對校本教材的規範和監管幾乎
完全缺位，導致對校本教材的規範上存在
巨大漏洞。
不過，鄧飛認為，煽動暴力、鼓吹「分

離主義」的問題教材的出現，事實上也使
此問題暴露出來並引起社會重視，令教育
局可以在校本教材的規範上為學校給予更
清晰的規範指引，甚至高度介入。

香 港 文 匯
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北京大學
法學院教授強
世功昨日在環
球時報 2020
年年會上表
示，要高度警
惕香港問題的
「台灣化」：
當前香港問題
可能不再是資
本主義和社會
主義的衝突，
而是要不要認
同香港是中國
一部分，要不
要認同國家統一的問題。他認為，今天的香
港深層次矛盾中有經濟問題，但最衝突的一
定是思想文化層面的問題。

強世功：「港亂」涉思想文化層面問題
強世功提到，比較此番「香港之亂」和
1966年、1967年香港發生的反英抗暴有非
常大的區別，之前幾次比較明顯是由經濟問
題引起，造反的都是最貧困的人群。而現在
的暴亂，有經濟問題成因，但不是最主要
的，很多學生、教師、知識分子都參與到裡
面，這一定是思想文化層面的問題。
他指出，我們要意識到，最近這些年，香

港社會萌生和發展出與本土意識相關聯的後現代思
想，即後物質時代思想。此番暴亂中，年輕人的訴求
裡面，從來沒有要解決經濟貧困問題，要解決的都是
思想文化精神層面的東西。因此，從未來的角度來
講，我們怎麼治理資本主義，特別如何治理精神程度
已經發展到了後物質主義的香港，這是值得各方深思
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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