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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經過6
個多月，開了16次會議仍

未選出正副主席。身為會議主持人的郭榮鏗
仍堅稱自己一直按議事規則主持會議，並沒
有違反宣誓誓言或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並指如政府有不滿可以採取法律行動檢控
他，甚至取消其議員資格云云。
究竟郭榮鏗為何與其他反對派唱和，惡

意拉布、癱瘓內會達6個月之久？這其中有
兩個原因值得深思。
首先，郭榮鏗早前公開表明，他癱瘓內

會是為了阻止《國歌法》等政府法案的通
過。郭榮鏗反對《國歌法》有其政治目的。
自違法「佔中」以來，香港社會上出現一股
「港獨」及「本土自決」的思潮。2018年
3月，「佔中」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律系副
教授戴耀廷出席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主辦的
論壇，公然宣示「香港可以考慮成為獨立國
家」。去年反修例風波，有一些別有用心的
人，刻意操弄「港獨」議題。
郭榮鏗癱瘓內會反《國歌法》，就是為

「港獨」及本土自決派「背書」，企圖借阻
撓《國歌法》，令港人不認同國家主權，讓
「港獨」議題在香港有操弄的空間。北京航
空航天大學副教授田飛龍曾指出，《國歌
法》的主要功能在於規範和引導市民尊重國
歌，藉此「有機融入」國歌所代表的國家認
同及合法性；換言之，《國歌法》的本質就
是國民意識教育。說到底，《國歌法》本地
立法的爭議，就是國家主權及「港獨」意識
的鬥爭。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國歌法》已

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盡快完
成《國歌法》的本地立法，
是立法會應盡的憲制責任。
其次，政府有有法不敢依

的缺失。內會選正副主席，
原本用十幾分鐘就可以完成
的程序，拖了6個多月，16次會議仍未能
完成。郭榮鏗仍把自己惡意拉布、涉嫌違誓
瀆職的行為，美化成「為香港人爭取民主自
由和捍衛法治」。這個說法，實在和特朗普
建議將清潔劑注入人體醫治新冠病毒肺炎一
樣，可笑到極點。

郭榮鏗的行為，很明顯違反基本法第104
條和《宣誓及聲明條例》。全國人大常委會
在2016年就香港特區基本法第104條作出
的解釋中表示，作出宣誓的公職人員必須真
誠信奉並嚴格遵守法定誓言，倘作虛假宣誓
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須依法
承擔法律責任。而根據香港法例第11章
《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若任何人宣
誓後，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言，該人已就
任，則必須離任；該人若未就任，則必須被
取消資格。這正正反映郭榮鏗違誓瀆職，取
消其議員資格是有法可依。
今年9月就是立法會換屆選舉，內會再空

轉下去，很大機會一直拖到立法會選舉後。
雖然用法律手段制裁郭榮鏗，會引起政治風
波，但長痛不如短痛，該亮劍的時候就亮
劍。律政司應主動介入調查，並認真檢視如
何採取刑事檢控，讓郭榮鏗受到應得的法律
制裁，以令內會運作盡快回復正軌。

發起人帶起大團結 大聯盟帶動再出發
香港正處在回歸以來最困難時刻，「香港再出發大聯

盟」應運而生，對於帶動社會大團結，推動香港走向積極

正面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兩位身為國家領導人的全國政

協副主席同時擔任總召集人，清楚表明了中央對大聯盟的

支持和祝福。1,545位社會各界極具分量的人士擔任大聯

盟共同發起人，是對香港社會作出承諾，擔負起推動香港

再出發的責任，身體力行為香港重回發展正軌盡心盡力、

發揮帶頭作用。大聯盟共同宣言提出再出發四大主張，其

中，堅守「一國兩制」和重歸法治兩條，是再出發必須守

住的原則底線；重振經濟，保障民生，是推動香港再出發

的重要着力點；重拾團結，是希望不同政見、不同信念、

不同階層攜手同心，走出困局。

盧文端 全國僑聯副主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香港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修例風波雙重夾擊，面
對極為嚴峻的局面，需要所有熱愛香港的人組織起
來，發揮正能量。「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應運而
生。

中央支持祝福「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今年年初在中聯辦新春酒會上

發表「共同珍惜香港這個家」致辭，明確提出了
「新的一年，香港如何再出發」的問題，表達了中
央對「香港再出發」的希望。兩位身為國家領導人
的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和梁振英，親自擔任總召
集人，清楚表明了中央對大聯盟的支持和祝福。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由全港1,545位社會各界

人士擔任共同發起人，不僅有香港最具分量的工商
界鉅子、眾多著名社團領袖，還有多所大學的校
長、已經離任的政府高官等等，港區人大代表和政
協委員更是義不容辭加入其中，可謂是星光熠熠。
這些發起人都是香港的精英，在社會上具有重要

影響力。他們擔任大聯盟發起人，就是對香港社會
作出承諾，擔負起推動香港再出發的責任。大聯盟
主辦的第一個活動，就是本周末在全港18區向市民
派發1,000萬個口罩，大聯盟共同發起人，將到社
區派口罩。這是大聯盟發起人身體力行，為香港重
回發展正軌盡心盡力、發揮帶頭作用的具體行動。
大聯盟共同宣言提出再出發的四大主張：一是堅

守「一國兩制」；二是重振經濟；三是重歸法治；
四是重拾團結。其中，堅守「一國兩制」和重歸法
治是再出發必須守住的原則底線；重振經濟，保障
民生，是推動香港再出發的重要着力點；重拾團
結，是希望不同政見、不同信念、不同階層攜手同
心，走出困局。

堅守「一國兩制」重振經濟重歸法治
「一國兩制」不僅是香港的最大優勢，而且是香

港社會的最大公約數，是香港最多人能夠接受的共
識基礎，能夠對香港社會產生無可替代的感召、化

解和凝聚人心的作用。香港再出發，最重要的還是
發揮好「一國兩制」這一最大優勢，堅守「一國」
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抓住發展機遇，贏得成
長空間，寫下「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
好」的嶄新篇章。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
講話中明確指出，「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
發展是永恒的主題，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決
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香港再出發的一個重要
着力點，就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設、謀發展上
來，通過發展來帶動解決經濟民生的深層次問題。
駱主任在中聯辦新春酒會致辭時談到「香港再出
發」時，也希望香港早日從政治霧霾中走出，早日
在聚焦發展上破題。香港現時失業率飆升，民生艱
苦，很多中小企業岌岌可危，社會各界必須凝聚力
量抗疫情、救經濟、保就業、護民生。
習主席在新年賀詞談到香港時語重心長地說，

「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

園！」法治文明是香港社會穩定的基礎，也是香港的
核心價值。「黑色暴亂」已經對香港的社會穩定和經
濟民生造成嚴重衝擊。正如駱主任所說，突破了法治
和文明的底線，對社會只會帶來災難性破壞。香港再
出發，必須重歸法治，確保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穩定社
會環境，讓香港市民有一個安穩的家。

不同政見不同信念不同階層重拾團結
以「堅持『一國兩制』，共建穩定繁榮香港」為

宗旨，匯聚全體香港人的力量——拒絕被「攬
炒」，選擇發展；拒絕被破壞，選擇法治；拒絕被
撕裂，選擇團結；推動香港再出發。這是大聯盟發出
的呼籲，也是香港市民的共同利益和願望。香港是
750萬港人的共同家園，香港這個家已經遭受重創，
沒有繼續內耗折騰的本錢。每一位珍惜和愛護香港這
個家的香港人，不同政見、不同信念、不同階層，都
應該「拋開區分求共對」，重拾團結，共同推動香港
再出發，走出困局，開創新的美好明天！

香港回歸至今，反對派和西方一些勢
力從來沒有放棄過對中央權力在香港實施的步步緊迫，
企圖進一步擠壓和限制中央權力。早在1998年4月劉慧
卿一場「烏龍」狀告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的
政治秀，就充分顯露了反對派的無理取鬧和無聊幼稚，
後來不僅輸了官司還拖欠訟費。詭異的事還有，當時美
國眾議院國際新聞發言人，也提出了「新華社香港分社
等中國駐港機構免受香港部分法律管轄是北京在干預香
港事務」。到了2000年1月18日起，新華社香港分社
更名為香港中聯辦後，對相關問題做了解釋說明並批駁
了反對派的無端質疑。
基本法是香港法治的基礎，維護香港的法治首先要維

護和貫徹基本法，反對派的有關做法，非常明顯地不是
在維護香港的法治，而是在破壞香港的法治。基本法作
為全國性法律，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誰制定、誰負
責、誰監督」，這個人人都懂的淺顯道理和簡單邏輯，
一經過反對派的「口」就「走形變樣」了。本質上也反
映了他們對「一國兩制」不認可，對「一國」原則不認
可，對中央管治權不認可，也是他們親手破壞了香港的
民主發展和普選進程。當代政治理論學者Jeremy Wal-
dron曾經指出，忠誠的反對派是發展民主及民主落實初
段的重要一環。只有當反對勢力的大多數「進化」成為
忠誠的反對派時，香港的民主發展才會出現向好發展的
轉機，儘管「冥頑不靈」的反對勢力仍會在香港存在。

大趨勢和香港下一代的未來
目前中國在經濟科技發展水平和軍事力量方面，跟西

方大國相比還是存在相當大的差距。中國也清醒地認識
到對外要防止「修昔底德陷阱」，即避免所謂新興大國
和守成大國之間必然發生的衝突，所以提出了中美要建
立新型大國關係。如果不能逃脫零和遊戲的博弈，兩國
的衝突也為期不遠了。而衝突將引起人類的大災難，一

個負責任的政治家絕對不會讓局勢這樣惡
化下去。
今年這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疫情，

中國的「舉國體制」在抗疫方面發揮了巨大的優勢，付
出了非常慘痛的代價，遏制住國內疫情的蔓延升級，也
為全世界爭取了寶貴的備戰時間。疫情對美國衝擊很
大，我們不想去知道，在抗疫過程中美國不斷針對中國
的政治操作，對特朗普掌權是否有大的幫助。但可以預
見的是，中美之間在新冠疫情問題上的矛盾，短時間內
很難消除，而美國等西方國家也會藉此加大力度遏制中
國的發展。
客觀上，要遏制中國的發展也絕非易事，美國等西方大

國的阻撓，或許可以使中國發展緩慢二三十年，但卻無法
使其停止。誠如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所說的，「我並不認
為中國的發展可以被遏止。巨人已經出瓶，再也塞不回
去。即使沒有外力幫助，中國國內的活力也足以使它發展
壯大」。在1980年代末90年代初，鄧小平也說過，「中
華人民共和國是打了22年仗才建立起來的，是在被封
鎖、制裁、孤立中建立起來的」。在那個時候，鄧小平已
經透過紛繁複雜的重重迷霧，提出世界格局大變動給中國
提供了幾百年難得遇到的歷史性機遇這一重大課題。
對於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已經成為了「不可逆」

的歷史發展趨勢。隨着世界中心向東亞地區轉移、國際
格局多極化發展和中國的不斷崛起，香港將迎來新一輪
發展機遇。全世界在重新「洗牌」，香港也將面臨重新
「洗牌」，香港這一代年輕人要因應這個大趨勢做好積
極準備和沉着應對，敢於打破固有思維，積極投入到國
家發展和亞洲崛起的新機遇中。香港社會和既得利益者
也應該以更加包容的心態引導、教育、幫助這一代年輕
人，因為這一代年輕人絕對不是反對勢力眼中的con-
dom，而是國家發展和香港「一國兩制」未來最重要的
持份者。 （續昨日，全文完）

年輕人不甘做Condom 「攬炒」注定失敗 （下）
陳曉鋒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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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及前特首董建華、梁
振英擔任召集人的「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昨
日正式成立，向全社會發出了「堅持『一國
兩制』、共建穩定繁榮香港」的有力聲音。
青年代表未來和希望，是香港社會中最具活
力和創造力的群體。在「五四青年節」前
後，社會焦點再次聚焦到青年身上，但令人
痛心的是，不少青年在過去一年捲入黑暴衝
擊，甚至參與非法抗爭，成為反對派的「政
治燃料」。

未成年捲入黑暴令人唏噓
近日，筆者閱讀一份報告得知，在「修

例風波」中，警方依法拘捕了7,000餘人，
其中30歲以下人士佔八成，還有千餘人不
滿18歲。對此，相信很多人會潸然淚下，
感到痛心，反問自己「香港怎麼了？」「香
港青年怎麼了？」屋漏偏逢連夜雨，新冠肺
炎疫情肆虐下，香港失業率走高，部分大學
生可能面臨「畢業即失業」等困難。對於那
些曾經參與黑暴衝擊的畢業生而言，或許會
沒有見工面試的資格，直接被拒之門外。
這是令人揪心的問題，但他們畢竟是小

部分，不能代表整個香港青年群體。至少，
反對派政客的子女沒有參與非法遊行示威，
更不會衝在黑暴衝擊的最前線。
香港今天的繁榮，是前輩克勤克儉、艱

苦奮鬥創下的基業；香港今天的成功，演
繹着千萬個白手起家的感人故事。香港美
好的未來，更要靠一代又一代香港人的聰
明才智和辛勤汗水。改革開放之初，港
人、港企敢做「吃螃蟹」的人，率先回內
地就業創業，飲到改革開放的「頭啖
湯」。如今，香港已經回歸祖國近23年，
兩地一家親，港人北望神州、創新創業，
更不應落後。

成為大灣區建設的引領者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際遇和機緣，都

要在自己所處的時代條件下，謀劃人生，創
造歷史。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
球重心由西方向東方轉移，國家日益走近世
界舞台的中央。空前的變局要求積極的應
變，香港青年應順應大勢，珍惜機遇，積極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自己的人生增值。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的戰略支撐和重要平台，既有助於完善
產業鏈，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更有助於拓
展人的發展空間。國家正在制定「十四五」
規劃，有理由相信粵港澳大灣區將在國家改
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發揮更重要作用。香
港青年應當多思考、多行動，積極搶佔先
機，努力成為大灣區建設的引領者、促進
者、促成者、貢獻者和分享者，不再局限於
香港這片彈丸之地，搭上祖國發展的快車，
實現新的更大發展。
香港政團社團眾多，為凝聚青年、服務

青年作出了積極貢獻。但是，部分團體也存
在表面化、形式化、富貴化、娛樂化等問
題。青年團體要成為團結廣大青年的橋樑和
紐帶，不單單靠有多大榮譽，有多高職位，
搞多少活動，有多少資源，而是要靠真正走
進基層，了解青年，做青年友，幫助和引導
青年認識國際格局，認清香港局勢，認同中
華文化，為青年發展多搭台、多搭梯，為青
年成就夢想提供正能量。

香港要再出發，香港青年也要再出發。
行勝於言，質勝於華。香港青年要真正具備
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要敢於上
下求索、開拓進取，要擔當起歷史使命和光
榮責任。眼下，更要用「朝氣」抑制「戾
氣」，用「攬活」代替「攬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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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63條規定，「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
作，不受任何干涉」。沒有人可以凌駕法律，即使他們
財雄勢大、有社會地位或外部勢力撐腰，也不會受豁
免。因此，在涉案條件均等的情況下，只要是違反法律
的人最終也會受到檢控。被控人的境外支持者根本不應
該要求律政司優待疑犯，更別說是意圖脅迫檢控人員放
棄履行職責。可幸的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堅守刑事檢
控的獨立性，拒絕向外部勢力妥協。

黎智英和李柱銘等15名反對派人士在4月18日被控
於2019年組織、宣傳或參與非法集會，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隨即匪夷所思地指責北京和在港的親中人士在此事上
違背《中英聯合聲明》，他的指控完全沒有任何依據。
無獨有偶的是這批被捕人士當中有數人曾訪美並受到蓬
佩奧的熱情接待。蓬佩奧的言論顯示，他不是對香港法
律制度的運作一無所知，就是漠視香港的法治。面對如
斯脅迫，鄭若驊司長拒絕妥協，不向惡勢力低頭，做法
最正確不過。蓬佩奧恃強凌弱的作風可謂舉世知名，例
如在早前，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本蘇達（Fatou
Bensouda）就美軍在阿汗富涉嫌犯下的戰爭罪行展開調
查，蓬佩奧在3月17日威脅若她不中止調查，將會對她
的職員和家人「採取行動」，事件惹起國際社會極大非
議。蓬佩奧的本能反應像街頭惡霸，與外交官的名銜沾
不上邊。尤其是當今世界人們渴望各國領袖展示政治家
風範之際，蓬佩奧的所作所為讓人唏噓不已。

此外，與蓬佩奧不遑多讓的，莫過於一眾歐盟議會外
交事務委員會成員企圖顛覆香港的法律程序。就在15名
被捕人士保釋候審期間，來自斯洛伐克的萊赫曼議員
（Miriam Lexmann）發起行動，連同約30名歐洲議會
外交事務委員會成員去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促請她撤

銷被捕人士的控罪。
與此同時，位處英國的「香港觀察」（Hong Kong

Watch）也急不及待加入戰線。「香港觀察」還動員前
外相聶偉敬（Malcolm Rifkind）為反對派辯護。真是難
為了聶氏，他一臉正經地宣稱：檢控被捕人士乃是「破
壞國際法治秩序」的行為，因為此舉「違背《基本法》
和《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承諾」。這當然是一派胡言，
體現他對兩者的極度無知，荒謬程度好比前港督彭定康
譁眾取寵的伎倆、聲稱逮捕一眾人士是「進一步埋葬
『一國兩制』」。
然而，英國外交部的回應尤其令人搖頭嘆惜。固然，

彭定康、聶偉敬和羅傑斯之流在香港問題上不斷向英國
外交部叩門「告狀」，當局難免感到困擾，但它總不能
為了息事寧人，竟然呼籲香港特區政府「避免採取行動
令局勢升溫」，這顯然是不智的決定。這番話意味着若
犯人有某種社會地位，即使犯罪證據確鑿也可以不被起
訴，這不論在香港或英國都違背了法治精神。

律政司司長在4月26日嚴正告誡外國政客，如果他們
認為可以透過恐嚇手段干預香港司法制度的運作，那他們
就大錯特錯了。她強調律政司的檢控人員獨立行事、仔細
評估證據；她表明自己絕不會向外國政客的政治訴求妥
協。她表示，任何干擾律政司正常運作的行動都是徒勞。
香港的法律制度在亞洲地區可謂數一數二優秀，所以

這些外國政客與其肆意攻擊香港的專長，倒不如敦促大
眾遵守法律，讚許鄭若驊捍衛司法檢控準則，以及勸阻
違反《檢察官準則》、恐嚇、阻礙和侵擾檢察官的行
為。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版刊登在《中
國日報》上。有刪節。）

外部勢力破壞香港法治乃徒勞之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