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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大放厥詞，反對《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他公然「告誡」中國政府，任何在
香港實施「嚴厲」國家安全法的努力，都不符合北京
對「一國兩制」的承諾，且會影響美國在香港的利
益。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文，批評美國政客對香港事務

「喋喋不休、大放厥詞」，予以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促其遵守國際
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停止干預香港事務。

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憲法和刑法中，都有維護國家統一的條款，都
有針對反分裂、反叛國方面的立法。美國是較早開始國家安全專門立
法的國家，於1947年就通過了《國家安全法》，該法生效70多年
來，經歷了多次修改，始終在不斷完善和發展。美國還是國家安全委
員會制度的起源地。世界所有大國包括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
印度等或多或少都借鑒了美國經驗，制定了本國維護國家安全的綜合
性法律，建立了自己維護國家安全的頂層決策和議事協調機構，完善
了有關制度體制機制。
蓬佩奧為了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竟然宣稱立法「不符北京承諾」。

但自《基本法》在1990年頒佈起，已有第二十三條的規定，由此可
見，中央在承諾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同時，已承諾授權香港特區
自行立法保障國家安全。蓬佩奧如此信口雌黃，暴露他對《基本法》
根本一竅不通，是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蓬佩奧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其中一個原因，竟然是「影響美國在當
地的利益」，這一說法頗有欲蓋彌彰的意味。自修例風波和暴亂以
來，「港獨」分子搖晃美國旗，暴亂頭目叫囂「為美國而戰」，「暴
力攬炒」、「政治攬炒」和「經濟攬炒」，已構成危害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的巨大禍患。
大量事實證明，美國對香港這場暴亂所作的絕不限於聲援，而是參

與了從策劃、造勢、組織乃至實施的全過程。在內外勾結、互相配合
下，暴徒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有部署，一波又一波地推動顛覆
性的暴亂。
黑暴運動充分展示了香港對維護國家安全不設防的危險性，在關鍵

時刻會成為致命隱患。國家安全立法缺位所帶來的不良影響，已經有
目共睹，二十三條愈遲立法，對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威脅愈
大。蓬佩奧聲稱二十三條立法「影響美國在當地的利益」，乃「此地
無銀三百両」，底牌是二十三條立法影響美國在香港的「干預利
益」、「顛覆利益」、「顏色革命利益」。美國一方面炮製《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對香港「長臂管轄」，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另一方
面阻止香港就國家安全立法，這不但是雙重標準，更是強盜邏輯。

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責任，既是香港作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
應有之義，也是世界通行的政治倫理和法律規範要求。二十三條立法
不能一拖再拖，特區政府應該適時提上議程，面對「攬炒派」的抹黑
及恐嚇市民手段，政府必須做好向大眾市民解說的工作。

「大聯盟」帶領香港再出發的急務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牽頭成立「香港再出發

大聯盟」這個大型組織，希望它集中精力多做有效的實

事，夯實「一國兩制」基礎，為國家多作貢獻。大聯盟

「共同宣言」提出再出發的四大主張： 一是守憲制； 二

是振經濟； 三是護法治； 四是重團結。怎樣去具體落實

這四大主張，當然並非一件容易的事。而據我了解大聯盟

現今正在努力具體規劃和安排這方面的工作。這裡我提出

一些意見和建議，供大聯盟考慮。

徐是雄 教授

董建華在大聯盟成立發佈會致辭時指出，香港目
前要克服三大危機：一是疫情危機； 二是經濟危
機；三是政治危機。而這三大危機，都與香港的年
輕人有關。

教育質量不進反退
「疫情危機」影響了現在學生能否回校正常上課

的問題。現今疫情已呈現逐步減輕的趨勢，但由於
疫苗還需要大約一年多的時間才能面世，所以疫情
會否在下一學年再一次爆發，很難預料。因此，我
建議大聯盟應組織一些學校的老師、有關的專家和
有興趣的商家及風險投資人士，就怎樣利用網上教
學、怎樣更好地開發網上教與學的軟件、怎樣更具創
新性地利用人工智能來改進教與學的方法，以及提升
教與學的效率等問題，作出研究，從而顛覆和改變現
今香港過度依照英美的教育模式，而逐漸步入愈來愈
僵化、脫離香港現實、脫離中國內地的社會主義發
展，以及缺乏創新的思維方式的境況。
香港的教育質量，自特區成立後，不但沒有大幅

度的改進，而事實上是不斷地在倒退 (特別是在英語
的應用方面出現了明顯的倒退)，使香港的教育無

法在現今數字化的時代，保持一定的領先地位，更
缺乏能力去引領或為香港建立開創新的數字化的經
濟，也無法幫助香港把經濟予以轉型，朝着建立一
個智能化的城市的方向發展。可以說，這才是香港
面臨的最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

融入內地重整教育
因此，依我的看法，現今香港的「經濟危機」，

大聯盟並不一定需要急着去解決。例如，疫後出現
的失業問題，只是一個短期的問題，不會太難解
決，只要全球的疫情平靜下來，自然就會得到解
決。對香港來說，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應該怎樣趁這
一難得的契機，讓香港可以高速地融入國家未來的
「新基建」的環境中去，不然香港就會被內地的高
速數字化經濟發展進一步推向邊緣化。而要解決這
一個問題，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大力培養我們香港
的青年要有創新的思維，懂得怎樣去接受新事物、
新思想。而在這一方面我們香港的教育，從小學到
大學都存有太多的短板。我希望大聯盟能做到的是
把這些短板盡快補上。怎樣把政府和教育界人士的
陳舊落後的思維方式糾正過來，盡快追上和融入內

地的發展，然後才會有更多的辦法與國際接軌，協
助推動經濟全球化的發展。
至於「政治危機」，這就涉及到怎樣可以盡快遏

止一些年輕人搞「攬炒」、暴力和「港獨」的思
潮。大家都清楚知道，造成年輕人誤入歧途的主要
問題和原因，是出在香港的教育，或更貼切地說，
是香港的一些老師，以及他們錯誤的政治立場和思

維方式。因此，如要解決這一個問題，大聯盟應該
做的是組織一批政治可靠的學者和專業人士，對香
港的有關教師作一次有系統的全面培訓 (train the
trainers)。有了好的教師，才能教出好的學生。而我
認為，此事大聯盟應立刻與各中學及大學合作去
做。只有這樣，才能容易解決好香港的「政治危
機」問題。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提出四大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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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大主張，抓住了香港發展的關鍵，
只要同德同心、共同努力，香港一定可以
應付開埠以來最嚴峻的政經挑戰，既戰勝
疫情，又可以擊退外部勢力及香港反對派
的反中亂港攻勢，讓香港沿着「一國兩
制」的康莊大道走下去。

美國已經把香港作為壓制中國崛起的戰
場，對香港採取了三項策略：恐嚇、分
裂、遏制。
恐嚇是指最近美國和香港反對派不斷製

造謊言，恐嚇港人說：「2047年快到來
了，屆時就沒有『一國兩制』。港人現在
就要改變現狀，今年9月份的立法會選舉，

『民主派」要奪取過半數議席，港人才會
有『高度自治』。這是最後機會了，一定
要在投票時全力以赴。」
分裂是指美國和香港反對派利用「人

權、自由、民主」的文宣，撕裂香港，
更企圖把香港从中國分裂出去，損害中
國的主權和安全，後果將會給香港帶來
災難。

回歸以來，美國和香港反對派長期在香
港挑動社會對立，利用勞資矛盾煽風點
火，透過職工盟等反對派組織不斷發動罷
工、罷市，嚇走投資者，癱瘓經濟運作。
他們更加利用青年學生火中取栗，煽動青
年參與黑暴，搞「時代革命」，喪送青年
的大好前途和香港的未來。
美國和反對派製造社會撕裂對立，造成

嚴重後遺症。自從2014年「佔中」、2019
年修例風波，香港各行各業陷入蕭條，大
量僱員失業，青年向上流動的機會也越來
越少，對政府和國家的怨氣也越來越大，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積重難返。

遏制更是美國干預香港、
壓制中國的既定策略。美國
將疫情政治化，叫囂向中國索償、徵收新
關稅，企圖轉嫁危機；並利用美國的國內
法制裁香港，目的也是要搞垮香港，損害
700萬港人的利益，藉以給中國發展添煩添
亂。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提出四大主張，

結合實際、有的放矢，有力反擊美國勢力
和反對派的反中亂港舉措。
堅守「一國兩制」和重歸法治，可以說

是最關鍵性的兩條，綱舉目張。香港要反
對美國干涉，制止反對派「攬炒」香港的
惡行，首先要堅持憲法和基本法，依法堅
決反制。香港反對派騎劫議會，惡意拉
布，乞求外國制裁香港和國家，已經違反
誓言，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行，
特區政府應依法制裁這些亂港政客。
港人團結一致，配合和支持特區政府施

政，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香港一定
能夠以正壓邪，重新出發再創新天地。

大聯盟四項主張促排除干擾走出困局
林龍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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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珮帆 立法會議員

香港律師會5月28日舉行周年會員大會，改選5名理事。六名曾為
「黑暴」違法者提供法律服務的「手足律師」，原稱分組兩張名單角
逐。具有深厚公民黨背景、且擺明政治立場的「林洋鋐名單」(包括
林洋鋐、彭浩昕、蔡梓蘊)，以及宣稱「獨立、無政黨」的「黃耀初
名單」(包括黃耀初、蔡穎德、陳嘉豪)。雖然兩隊持相同立場，但辯
稱顏色深淺不同。
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截止報名前，兩隊「突然合體」組成五人名

單，並明言為了「集中票源」。
事件提醒，這是有預謀的選舉佈局。反修例風波引發的黑暴並未因

疫情而遠去，香港陷入空前的政治撕裂，就連找餐廳吃飯，也有「藍
店」與「黃店」之分，政治黑手已深入到每一個行業，就連標榜公
平、公正、公開的法律行業也難以倖免。
林洋鋐、黃耀初等「手足律師」，打正政治旗號角逐律師會理

事，批判警方「在社會運動中執法不公」，更斷言現有律師會理事
會「親建制」、不敢批評警方，揚言一旦進入理事會，將帶領律師
會同手足「齊上齊落」，支持手足繼續抗爭，認為這才是展現「法
律公義」。
筆者清楚記得，律師會早在去年9月就已發表聲明，表明反對一

切暴力行動，質問執法暴力要譴責，難道破壞社會、「私了」無
辜就不用譴責？想不到現在有人為了選舉，罔顧法律公義，竟然
認同「違法達義」都可以接受。必須指出，違法，本身就是不
義！
作為法律工作者，應該更冷靜相信法律的力量，而不是宣揚「違法

達義」的「政治激情」，煽動違法，博取「手足」支持。否則，法律
專業還有何專業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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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剛

近日可立小學一名小二常識科「黃
師」，在網上教學鴉片戰爭時稱戰爭起因
「乃因英國發現中國當時很多人吸煙，所
以他們為了消滅這些叫做鴉片的物品，就
發動了這場戰爭。」事實是一群無恥的侵
略者為扭轉貿易逆差而將毒品輸入中國，
又因見中國為禁人民繼續吸食毒品而銷
煙，最後利益受損便攻打中國。如此家喻
戶曉的歷史，這名「黃師」居然可以一而
再，再而三地將無恥侵略中國，甚或在同
時期奉行惡名昭彰的帝國主義侵略多個國
家的英國，說得不能再大仁大義，將侵略
你說成「打救你」。只要知道這段歷史
的，對此無不義憤填膺！

有讀過近代史的人也會知道，不論英國
還是歐美列強，在所謂「白種人負擔」的

思維和利益驅使下，對我們炎黃子孫大多
不安好心，100多年來為我們帶來接連不斷
的戰爭和掠奪，直至中國真的站起來、富
起來、強起來的今天才有所改善，但明眼
人也看到仍有不少歐美領導人的思維帶有
帝國主義或冷戰思維，不斷針對我們、意
圖遏制中國發展。
或許我們應該覺得奇怪？還是在「黃

師」當道下的今天心知肚明？為何有這麼
多年輕人在今天會舉起英、美國旗搞亂香
港？為何有人仍在社交網站上，要求現時
防疫做得遠差過香港的英美，來介入香港
防疫工作？又為何仍有人到今天仍在太子
站拜祭一些根本沒有死去的人，甚至比拜
祭自己的親人更加「用心」？究竟因黑暴
衝擊而被控被捕的年輕人中，又有多少是

由學校「黃師」誤導而成？筆者並不相信
學校是不分是非之地，但如今情況又豈能
讓我們放心？
如今，最大「黃師」組織教協，一如所

料不敢正面回應今次事件。究竟他們真心
認為如此專業失德、扭曲歷史絕無問題？
還是他們根本在默許「黃師」誤人子弟？
為何為人師表者，為了一己政治立場便可
埋沒良心歪曲歷史？相信讀者也心知肚
明。
面對「黃師」當道，究竟香港還要出

多少個賴得鐘和戴健暉之流誤人子弟？
究竟香港的教育制度下還要出產多少
「漢奸」？期望特區政府不要再縱容和
輕饒這些失德「黃師」，救救孩子！救
救社會！

開除「黃師」救救孩子
崔景恆 香港漁民青年會主席 新界青聯智庫成員

2020年11月美國總統選舉，現在美國國
內和國外輿論，普遍認為特朗普的選情不
樂觀，主要的判斷依據有以下幾點。

一，美國總統特朗普帶領美國人抗擊美
國的新冠肺炎疫情慘不忍睹，確診新冠肺
炎的個案節節上升，愈來愈多人相信美國
確診人數將達200萬人，死亡人數將達10
萬。常人的認知：特朗普應對新冠疫情這
樣差，禍害美國人這樣慘，美國人應會追
究他抗疫不力的責任。
二，美國大部分的媒體都在反特朗普，

特朗普自上台以來也不斷嗆聲反他的媒
體。特朗普層出不窮的「特句」既遭到美
國主流媒體的抨擊，更是全球民眾的笑
柄。美國傳統媒體和輿論營造出來的觀感
是反對特朗普的人多，其他國家和地區的
媒體再引用美國的媒體，繪聲繪影之下，
好像特朗普的選情快不行了。

三，不同媒體或機構發表的民調結果均
顯示，民主黨拜登的支持度領先共和黨特
朗普由幾個百分點到十幾個百分點。比較
科學的民意調查可以作為依據，顯示特朗
普正處於劣勢。

選舉是不能簡單地從所處環境的表象和
個人喜好進行判斷的。若說美國總統選舉
特朗普會輸，恐怕是言之過早！
一，美國人真的會把抗疫不力的罪責全

都歸咎於特朗普嗎？我們不能用東方的國
家制度來衡量西方的國家制度，尤其美國
是一個聯邦國家，權力來源不同，責任分
擔也不同。
二，美國傳統媒體不滿特朗普，特朗普不

爽這些媒體，並不是一件新鮮事，自特朗普
在2016年參選總統，講衰他的媒體都在，
現在只是雙方敵意更明顯而已。特朗普自當
選以來其中一個策略就是打擊美國傳統媒體

在美國人心中的公信力和形象。不過，他們
已成一種共生的關係，互刷着負面的知名
度，從而贏得各自的支持與收益。
三，美國總統選舉的民調結果可信嗎？

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民主黨希拉里對共
和黨特朗普，民意調查都說希拉里獲勝，
結果「爆冷」特朗普獲勝。全球遍地都是
眼鏡碎片，馬後炮檢討民調失效的原因有
很多，如「沉默的螺旋」，指特朗普的支
持者「怕羞」不敢對民調說實話；「社交
媒體效應」，說特朗普是推特（Twitter）
總統，自己掌握輿論主導權和話語權；
「民調抽樣落後」，民調機構抽樣調查的
方式跟不上時代科技的變化，不能準確抽
樣年輕人與長者回應比率，等等。
2016年，美國人可以選出這樣一個「智

商超群」的特朗普作為總統，2020年，不
妨拭目以待。

美國選舉特朗普會輸？
洪錦鉉 城市智庫召集人

■日前，由全國政
協副主席董建華、
梁振英擔任總召集
人的「香港再出發
大聯盟」正式成
立。圖為董建華、
梁振英等嘉賓啟動
「千萬口罩獻愛
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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