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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演藝界早前聯合聲
明，全力支持港區國安法立
法，香港美術協會主席林天行
亦是其中之一。他形容港區國
安法就猶如國家為香港市民派
下一粒「定心丸」，讓香港恢
復昔日的繁榮穩定，香港市民
能繼續安居樂業。憶述過去在
香港持續了大半年的暴力示
威，林天行感到十分痛心，冀
望港區國安法立法後，能夠杜
絕那些傷害祖國、傷害香港的
行為。他表示，身邊的朋友，
尤其是從事藝術創作的朋友，
均十分贊成立法，而當中一小
部分藉藝術創作但實質另有企
圖的所謂「藝術家」不能代表
藝術界。
自從港區國安法立法的消息
傳出後，有少部分文化藝術界
人士揚言會影響香港創作自
由，但林天行直言，這樣的不
安是源自大眾對國安法的不理
解。他反問：「如果你沒有做
傷害他人及對國家民族不利的

事，你害怕什麼呢？」
林天行不憂慮港區國安法立

法後會影響創作自由，並表
示，香港向來擁有高度自由，
無論是創作自由，還是言論自
由，都是廣大市民能享受的，
只要作品不傷害他人，不要企
圖推翻政府，任何題材都可以
創作。對於亦有言論誤導指港
區國安法立法後「即使到外國
交流也被指勾結國外勢力」，
林天行直指是謬論：「如果光
明正大進行純粹藝術文化交流
活動，當然無須感到害怕，那
些打着藝術交流幌子，卻暗地
進行傷害國家及香港的人當然
會害怕。舉例，如果你到外國
進行文化交流活動，對藝術家
而言絕對是好。內地每年均有
眾多藝術家到外國交流，我自
己也常到外國舉辦展覽及進行
交流活動，外國朋友也常常來
香港交流。光明正大進行藝術
交流絕對是好事，何須擔心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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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弦樂團創辦人及藝術總
監姚珏認為，港區國安法的設
立將填補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維
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
「草案說明講得很明確，香港
人根據基本法所享有的權利沒
有任何改變，所以對於普通民
眾的自由並無影響。」對於有
人憂慮國安法會影響創作自
由，她表示，國安法立法對香

港來說是起到穩定社會的作
用，對文化創作不會有什麼影
響。「它可以讓我們作為一個
文藝工作者，把更多的藝術作
品和音樂的歡樂帶給香港市
民，使普通民眾能在自由的空
間中享受藝術作品。我周圍的
朋友無不額手稱慶，（國安
法）會令社會各方面重拾正
軌。」

藝術家酉星（張醒熊）表示
十分贊成在港設立國安法，
「希望港區國安法能撥亂反
正！」他表示由於國安法仍未
在港實行，所以未有感覺香港
社會氣氛轉好。

他坦言不擔心設立國安法後
對自己有影響，更不擔心國安
法會限制藝術創作的題材內
容，「會繼續按自己的心意自
由創作，沒有擔心會有所限
制。」

作為一個愛香港的人，一名
傳統文化的守護者，香港毛筆
博物館館長張虹霓表示自己協
會裏的會員都一定支持港區國
安法的立法。他認為立法是一
個國家或者地區的重要環節，
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他
將一個國家比喻為一個家，每
位父母都有自己的教育方法，
而履行和遵守國安法就是市民
的義務與責任。
張虹霓又稱，回看香港黑暴

期間，平民百姓都是受害者，
早就應該立法來維持社會法
治，以保障人們生活安定以及
為藝術家提供穩定的創作空
間。「港區國安法」對於藝術
發展更有保障，指出藝術創作
並非要帶動社會分裂的思潮，
對社會現象抒發個人意見和感
受的作品，社會都可容納藝術
家自由發揮。社會穩定後，會
有更多的創作素材和藏品給大
眾欣賞。

中國文化基金會常務副主席張江
亭致力在港推動文化融合及教育，
他覺得現在才開始討論港區國安法
立法太遲，因為一個地區或者國家
不能沒有國安法來保障市民的安
全。談到港區國安法有市民感到恐
懼，他回想去年社會出現暴力示
威，有些人企圖顛覆國家的行為直
接影響市民的生活，破壞營商環
境，港區國安法的訂立至少能令香
港恢復繁榮穩定。
而要追溯社會運動的原因，張江

亭認為香港的媒體大多扭曲事實及
偏頗報道，導致市民沒有認清事
實，年輕人的憤怒來自於對政府處
理民生的不滿，社會環境使背後有
企圖的組織有機可乘。市民是有權

利知道細節以及前因後果，可是卻
甚少有媒體會作出客觀的分析與報
道。
要釋除市民對港區國安法的疑

慮，他認為政府要找一個有智慧與
能力的人來安撫大眾，以及帶來正
面的宣傳與教育，更重要是讓港人
知道先進國家都有屬於自己的國安
法，到香港執行時也會合乎「一國
兩制」的原則。
香港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他

相信利益共同體，不擔心香港與國
際上的聯繫會構成「勾結外國分裂
勢力」，反之透過國安法的保障，
更能夠保證香港有更良好的教育，
避免有人扭曲事實、製造白色恐
怖。

以作品記錄香港每一個時代
的藝術家巢錫雄，直言對於港
區國安法的立法沒有任何恐
懼。觀察到去年的社會運動以
及最近中美之間無炮火的鬥
爭，矛頭都是直指中國，他認
為港區國安法反而有助保障香
港人的生活，並維持城市的繁
榮穩定。他相信，港區國安法
立法以後，香港藝術家仍然有
原來的創作自由與空間，縱使
他的創作中有以時代與政治為
題材的作品，也不怕被抨擊，
因為作品純粹呈現了他對生活
與時代的體會，並沒有詆毀與

傷害國家的信息。
談及有人稱擔心日後與外國

藝術家合作與交流，會被誤解
為「勾結外國分裂勢力」，巢
錫雄坦言並沒有任何憂慮，因
為藝術本身就沒有疆界，與任
何人合作都是藝術家最基本的
權利，不相信政府會插手規
管。當然，要改變市民對政府
或者國家的信心，他認為政府
應該早在回歸之前多放時間和
心思部署自己的官方媒體，建
立政府喉舌，以免一些媒體偏
頗的報道誤導市民，或者引起
大眾對政府更多的疑慮。

多年前已來往於香港和內
地，參與書畫交流活動的本地
書法家劉若儀表示，恢復社會
秩序，讓生意人有生意，藝術
家有良好的創作環境，刻不容
緩，危害國家就是危害香港，
「國家被挑戰，受苦的是百
姓，這一點在此一年以來被充
分印證。」她指，從2014年非
法「佔中」到2019年的「修例
風波」，都是別有用心之人的
政治操作，受害的卻是香港的
各行各業，「各國都有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以此來保證社
會和主權的穩定，香港又有何
不同呢？」
「對於我們這些中國書畫藝

術家來說，往來內地的機會非
常多，也是對國安法最不恐懼

的一群人。」她指出，內地亦
有國家安全法，藝術家作為社
會中的人，亦是在國家安全法
的框架之下活動，但是據她觀
測了解，內地藝術家一直享有
充分的創作空間，以及非常自
由的展覽環境、與外國藝術家
的交流環境，「希望大家不要
拒絕去了解內地，只有了解才
能理解，才能成為一個有思辨
能力的有智之人。香港人不應
局限在自己的政治想像中，應
理解現實，開闊眼界。」
她也指出，現時尚未有具體

的條文訂立，在原則進行探討
時，希望可以與業界進行深入
的溝通，了解業界的聲音與擔
心之處，以保障業界對港區國
安法未來實施的信心。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通過港區國安法立法決定，使
得過去一直對香港的政治呈現
冷感態度的獨立畫家吳松決定
打破沉默，他第一時間走出畫
室到「各界撐國安立法聯合陣
線」的街站簽名，期待喧囂一
年的香港可以重回社會秩序，
重新出發。
對於有聲音質疑在港實施國
安法會影響到藝術創作的自
由，吳松認為這是「惑亂人
心」的不智之詞。「首先要知
道，自由沒有絕對性，任何傷
害他人生命抑或挑戰國家領土
安全的自由，都是犯罪者的理
論擋箭牌。」他指出，港區國
安法恰恰是讓本土藝術回歸藝
術本身的有效保證，「過去一
年中，我們業界可見很多所謂
藝術家將政治凌駕藝術之上，
把藝術變成政治之矛，把作品
變成文宣產品，去鼓動青年人
走上暴力之途。用政治做話題
炒作自己博得社會關注，將創
作作為武器去『反中亂港』。

有了港區國安法的規範，可能
這種藝術政治化的現象會減
少，使本港的藝術創作環境更
加澄清。」
「其實國安法的知識普及中

已經說得很清楚，主要針對分
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
實施恐怖活動、外部勢力干預
香港特區的四類行為，才會成
為法律制裁的對象，只要你奉
公守法，就無須緊張。」吳松
認為，作為文化藝術工作者，
只要沒有鼓吹分裂國家的內
容，就無須擔心，「作品就是
作品，內地也有不少文革主題
畫作，一樣大賣。只要你不是
別有用心地把分裂國家和鼓吹
暴力等的內容加到作品中，就
不用怕『犯法』，對於藝術家
來說，純粹的創作，有無港區
國安法都是一樣。」他同樣建
議在具體條文訂立之前應該加
大與各行各業的溝通、增加行
業人士對於該法的認識和理
解，讓藝術文化業界對於創作
的空間有充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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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天行：
打着交流幌子做壞事者才怕

吳松：
創作不鼓吹分裂國家何須怕

劉若儀：
港人不應局限在政治想像中

巢錫雄：
與外國藝術家合作不會受限

張虹霓：
為藝術家提供穩定的創作空間

酉星：
望立法助港撥亂反正

姚珏：
可令社會重返正軌

張江亭：
可阻止製造白色恐怖

■張江亭認
為港區國安
法可保障市
民安全。

■張虹霓稱
履行和遵守
國安法是市
民的義務與
責任。

■酉星不擔
心立法後創
作受限制。

■吳松籲具
體條文訂立
前多與各行
業溝通。

■姚珏認為
國安法可起
到穩定社會
的作用。

■劉若儀籲
港人理解現
實，開闊眼
界。

■林天行直
言大眾的不
安源自對立
法 的 不 理
解。

■巢錫雄稱
與外國藝術
家合作不會
有 任 何 顧
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