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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引領香港走向光明（上）
中央出手，香港得救！6 月 30 日，在栗戰書委員長主持

面穩定下來，香港可以重新出發，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

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全票通過《中華人民共

生。在香港慶祝回歸祖國 23 周年之際實施香港國安法，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國家主席習近平

喜上加喜，極具象徵意義和歷史意義。愛國愛港的香港同

簽署主席令予以公布。香港國安法隨即由香港特區政府刊

胞歡欣鼓舞，衷心歡迎和堅決支持香港國安法正式實施，

登憲報並正式生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有信心實施

深信香港國安法將引領香港走出亂局困局，使香港實現由

香港國安法後，困擾市民近一年的社會動盪可以減退，局

大亂到大治的偉大轉折，走向更加光明的未來！

高敬德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香港國安法充分展示中央在香港撥亂反正的決心
和意志，既治標又治本，能徹底清除「港獨」這一
最大「政治病毒」，剷除香港暴力恐怖活動的土
壤，有效維護國家安全。香港國安法以雷霆萬鈞之
力打擊極少數「港獨」、「黑暴」和「攬炒」勢
力，更好保障香港人權，為香港解決深層次矛盾和
問題創造條件，港人安居樂業將不再是夢想。香港
國安法使「一國」根基更加牢固，「兩制」揮灑空
間也將更大，中央將堅定支持香港維護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更好發揮香港作為中國內地與世界的超級
聯繫人作用，香港營商和投資環境更好，必定會越
來越繁榮穩定。

清除
「港獨」
最大
「政治病毒」
經歷 2014 年違法「佔中」和去年的「修例風

波」，香港和內地同胞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香港
最大的政治矛盾是反對派和外部勢力要將香港變成
反華反共的橋頭堡，將香港變成外部勢力牽制和遏
制中國發展的一枚棋子；香港最大的「短板」是不
能有效維護國家安全；香港最大的「政治病毒」是
「港獨」，「港獨」也是暴力恐怖活動的溫床，是
「一國兩制」和香港政治社會穩定的心腹大患。
分離主義思潮近年在香港不斷蔓延，對青年學生
毒害尤大。去年修例風波中，一些組織和人員明目
張膽地鼓吹「港獨」、「自決」等言論，侮辱和焚
燒國旗，污損國徽，衝擊中央駐港機構和香港立法
會等政權機構，甚至叫囂「武裝建國」、「廣場立
憲」。「港獨」分離主義活動越來越表現出明顯的
恐怖主義犯罪傾向，一些人持續進行各種暴力活
動，阻塞交通，毀壞地鐵，圍堵機場，四處縱火，

黃錦良 教聯會主席
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香港國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
三，並在香港正式生效和實施。在法律起草的過程中，中
央充分尊重港人意見，同時將主要執法、審判等工作交由
特區政府處理，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高度信任。
香港回歸祖國23年，特區政府至今仍未能完成基本法
第 23 條本地立法的憲制責任，成為危害國家安全的致命
隱患。過去一年，香港出現嚴重的社會動亂，暴力事件
持續發生，破壞社會安寧，經濟民生大受影響。更甚的
是，激進分子鼓吹「港獨」、「自決」、「公投」等主
張，屢屢挑戰國家主權，衝擊「一國兩制」的原則底
線，意圖在香港策動顏色革命。鑑於目前香港的政治局
勢，制定一套完善的法律及機制，絕對有必要性和迫切
性。
香港國安法主要針對「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
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
家安全」四類罪行，違反相關法例最高被判處終身監
禁，對極端犯罪分子具有一定阻嚇性。法例推出後，預
計將能堵塞國家安全漏洞，有效止暴制亂，盡快恢復社
會秩序，廣大市民的基本權利得到充分保障，為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及「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奠定穩固的基
礎。

開展國家安全教育責無旁貸
隨着法例實施，特區政府須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教育

局必須盡快制定合適的指引，包括教授內
容、教學形式及時數等，讓學校有所依
循。同時，建議教育局向學校提供相關教材，展示教學
實例，並舉行培訓工作坊，讓前線教師掌握法例的條文
內容及教學方法，讓國家安全教育得以順利開展。
國家安全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幾乎所有事情都關乎
國家安全，故學校可在常識科、中史科、歷史科，乃至
地理科加入相關元素。同時，教師亦可以外國的「顏色
革命」為例子，讓學生了解確保國家領土完整的重要
性，並清晰教導學生不能作出哪些犯罪行為。除了課堂
教學外，亦可透過問答比賽等具趣味性的方式進行，既
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亦能深化課堂所學。
由於國民教育與國家安全相輔相成，政府必須加強支
援學校做好國情教育的工作，建議推出更多措施，讓學
生系統地學習重要的國情知識，加深他們對國家的認同
感，從而建立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筆者建
議在課程及教材加入更多國情國史教育的元素，包括國
家歷史和文化、最新國情資訊等，並舉辦更多交流團，
讓學生親身到內地考察，從而建構國民身份認同。學校
亦可多進行升國旗、奏國歌等儀式，增強學生的愛國情
懷。
經此一役，筆者寄望香港能夠重新出發，集中精力解
決香港各項深層次問題。社會各界求同存異，團結一
致，共同守護香港。

維護國安是
「一國兩制」
核心要義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僅是「一國
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是「一國兩制」的核
心要義。國家安全事務是中央統一管理的事務，維
護國家安全立法本來就屬於中央事權，任何國家在
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方面都會採用一切管用的
措施，毫不手軟。中央這次堅決出手、及時出手，

落實國安法 完成「二次回歸」

加強支援學校推行國安教育

打砸商舖，以殘忍手段襲警，對普通市民擅用「私
刑」，在公眾場所放置爆炸裝置等。如果任由「港
獨」這一「政治病毒」傳播肆虐，成規模，成氣
候，香港亂到市民上學、上班都沒保障，港人正常
過日子都求之不得，香港還談什麼發展？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怎麼維護？「一國兩制」還搞
得下去嗎？香港還有救嗎⁈

以霹靂手段制定香港國安法，不僅僅是維護國家安
全，更是救香港。
香港國安法規定了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
恐怖活動罪、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最高刑罰是無期徒刑，懲治力度夠威夠猛，實在
大快人心！「港獨」分子聞風喪膽，一些老牌漢奸、
激進「本土派」紛紛宣布退場或逃往境外。香港國安
法威力初顯，能夠切實解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
存在的法律漏洞、制度缺失和工作「短板」，有效打
擊相關犯罪行為和活動，徹底清除「港獨」這一最大
「政治病毒」，剷除香港最大禍根和亂源。
外部勢力和台灣勢力一直公然提供資金、物資、培
訓和保護，為「港獨」分離活動和暴力恐怖活動撐腰
打氣。香港國安法實施，必將斬斷外部勢力和境外勢
力干預香港事務的黑手！
（未完，明日待續）

葉順興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婦聯主席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 6
月 30 日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國家主席習
近平簽署第 49 號主席令予以公布。本人對
此表示絕對支持及擁護，相信香港國安法可
真正讓香港止暴制亂，成為「一國兩制」的
守護神，令香港順利完成「二次回歸」，讓
香港這顆東方之珠可重拾昔日的璀璨繁華。
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先生許下的「五
十年不變」承諾，驟然已走過一半。中央在
香港回歸 23 周年前夕出手，通過並落實香
港國安法，相信可令香港順利完成「二次回
歸」，達至人心回歸，因此這可說是具有非
常重大的歷史和政治意義，是絕對值得載入
史冊的重大事件。
香港回歸祖國 20 多年來，特區政府一直
未能就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在維護國家安
全層面存有明顯的法律制度漏洞，使反對派
與外部勢力公然在港勾結，成為國家安全的
一大隱憂。近年，反對派的行為更是變本加
厲、日益猖獗，先後發起違法「佔中」、
「旺角暴亂」、修例風波，嚴重挑戰「一國
兩制」及國家主權的原則底線，令香港陷入
嚴重政治內耗，影響經濟民生發展。這次通
過落實香港國安法，相信可嚴懲再敢搞破壞
的反對派頭目，絕對可助香港止暴制亂、重
回正軌。
沒有國家，哪有香港？沒有「一國」，

國安法保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馮煒光

關品方

政棍雞飛狗走上演「香港十二時辰」

法律上有所謂追溯期問題。沒
有追溯期，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
說，是既往不咎的意思。漢奸叛
徒黑暴如觸犯香港國安法，涉及
長期以來的行為和活動，是性質
非常嚴重的罪行。不管近日有些
人表態轉軚，只能反映那些人的
淆底心虛。背叛國家，顛覆政
府，勾結外敵和恐怖主義，和貪
污賄賂瀆職的性質不同。香港國
安法不提及有沒有所謂「特赦」
（或設定追溯期），中央保留最
大限度的彈性。
本人上周分析過回歸的 4 個層
次，今天重點再談治權回歸。中
央決定要堵塞香港沒有基本法 23
條立法這個關鍵漏洞，原因是97
後的頭 23 年，中央對香港的包
容，不但沒有換來港人認祖歸
宗，反而被反對勢力利用來散播 ■香港市民在太平山頂舉行的慶祝回歸活動中表達喜悅之情。
新華社
分離主義；現時香港人約有六成
半不同程度上反中抗中仇中，不但不承認自己是中國 過把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各個漏洞堵塞，避免悲觀的情
人，而且在思想感情上排斥中國內地，連內地人來港購 緒蔓延，從而重建積極的穩定信心。
香港反對勢力的未來，最大的可能是，漢奸叛徒和犯
物旅遊這些民生行為也不接受。若聽之任之，香港早晚
會被敵對勢力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方面都奪得實質管 法暴民會從旗手變成棋子，進而墮落為棄子。現在國安
治權，把香港在文化上和人心上從中國的母體撕裂出 法一到就作鳥獸散，實屬意料中事，不值一哂。不明真
相的上街搗亂的犯法學生是真正的犧牲品。
去。北京不可能容許香港沿着這個方向走下去。
要讓香港「二次回歸」的路走得順暢，要建立一個愛
國家之所以容許香港在回歸後實行一套完全和內地不
一樣的制度，是有前提的：第一是讓長期習慣在西方社 國護港的建設派大聯盟，走群眾路線。為了未來的日
會環境（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生活的香港人可以平順回 子，重組力量和隊伍，想清楚「一國兩制」的時代使
歸；第二是讓香港繼續發揮多方面國際中心的地位，以 命，建立清晰的論述，重新出發。單談愛港尚嫌不足，
補內地體制上的不足。然而，回歸以來，反對勢力的所作 應守護和建設香港，才是正路。愛國護港建設派應該清
所為都令這兩個前提難以立足。現在更發展到泛黃黑暴動 楚認識當前這重大的里程碑和新拐點，把握時代的機
亂，敵對勢力成功之時，將會是香港「一國兩制」的運行 遇，為香港的復原和真正的治權回歸做實事。
中央在香港設立執行國安法的機構，其實是一個深思
失去根基之日。香港的回歸模式，因此應立即有所調整。
中央的做法，不是放棄「一國兩制」，而是優化「一國兩 熟慮的長遠方案，重點是顯示了北京決心收回香港的關
鍵治權，而不是放棄香港，更不是教訓香港，其真實目
制」，這樣才可以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標是要香港真正在文化和人心兩方面都回歸祖國的懷
把
「二次回歸」
說清楚
抱，鞏固「一國兩制」，培養「港人治港」。不少港人
美國重返亞洲後選中香港這條軟肋，後果嚴重。當前 對「一國兩制」缺乏真正的認識，不明白香港雖小，卻
國際環境惡劣，戰雲密布，中央不再猶豫，實質上是要 是祖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港人必須擺脫小家子氣，培
一次性向香港市民把「二次回歸」的方案說清楚。一次 養大局視野。

哪有「兩制」？香港作為國
家的一部分，訂立香港國安
法協助國家堵塞國安漏洞絕
對是特區的應有之義。而
且，這次香港國家安全法的
條文內容，是在維護「一
國」的大原則下，充分考慮了「兩制」的
差異，在顧及香港本地的實際情況制定
的。再者，香港國安法的條文內容體現了
四個「最大程度」：一是，最大程度信任
依靠特區；二是，最大程度保障人權；三
是，最大程度兼顧普通法特點；四是，最
大程度保障法律有效實施。因此，本人相
信香港國安法不單不會損害「一國兩
制」，更將是「一國兩制」的守護神，將
可守護國家安全；守護市民權利；守護
「一國兩制」和香港未來，對絕大部分香
港人是有益而無害。
不過，最重要的是，法律的生命力在於
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施。因此本人衷
心期望，這次香港國安法在獲通過後能達至
「三個確保」：一是確保國家安全得到有效
維護；二是確保執法機構能切實履職盡責；
三是確保案件審理專業公正。使香港國安法
能發揮最大效用，讓香港和國家的安全能得
以保障；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讓香港
這顆東方之珠可重拾昔日的璀璨繁華；讓香
港人能重享安定繁榮的生活。

去年內地有齣以唐朝為背景的電視劇叫
《長安十二時辰》，很受歡迎。該劇內容講
男主角在 12 個時辰內用盡方法「反恐」
（你沒看錯，該劇是講，當時有邊疆少數民
族企圖在長安城內引起大火災，令長安變成
火海）。在這 12 個時辰內， 迷霧一層層被
撥開，背後的政治陰謀浮出水面。內地學者
田飛龍教授目睹今年 6 月 30 日香港的變
化，說香港也可以拍齣《香港十二時辰》，
筆者受啟發，特書由來。
6 月 30 日早上，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
港國安法。早上 11 時許，黃之鋒、羅冠
聰、周庭和敖卓軒等人相繼宣布退出「香港
眾志」。

反對派完全露底
6 月 30 日下午，「香港眾志」索性宣布
解散，但沒有交代其所籌到的巨額捐款去
向。「香港眾志」一塌糊塗，賬目不清，何
以服人？何以令「抗爭」有正義性？及後，
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陣線」亦在 FB
宣布遣散所有香港地區成員，包括發言人梁
頌恆，但海外分部會繼續推動「港獨」，
「直至勝利為止」。帖文下款為「香港民族
陣線」台北分部及英國分部。
梁頌恆以為自己是孫中山？以為可以透
過海外的支持，推翻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
府？請不要污衊了中山先生。今天我國成功
抗擊新冠疫情，舉國空前團結，豈是日暮途
窮的晚清可比呢？
繼梁頌恆後，《香港十二時辰》的配角
粉墨登場，同樣主張「港獨」的「學生動
源」召集人鍾翰林，亦宣布遣散香港地區的
成員，他辭任「學生動源」召集人一職，同
時退出組織；曾被《文匯報》點名支持「港
獨」的「維多利亞社區協會」（「維
協」），亦宣布暫停運作，據報「維協」在
2019 年區議會選舉贏得 3 席，其中灣仔區
議員李永財、中西區區議員何致宏及「維
協」主席周世傑，於 6 月 30 日宣布退出
「維協」。另一名中西區區議員彭家浩，在
同日早前亦退出「維協」。
另外，反修例風波期間，曾以「大專學

界國際事務代表團」成員身份到海外「游
說」的城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邵嵐，6月30
日晚於社交媒體宣布退出代表團。曾因為美
國的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加辣」
而感到最開心的張崑陽，亦正式辭任「民間
外交網絡」發言人，並決定解散組織。
其實這個「退潮」源自陳方安生。陳方
安生在 6 月 26 日宣布，「因年紀大」而退
出「公民及政治工作」；兩日後，有「城邦
派國師」之稱的陳雲根，也宣布退出，並譴
責「港獨」騎劫了他的「永續基本法」主
張；「學生獨立聯盟」的陳家駒，更在香
港國安法通過之前潛逃歐洲。「禍港四人
幫」的李柱銘，則指「港獨」是「羅曼蒂
克」及很危險，明顯要和「港獨」割席；
黎智英一方面揚言「戰鬥到底」，一方面
多番申請法庭放寬他「不可離港」的保釋
條件，結果一再落空；何俊仁則轉趨低
調，無了聲氣。
上述人等，在去年修例風波中，多麼風
風火火、異常高調，過去一年對特區政府頤
指氣使、極盡羞辱。如今香港國安法一出，
如同在這批人中放了一個「核彈」，強光一
閃，眾人雞飛狗走，之前說好的「核爆也不
割席」，原來只是講下。
一齣《香港十二時辰》讓那些口喊「時
代革命」的人完全露底。這些人策動「時代
革命」只會把香港砸個稀巴爛，不如把握國
家和平崛起之機，把精力和創意放在努力建
設香港吧。

東方之珠重放光芒
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日前在記者會上
說：「中國人看別人臉色，仰人鼻息的時
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筆者重複看了這
段視頻，不禁眼泛淚光。這句說話所蘊含的
屈辱坎坷，豈是李柱銘、陳方安生、黃之鋒
等臨事而懼之輩能明白。
筆者始終認為，香港是我國近代史的開
始，香港回歸（包括今次「二次回歸」）是
我國走向復興的開始，祈望香港國安法把破
壞香港的政棍震懾下去，讓東方之珠重放光
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