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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
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
職責的決定》，第六屆立法會繼續
履職至少一年。這一重要決定充分
考慮了香港抗疫形勢和立法會運作
實際情況，充分彰顯了中央依法治
港、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的
原則，合憲合法合理，具有不容挑
戰的法律約束力。
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

關，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力和責
任採取適當措施解決特區自身不
能解決的立法機關空缺問題，以使
立法機關正常履行職責，確保特區
政府有效施政和社會正常運行。全
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為特區政府押後
選舉提供 了 無 可 爭 議 的 憲 制 安
排，為香港立法會真空期的處理
及運作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礎，有
利於香港社會減少爭拗，在未來
一年時間集中精力抗疫救人、恢
復經濟民生，符合港人的根本福
祉。
人大常委會是在充分考慮香港特殊

情況，以及特區政府提交的報告而作
出有關決定的，有充分法律依據和權
威性，妥善地解決了立法會因為選舉
延後而可能出現真空期的問題，對特
區的政府和社會經濟正常運作至關重
要，為香港社會集中力量防控疫情、
復甦經濟、改善民生提供了必要條
件。
從世界各國情況看，如在選前發生

重大公共衞生危機，
押後選舉是通常做
法。目前已有很多國
家或地區因應疫情延
後選舉，而香港實施
此安排亦完全是從防
控疫情、保障市民健康安全角度出
發。鑑於本港疫情嚴峻，生命高於
一切，沒有人比中央更關心香港同
胞的生命健康和福祉，全國人大常
委會通過的決定，最能確保特區政
府施政和社會正常運轉，決定充分
尊重主流民意，符合國際慣例，切
合實際情況，體現了「以民為本、
抗疫為先、穩定為重」的精神。
希望繼續履行職責的全體立法會議

員，要以市民福祉為依歸，理性支持
和監督特區政府施政。因為疫情而導
致經濟民生問題惡化，議員應放下歧
見，在如何恢復經濟，紓解民困方面
發揮正能量。
生命至上，抗疫優先。應特區政

府請求，在中央統籌部署和指揮
下，國家衞生健康委迅速組建「內
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和「內地方艙
醫院支援隊」赴港，已經迅速有效
協助特區政府抗疫，更加有利於香
港戰勝疫情。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充分證明，

中央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決
心堅定不移，維護香港根本利益和香
港同胞福祉的決心堅定不移，偉大祖
國是香港戰勝疫情、恢復經濟和改善
民生的堅強後盾。

人大決定理性務實 立會運作須上正軌
全國人大常委會8月11日全票通過相關決議案，決定香港

特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第七屆立法會

依法產生後任期仍為4年。這一決定完全符合中國憲法和香

港基本法，完全符合香港當前實際情況，完全符合香港根本

利益和公眾利益，我們表示堅決支持和衷心擁護。希望第六

屆立法會繼續運作後，擺脫政治惡鬥，聚焦解決經濟民生問

題，為市民快做實事、多做實事。人大決定為反對派議員繼

續參加立法會運作打開了大門，反對派須珍惜機會，回頭是

岸，停止在立法會「攬炒」，多做有建設性的事，及早向建

設性的力量轉化，為自己找準政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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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決定理性務實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早前決定將第七屆立法會選

舉推遲一年，完全符合香港疫情發展的實際情況，有
利於保障公共安全和選舉的公平公正，符合公眾利
益。中央人民政府完全理解和支持行政長官的決定，
在廣泛聽取香港各界意見後，依法提請全國人大常委
會就香港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推遲後的立法機關空缺問
題作出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時決定香港第六屆立
法會繼續運作不少於一年。整件事情的處理，完全符
合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也完全符合程序正義。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沒有選擇坊間提出的設

立臨時立法會、不許已被DQ下屆立法會參選資格
的4名反對派議員繼續參與立法會運作、議員須重
新宣誓、人大對基本法相關條文釋法等方案，是一
個最合情合理、最能減少政治爭議、最能避免節外
生枝的決定，完全符合香港當前政治社會的實際情
況，務實可行，充滿政治智慧。香港主流輿論也紛
紛對此給予充分肯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有利於確保香港特區政府
施政和社會正常運轉，完全符合香港根本利益和公
眾利益。

聚焦解決經濟民生問題
第六屆立法會繼續運作後須盡快走上正軌，將公

眾利益放在首位，擺脫政治惡鬥，聚焦解決經濟民
生問題，為市民快辦實事、多辦實事。
長期以來，立法會成為反對派在體制內實行政治

對抗的主要平台，也成為香港最大亂源之一。反對
派在立法會惡意「攬炒」，已使第六屆立法會積累
大量重要而緊迫的議案未能審議，嚴重損害經濟發
展和民生改善，嚴重損害廣大市民的切身利益。

當前，香港疫情仍未受控，經濟民生陷入幾十年
來的最大困境。所有立法會議員應以蒼生為念，急
市民所急，苦市民所苦，抓緊處理最緊迫的議案，
支持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同心抗疫，為盡快恢復經
濟和改善民生創造條件。

只有廣大市民安居樂業，青年有更多渠道向上流

動，香港才能徹底實現由亂到治的轉折，走向長治
久安。香港積累的大量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只有靠
大刀闊斧推進變革才能徹底解決。
香港要再出發，需要各方盡早放棄政治對立，凝

聚共識，增進團結，同舟共濟，將精力集中到拚經
濟拚民生上來。立法會不能繼續成為香港亂源，拉
香港向下沉淪，必須結束政治惡鬥，助香港走出
一條生路。

反對派須思考政治出路
人大今次決定為反對派議員繼續參加立法會運作

打開了大門，反對派議員須珍惜機會，回頭是岸，
停止在立法會「攬炒」。反對派溫和力量和激進抗
爭派目前就是否繼續參與立法會運作意見不一，如
果溫和派被激進抗爭派綁架，搞什麼集體總辭，將
是自絕政治生路。如果反對派決定所有議員繼續參
與立法會運作，但拒不放棄「攬炒」路線，也將是
自掘墳墓。反對派何去何從，須好自為之。
反對派只要不觸犯國安法，不逾越政治紅線，完

全可以合法生存發展。政治紅線在哪裏？習近平主席
提過三條：「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
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
許的。」特區政府DQ12名反對派人士的立法會參選
資格，明確了五條紅線：支持香港「獨立」、以民主
「自決」或支持香港「獨立」作為「自決前途」選項
來處理香港體制；尋求外國政府或政治組織干預香港
事務；原則上反對制定和實施香港国安法；表明意圖
在確保於立法會佔多數後，行使立法會議員權力無差
別地否決任何政府提出的立法建議、任命、撥款申請
及財政預算案，以迫使政府接受若干政治要求；及拒
絕承認中國對香港特區行使主權以及香港特區作為中
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憲制地位。
反對派到了需要審慎思考政治出路的十字路口。

希望他們做出符合香港利益、國家利益和其自身利
益的明智選擇，多做有建設性的事，及早向建設性
的力量轉化，為自己找準政治出路，獲得合理合法
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身兼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英國
最高法院院長的韋彥德（Robert John Reed）7月17日突然
發表聲明，稱國安法有部分措施引起關注，又威脅稱，如果香
港國安法影響到特區法院「獨立性」，英國將停止向香港特區
派遣現任法官。

筆者認為，韋彥德的言論極不恰當。香港國安法合憲合法，
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韋彥德作為香港的終
審法院非常任法官，也屬於香港法律體系的一部分，不能用政
治凌駕專業。更何況，全國人大是中國最高的國家權力機關，
非常任法官無權就國家行為多加唇舌。對於韋彥德的言論，應
該要啟動調查程序和司法機構內的問責機制，必須予以糾正。

香港國安法合憲合法
香港國安法是根據「全國人大5．28決定」，由全國人大常

委會在6月30日制定和頒發的，目的是堵塞香港在國家安全
方面的法律漏洞，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
制。制定過程根據憲法、基本法、「全國人大5．28決定」，
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
利的國際公約》，合理合法、無可置疑。

根據憲法，全國人大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而全國人大有
權制訂法律及其他法律文書包括作出決定，並具有不可挑戰的
法律地位。香港基本法頒布時，全國人大就同時通過了有關設
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決定，與基本法一起，共同構成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

而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彥德7月17日以英國最高法院名義
出具所謂聲明，竟稱關注國安法會否影響司法獨立。從其言論
可以看出，韋彥德不僅無視憲法和基本法規定，也沒有好好研
究香港國安法，發表這樣的政治性言論十分不負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韋彥德身為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需要
遵守《法官行為指引》。雖然《法官行為指引》並無直接禁止
法官撰寫聲明，但如今這個聲明內容與他的身份是有着重大衝
突的，作為法官，應該公平公正，說話應該言之有理，怎麼可
以戴着偏見和有色眼鏡來評論香港國安法？這樣又如何令人信
服他在香港能做到持平審案？
更何況，終審法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本來就無司法管

轄權，非常任法官隸屬終審法院，而全國人大
與香港終審法院是上下級關係，韋彥德越過級
別，胡亂抹黑，更是十分不妥。對此，筆者認為，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有責任釐清或判定韋彥德行為是否合適和妥當。應該立
即啟動調查程序和司法機構內的問責機制。

香港可逐步擴展外籍法官名單
至於韋彥德威脅會監視香港司法獨立及法院能否得以維持，

再決定是否再派法官來擔任非常任法官。筆者認為，按照基本
法而言，香港是不一定需要外籍法官的，香港法官完全有能力
處理好本地案件。
根據基本法第82條和《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5條，終審

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法官參加終審法院的
審判。可見邀請海外法官成為非常任法官從來都不是必要選
項。
《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16條則要求終審法院法官的審判

庭5人當中，其中1人是非常任法官。鑒於現時終審法院的香
港非常任法官只有4人，反之海外非常任法官則有13人。因
此海外非常任法官入選審判庭的可能性是高的。但條例可以改
變，比如將非常任法官改成由香港非常任法官出席已足夠。
香港非常任法官的人數上限為30名，海外非常任法官分別

來自英國、澳洲及加拿大等，按現行安排，英國最高法院會派
出2名法官來港出任非常任法官。自1997年以來，英國共派
過兩位在職上議院法官，分別是2017年通過的時任英國最高
法院法官韋彥德，與2018年通過的時任英國最高法院院長何
熙怡。
不過，英國最高法院前院長何熙怡已經退休，所產生的空缺

尚未替補，而今年亦無任何英國法官獲編排在港審理案件，可
見韋彥德的威脅根本起不了作用，只會惹來譏諷。

即使英國不再派人來港擔任非常任法官，對香港影響不大，
筆者相信香港本地法官完全有能力處理好案件。從長遠來看，
香港可以完善吸納人才的機制，比如從文化更接近的國家例如
新加坡、文萊、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印度招攬人才。韋彥德
今次透過英國最高法院發聲明進行政治威脅，根本是自抬身
價，自吹自擂。

必須對韋彥德的言論進行糾正
何君堯 立法會議員

人
大
決
定
符
合
港
人
根
本
福
祉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事出反常必有妖，意思是事情出
現反常就一定有奇怪的地方，原句
是 「 物 之 反 常 者 為 妖 ， 何 瑞 之
有！」，出自清朝政治家、文學家
紀昀（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
玉馬精變》。
原文：又武清王慶垞曹氏廳柱，

忽生牡丹二朵，一紫一碧，瓣中脉
絡如金絲，花葉葳蕤，越七八日乃
萎落。其根從柱而出，紋理相連。
近柱二寸許，尚是枯木，以上乃漸
青。先太夫人，曹氏甥也，小時親
見之，咸曰瑞也。外祖雪峰先生
曰：「物之反常者為妖，何瑞之
有！」後曹氏亦式微。
譯文：還有，武清王慶垞曹家大廳

的柱子，忽然長出兩朵牡丹花。一朵
紫色，一朵碧綠色，花瓣中的脉絡好
象金絲，花葉繁茂下垂，過了七八天
才枯萎謝落。花的根從柱生出，紋理
與柱相連；靠近柱子二寸光景，還是
枯木，往上才漸漸發青。先母太夫人
是曹氏的外甥女，小時親眼見過廳柱
的牡丹，當時都認為是吉祥徵兆。我
的外祖雪峰先生說：「反常的物就是
妖，哪有什麽吉祥徵兆！」後來曹氏
門庭也衰落了。
8月10日，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

被警方拘捕，警方同時通緝黎智英助
手 Mark Simon，涉嫌勾結外國勢
力，違反香港國安法。對一個上市企
業，這理應是一則極為不利的消息，

股價下挫是必然之事。可是壹傳媒的
股價卻反常高升。
8月10日，早上9：45壹傳媒是仙

股企業，股價是HK$0.075，在發生
被捕新聞大量流出後，股價不斷攀
升，至8月11日下午1：09，其股價
達到最高位，HK$1.96，短短不足兩
天，由低位上揚至最高位的股價超過
26倍。僅在8月11日的成交量就超
過港幣40億元。難道是股民（包括
國際和香港）慶祝黎智英等人被捕？
還是認為他們被捕急需錢打官司？誰
為他們送錢？股市如此反常，為何？
難道如紀曉嵐文中所言，「物之反常
者為妖，何瑞之有！」黎氏會否因此
式微？
反常的還有由人民力量前主席、

反對派政治人物袁彌明擁有的上市
企業彌明生活國際，在8月10日早
上9：40股價是HK$0.15，在8月11
日下午1：09，其股價也達到最高位
HK$0.46，股價上升了超過3倍。以
及毛記葵涌，在8月10日早上9：
45股價是HK$0.51，在8月11日下
午1：09，其股價也達到最高位的HK
$2.35，股價上升了4.6倍。眾所周
知這些企業的背景以及政治傾向，
令股壇稱奇的是在同一時段同上最
高價。是股市的「自然現象」？還
是有誰在操盤？資金的流動正常
嗎？大量熱錢流入意欲何為？這些
股票異動，事出反常必有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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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錦鉉 城市智庫召集人

全世界都是明眼人，都能看出當前特朗普拿香港說事，不斷
渲染和加重與中國的對立情緒，都是為了贏取11月份的美國
總統大選。當然，順便把本國的疫禍引向中國，轉嫁老百姓對
政府施政的不滿，特朗普就更加樂此不疲了。
這不，8月11日在接受美國保守派電台主持人休·休伊特採訪

時，特朗普又嘴裏跑火車，說「如果我沒有贏下這場大選，中國
將擁有美國」，還進一步「威脅」每一個美國人「（如果）你想
知道真理，就不得不去學說中文」。美國的《紐約郵報》把特朗
普的「幽默」話解釋得很清楚，就是如果喬·拜登贏下大選，中
國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並迫使美國人學習說漢語。
如果將特朗普的這篇訪談視為其有意為之的選舉廣告來看的

話（當然有這個意思），應該說完全是一個敗筆，其正反兩個
向度都遭遇了滑鐵盧。

特朗普「正向引導」得「反向效果」
一方面，從特朗普想達到的正向宣傳效果看，就是想讓美國

人「恐懼」中國與中文，從而與自己站在同一條戰線，支持他
勝選。可惜事與願違，特朗普打錯了算盤。我們還是看看老特
美國的「自家人」怎麼說的吧！
一個美國網友直接@特朗普：「嘿，唐納德·特朗普，我已

經學了6年普通話了，目前還在大學輔修（中文）。我不得不
說，這門語言非常有用」。另一位名為D.M.的網友則以事實
說話：「（學中文）一點也不奇怪，許多美國學校實際上已經
開設了漢語課，把漢語作為一門世界語言課的選項，所以……
這個傢伙現在是逮誰罵誰」。
特朗普的醜還丟到了國外其盟友那裏。一名來自德國柏林的

網友Matias Regge評論說，「我們遲早都得學普通話。中國

將很快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無論是誰不這麼認為都
是不現實的，要想成為勝利的一方，就要去調整而不是阻攔，
建設性地投入你的精力」。老特看了這些網友的信息，不知道
會怎麼回覆呢？

特朗普此番更涉「誠信」拷問
另一方面，特朗普犯了更為嚴重的錯誤，就是昧着良心說

話，威脅不讓別人（美國老百姓）學中文，而自己卻讓家人
「偷偷學」，「偷偷」和中國做生意賺大錢。
大家應該都不會忘記。2017年4月和11月中美兩國元首

兩次會晤，而兩次會晤中的亮點都是「中文」，且主角都
是特朗普的家人。4月兩國元首夫婦在海湖莊園會晤時，共
同欣賞了特朗普外孫女和外孫演唱的中文歌曲《茉莉
花》，並背誦《三字經》和唐詩。而11月兩國元首夫婦在
故宮則觀看了特朗普外孫女阿拉貝拉用中文錄製的時長2分
35秒的視頻，內容包括阿拉貝拉唱的兩首中文歌曲《我們
的田野》《我的好媽媽》，和背誦的兩首李白的唐詩《望
廬山瀑布》《早發白帝城》，並再次背誦了《三字經》。
而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觀察，老特外孫女阿拉貝拉的中
文水平還蠻高，說可以打「A+」，可見非一朝一日之功，
肯定經常「偷偷練」「偷偷學」。至於特朗普本人及其家
族與中國的「生意經」這裏還是不談了。

這來回一比較，特朗普的醜可就出大了，如果在美國發酵，
很可能會成為關係他「誠信」的大醜聞，並因此而落選。算
了，我們還是本着仁慈之心，也給老特點個讚：其選舉廣告雖
是敗筆，但是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啊，更何況他還真向世界說出
了一個理——學習中文！

給特朗普向世界推銷中文「點個讚」
常樂 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