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 論壇文
匯

■責任編輯：楊生華

20202020年年99月月1515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0年9月15日（星期二）

2020年9月15日（星期二）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昨天是內地醫療支
援隊來港協助「普及

社區檢測計劃」的最後一天，超過
173萬市民已接受採樣檢測。今次能
夠成功實施這樣大規模的檢測，對於
香港渡過第三波疫情這個難關至關重
要，也是重啟本地正常生活的首要一步。這一切當然
得益於國家派遣專業的檢測支援隊來港協助。
筆者環顧全球疫情，世衞9月13日公布的數字，

是破單日紀錄的單日新增307,930宗確診，當中以印
度、美國和巴西繼續成為全球疫情擴散最嚴重的國
家，分別以每天新增4萬至9萬例不等。同時，在歐
洲各國疫情也有死灰復燃之勢，英國已經連續3日超
過3,000宗確診的個案，奧地利等也同樣在第二波疫
情擴散當中。當中爆發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特朗普領
導下的不設防政策（不主張國民出外佩戴口罩防
疫），也有自身醫療水平不足等導致。但無一例外的
是，他們都沒有實現全民檢測的能力。

回看本地，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加上本身人口
極為密集，往來內地以及世界各地的人口也不少，今
次受到疫情打擊，陸路關口門可羅雀，航空公司更面
臨大規模裁員的局面。面對這一波疫情的爆發，若沒
有一個大型的普檢，難以發現疫情中的隱形患者，更
遑論日後重開對外旅遊。而這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至
今已經發現了接近30例隱形患者，這些都是隨時可
能引發下一波疫情的「社區炸彈」。在香港面臨疫情
困局之時，感恩國家始終沒有忘記香港，積極回應特
區政府請求，派檢測專家馳援香港。攬炒派在計劃開
始之初依然不忘其本性，污名化本計劃是收集港人基
因的工程，但當前宗主國英國打算也舉辦全民檢測之
時卻齊聲收口，盡顯其奴性。

今次「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雖然沒有直接促成健康
碼的設立，對於一些需要往返內地與香港的人士而
言，並未能得到一個即時的解決方案。但對於長遠戰
勝疫情而言，這一次依然是我們的一個階段性勝利。
在這場已經半年多的「戰疫」中，筆者看到往往政策
上的鬆懈和市民大眾的麻痹大意就容易讓病毒有機可
乘，社區檢測數字雖然未達初期500萬的目標，但已
達到找出隱形患者、切斷社區病毒傳播鏈的目標，為
下一步健康碼的推行、迎戰冬季可能的疫情復發打下
了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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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操弄「12逃犯」事件踐踏法治混淆是非
12名涉嫌暴動、觸犯香港國安法等罪名的反中亂港分子，早

前企圖偷渡台灣時非法越境內地海域，被廣東海警拘捕。美國國

務卿蓬佩奧早前就「12瞞逃」事件發聲明之後，美國國務院發

言人奧塔格斯在網上發帖文指，疑偷渡出境在內地被捕的12名

港人是「民主活動人士」云云。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昨日表示，

深圳市公安局鹽田分局9月13日已經發布情況通報，有關人員因

涉嫌偷越國境犯罪，已被依法採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目前案件

正在偵辦中，公安機關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項合法權益。

龍子明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汪文斌重申，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部
勢力都無權說三道四，敦促美方切實遵守國際法和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事
務、干涉中國內政。

違反內地法律要按內地法律辦
此次被捕的12 人中，有11人被本港法庭頒令不

准離港，有3人被通緝。其中包含涉嫌勾結外國或
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及洗黑錢罪行的李宇軒，
另外有4人是「屠龍小隊」成員。消息指，大規模
及有組織的偷渡運作，幕後黑手是台灣神秘牧師黃
春生。黃春生與李登輝關係密切，自去年6月香港
爆發暴亂以來，他一直出錢出力支援香港黑暴，目
前已經幫逾200名暴徒潛逃台灣。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指出該12人不是「民運人
士」，這是「核查事實」後擲地有聲的說法。

攬炒派把內地警方依據內地刑法處理本港偷渡
者，硬指為內地警方「濫用香港國安法」，企圖製
造內地警方「跨境執法」的幻象，借此危言聳聽、
恐嚇港人，令部分不明真相的市民對內地執法部
門、對香港國安法產生不必要的恐懼和仇恨。

被捕者中雖然有人偷渡前是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在香港被捕，但內地執法的根據，是中國刑法第
322 條，查處這12人違反國（邊）境管理法規。根
據屬地管轄原則，發生在事發水域的任何違法犯罪
行為應由內地警方管轄。中國內地海警對相關涉嫌
違法犯罪的船隻及人員進行調查，其做法合法合
理。攬炒派製造所謂「內地與香港聯合執法」，企

圖為違反內地法律的非法越境者張目。

抹黑內地合法執行警務居心叵測
攬炒派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朱凱廸日前安排一群

自稱為被捕者「家屬」的蒙面人舉行記者會，全部
身穿黑衣戴黑超蒙面，聲言要內地放人。市民質疑
這班人係「戲子」，直斥攬炒派與蓬佩奧裏應外
合，蒙面人記者會根本是做戲呃市民。有攬炒派區
議員發起聯署，促請港府盡快向中方提出交回被扣
留的12名港人，攬炒派顛倒是非黑白，妄言要內地
在未經司法程序之下放人，這是把逃犯當「好人」
吹捧。

12名港人是涉嫌偷渡犯，並在內地海域被捕，
內地有司法管轄權，攬炒派卻在未經司法程序之

下妄言要內地「放人」，完全是踐踏法治，混淆
是非。攬炒派去年大肆抹黑修訂逃犯條例，更製
造連場黑暴，結果拖垮修例，令香港至今仍無法
與內地、台灣等地循正式的法律途徑移交逃犯；
如今攬炒派卻叫囂「內地放人回港」，實際全無
法律基礎可言。攬炒派再一次暴露出為求私利極
盡虛偽的醜陋面目。有被捕者親友稱，去年攬炒
派推年輕人參加暴亂做炮灰，如今又把他們當成
勾連外力的棋子，直斥攬炒派「都係你哋害死班
年輕人！」
攬炒派與境外勢力互相配合，胡說「內地與香港

聯合執法」「『濫用』香港國安法」云云，這些講
法根本是偷換概念。抹黑內地海警合法執行警務，
居心叵測。

剛過去的9月10日是香港的「敬師日」。世界
多處地方都在不同的日子、用不同的方式去慶祝
這個節日，例如韓國學生送康乃馨給老師、新加
坡所有學校放假一天、越南也放一天假，學生向
老師獻花，印度則把教書的工作交給高年級學生
負責，讓老師休息……「師」之所以受人尊敬，
貴在其德，老師除了傳授知識外，在德行上更是
學生的模楷。因此，自古以來，老師享有崇高的
地位，「師道」備受尊崇。
記得在2008年，四川汶川發生大地震，當時正

值上課時間，老師立即協助學生逃生，有些同工
為了保護學生，更犧牲了性命。在那一年的「敬
師日」，教聯會特別從抗震救災最前線請來4位
英雄教師，到香港學校巡迴演講，親述救災經
歷。一秒之前原是平凡的老師，在容不下任何思
想掙扎的一瞬間，已經成為了英雄，用血肉之
軀，救活了學生。偉大的師德，令人動容，不少
聽眾都邊聽邊流淚。

教師應以身作則參加普檢
香港八仙嶺的「春風亭」，是為了紀念兩位令

人崇敬的老師而建的。在1996年，兩位中學老師
帶領40多名學生到八仙嶺考察，其間因為人為事
故發生了山火，老師為了讓學生脫險，最終被燒

成火人，跌下山崖，犧牲了寶貴性命。此後，政
府將八仙嶺了一座涼亭命名為「春風亭」，傳誦
老師春風化雨的神聖職責，歌頌老師高尚的品德
情操。
中國古代對「師道」極為重視，唐代韓愈的

《師說》可謂論述「師道」的鼻祖，他提出「師
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道之所
存，師之所存也」、「師必有道，道不離也」。
老師被視為「道」的傳承者、維護者，用現代的
語言，老師就是人類品德、社會道德、公民意識
責任和行為規範的代言人。

教協不要再侮辱「專業」兩字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疫症當前，政府推出社

區普檢計劃，越多市民參與，越能找出社區的
隱形患者，盡早切斷傳播鏈。作為老師，開學
在即，無論為己為人，好應該盡公民責任，以
身作則，帶頭參加檢測，以保護學生、保障校
園，為安全復課作好準備。然而，全港最大的
教師團體—教協，不但沒有呼籲會員積極配
合，還指責教育局再「呼籲」就是施壓，又向
會員發信「提醒」教師的權利，指教師有權不
向人透露有否參加檢測，並設立熱線讓教師舉
報校方「強迫」檢測。

相比起八仙嶺大火、汶川大地震
裏諸位偉大的老師，鼓勵和呼籲香
港教師在開學前做個簡單檢測，不但不會犧牲性
命，相反更會保障學生健康和校園安全，實在難
明號稱「專業」的教育團體竟會做出與其名字背
道而馳的行為！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在1995年制訂了「香港
教育專業守則」，當中闡明了專業教育工作者的
義務和權利。在義務方面，包括了「對專業的義
務」、「對學生的義務」、「對同事的義務」、
「對僱主的義務」、「對家長／監護人的義
務」、「對公眾的義務」，一共74條；權利則包
括「一般權利」、「作為專業工作者的權利」、
「作為僱員的權利」，一共25條。翻一翻，可以
找到不少跟當前情況相關的守則，如對公眾的義
務，應以身作則履行公民的義務；作為專業工作
者的權利，爭取有利於學生身心健康的工作環境
(而不是製造不利於學生身心健康的學習環境)。
教師的任務是神聖、崇高而艱鉅的，唯有師者

自重，社會才會尊敬教師。如果作為一個表面上
號稱專業的教育團體，實質上鼓勵會員「打份
工」，事事以自己的權利先行，學生利益放兩
旁，那麼，請教協不要再侮辱「專業」兩字，索
性把「專業」於招牌上刪除吧！

師必自重而後人敬之
黃均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教聯會會長 12位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及香港

本地法律的年輕人，在準備偷渡台灣
時，非法入境內地海域被內地警察抓
捕。回歸以來，內地及香港之間尚未
建立包括移交案犯的刑事司法互助安
排，去年香港要通過的逃犯條例被反
對派拉倒，因此，12名香港年輕人都必須在內地接
受內地的法律制裁，制裁完後回香港再繼續接受香港
的法律制裁。
這個道理如此清晰，為什麼反對派還要召開不知道

真假的「蒙面記者會」，繼續「消費」這些年輕人
呢？因為「消費」這批年輕人，對反對派大有好處，
可最大限度地榨取政治利益。
一方面，反對派要向美國主子積極作出回應。此

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對12名逃犯表示嚴重關切，
作為美國主子的「忠實奴僕」，反對派必須要對此有
回應、要交代。這就是為什麼「蒙面記者會」上涂謹
申首先用英文進行回應，朱凱廸又多次提及「國際社
會」，不遺餘力地抹黑內地。在香港國安法下，他們
不敢再公然勾結西方勢力，但是暗地裏搞小動作卻仍
是常態。
另一方面，反對派肆意貶低內地法治，惡意製造內

地司法不公開不透明的假象。事實上，內地的司法公
開，已經發展到只要一部手機通過互聯網，就可以旁
聽全國不同地方、不同轄區的法院庭審。反對派又借
「12逃犯」事件抹黑特區政府救人不力，但入境事
務處發言人表示，已積極跟進事件；特區政府駐粵辦
也與內地當局了解，據悉該12名港人現時身體狀況
良好，及已聘請內地律師代表。反對派的抹黑攻擊，
根本站不住腳。

還有，「蒙面記者會」的「家屬」如是真家屬，更
要問下自己：家人犯了法，棄保潛逃，是否就可以逃
避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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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鋒 法學博士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香港法
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在傳統反對派仍在糾纏是否「總辭」之時，不
少反對派政黨面對的已經不是辭職與不辭職的問
題，而是生存與滅亡的問題。由李卓人一手創立
的工黨，近日就爆發嚴重的退黨潮，創黨成員梁
啟智早前宣布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揚鑣，近日副主
席黎恩灝及前立法會議員劉小麗等人也相繼退
黨，劉小麗說入黨後未能有效為工黨增添力量，
故希望以另一種方式合作云云。
這些人都是工黨的核心人物，是除了李卓人以

及傀儡主席郭永健之外，工黨較為拿得出手的人
物，現在竟然在同一時間宣布退黨，當然不尋
常，更不是什麼為了增添力量，而是樹倒猢猻
散。當中既是由於投機政客利盡則散的本性使
然，也是由於工黨近年的路線、方向、策略基本
完全失敗，特別是面對「攬炒派」的挑戰進退失
據，不敢抗衡「攬炒派」，未能堅持走務實路
線，在保障勞工權益上更是交了白卷，這樣的政
黨怎可能有前途？分崩離析是意料中事，這對於
其他傳統反對派政黨也是一個警號。
說劉小麗等人退黨是因為利盡則散，原因是工

黨的創立根本就是為了選舉，為了議席而來，否
則李卓人沒有必要在職工盟之外又搞出一個工
黨。工黨由成立第一天起就是為了議席而不是勞
工。因此，工黨在創立後也不斷「招降納叛」，

不管是否重視勞工、是否走基層路線，一概來者
不拒。劉小麗當年加入工黨，也是因為在宣誓風波
中被DQ議席，為了東山再起才靠攏有意擴張九西
版圖的工黨，聯手打遏馮檢基，才有了這樣的利益
同盟。但最終劉小麗再次被DQ，李卓人「冷手執
個熱煎堆」，可惜最終也難逃落敗下場。
九龍西補選的失敗，再加上劉小麗「本土自

決」立場，令她知道再次參選的機會極為渺茫，
既然參選夢碎，再留在這個半死不活的工黨也沒
有多大意思。至於其他退黨中人，大都屬於較年
輕當打的一群，這些人加入工黨本來就是為了選
舉，眼見工黨聲勢江河日下，李卓人、張超雄之
流已成「票房毒藥」，工黨不但對激進一群沒有
號召力，更不斷流失原有支持者，李卓人在一對
一的情況下在九龍西補選落敗已是明證。這樣，
對於一班為了政治利益而加入工黨的政壇投機者
而言，確實沒有再留下的理由，而在早前戴耀廷
的「初選」中，工黨更全軍覆沒，成了壓垮駱駝
最後一根稻草，引發工黨出走潮。
工黨的急速泡沫化，完全是咎由自取，也是被

「攬炒派」的背後抽刀所致。作為傳統反對派一
員，工黨與「攬炒派」的立場、定位、支持者本
來南轅北轍，但在去年修例暴亂，工黨竟然全面
投向「攬炒」陣營，李卓人臨老「走激」，傀儡

主席郭永健以為激進路線奇貨可居，可以為工黨
吸納票源，結果被「攬炒派」牽着鼻子走，逐漸
失去了自身的定位和優勢。
反對派內陣營林立，要生存必須有自身明確定

位，工黨最大特點或優勢就是勞工基層色彩，不
是對抗攬炒。如果要走激進攬炒，為什麼要支持
工黨？不如支持黃之鋒、人民力量之流，現在工
黨既不能變成「攬炒派」，又丟棄了自身的勞工
福利路線，「攬炒派」的示威抗爭永遠跟在後
面，以為「齊上齊落」，其實不過成了「攬炒
派」的尾巴。
這樣一個沒有定位、沒有特點的政黨怎可能有前

途？之前「初選」的全線潰敗，已說明工黨左搖右
擺的投機主線，完全沒有市場，在當前反對派內
「群丑逐鹿」的情況下，工黨毫無存在感，也無賣
點，保住少數區議會議席是可以，但要謀奪立法會
議席，工黨根本力不從心，而一個沒有立法會議席
的政黨，無錢無權無面，泡沫化是理所當然。
工黨的教訓也敲響了其他反對派政黨的警鐘。

除非他們鐵了心要走所謂國際線、街頭線，全面
撤出建制撤出議會，否則他們是時候思考一下自
己的前路，繼續跟隨「攬炒派」尾巴，走反中亂
港之路，結果只有一個，就是走上一條敗亡的不
歸路。今日工黨，就是明日民主黨。

工黨樹倒猢猻散原因何在？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從改革進程看，深圳進行系統化改革探索的意
義在於，服從一個更加廣闊的制度變遷過程，比
較早地探討相關配套改革，尋求漸進的階段性改
革的目標逐步深化，用較低的社會成本將多個次
優的局部改革串聯起來，累積產生階段性、梯次
性的制度變遷結果。
在現實中，市場經濟是有效激勵和信息有效性

集合起來的制度安排，其複雜程度遠超過傳統的
計劃經濟體系。

利用關鍵性改革帶動多項改革，創造體制變革
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使改革先易後難，由淺
入深。

改革越深入，配套要求越高，漸進式改革的難
度也許會增大；但也存在着另一種情況，改革初
期因配套條件不充分，一些改革措施難以實施。
隨着改革的持續深入，一些難度很大的改革措施

會因為配套條件相對成熟了，反倒是可以較低的
代價得以實施。

改革能使廣大人民群眾受益就會有動力，就能
夠以試錯方式，從上向下和從下向上，多層次多
角度網絡狀實現市場經濟機制對計劃體制的梯次
替換，其中離不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對改革政
策和措施設計與推進。
在深圳一項具體的改革開放措施引起連鎖性的

制度創新過程的例子是，引入沃爾瑪帶動了物流
與金融業創新改革。
沃爾瑪曾經是全球最大的連鎖零售企業，上世紀

九十年初就實現了以通訊衛星為核心，對全球銷售
信息即時管理。在深圳乃至全國還不存在連鎖商業
形態時，引入沃爾瑪，是否會讓沃爾瑪形成對中國
商業的壟斷，這個問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沃爾瑪進入深圳引起了市場轟動，也激發了學

習沃爾瑪全球採購體系的熱情，進
而是沃爾瑪全球採購大會在深圳舉
辦，而後來就是沃爾瑪的全球採購中心設在深
圳，深圳開始了解並規劃現代物流產業發展，深
圳成為全球發達的物流城市過程，就是不斷強化
在全球分工體系地位的過程。
深圳銀行業與沃爾瑪合作誕生了最早的購物

卡，開創了我國全面「卡」消費的時代。1996年
8月，沃爾瑪在深圳開設了第一家沃爾瑪購物廣場
和山姆會員商店，不出10年，沃爾瑪在中國內地
已經開出160餘家店。
先是少數先行者模仿沃爾瑪構建連鎖超市，而

後是中國商業企業開始了全面規模化連鎖經營，
從根本上改變了計劃配給型的傳統商業體系。
（走向世界城市前沿的深圳系列六之二，未

完，明日續）

深圳以持續系統改革支撐經濟崛起
唐傑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 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