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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向中學發出通函，公布
了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改動方
案。 其中通識科改動力度最大，
將原有六個單元改為三個學習主
題，包括「『一國兩制』下的香
港」。我想談一下有關「一國兩
制」怎樣教與學的問題。

「一國兩制」是實現和平統
一的一項重要制度，是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的一個偉大創舉。中央
一再強調，絕不容忍任何挑戰
「一國兩制」底線的行為，絕不
容忍任何分裂國家的行為。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
港不但有責任和義務去建設好香
港，而且更有責任和義務，去促
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優
化及光大。 因為， 內地和香港
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
運共同體。內地的「一制」和香
港的「一制」，是無法分割的；
「兩制」是以「一國」為大前
提，只有這樣，內地與香港兩制
的特色、潛力和力量才能充分發
揮發展，優勢才能更突出彰顯。

大家清楚知道，「一國兩制」
是在基本法的法律框架建立起來
的。因此，貫徹落實好特區的治
理工作，當然一切都必須尊重和
依照基本法辦事。此一淺易道
理，相信港人都懂。但香港在落
實基本法以及「一國兩制」時，
為什麼不那麼一帆風順、出現不

少問題呢？
究其原因，我認為是香港有人

沒有全力準確把握「一國兩制」
的應有之義。我試用一個較為簡
單的方法，來闡釋什麼是「一國
兩制」，以及如何引導學生在這
方面的正確認知。

「一國兩制」的兩制，就是
指：內地所實行的「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制度」（用Ｍ來表示）
和 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制
度」（用Ｈ來表示）。理論上，
香港的「一國兩制」發展，可以
有四種發展模式和結果：1、Ｍ
和Ｈ可以平行發展，不形成任何
互動及配合；2、Ｍ與Ｈ相比
較，Ｍ的影響力愈來愈大，Ｈ愈
來愈小，最後全由Ｍ支配；3、
Ｍ與Ｈ相比較，Ｈ的影響力愈來
愈大，Ｍ愈來愈小，最後全由Ｈ
支配；4、Ｍ和Ｈ產生協同增效
作用，即Ｍ和Ｈ相輔相成，產生
優勢互補、互利雙贏、互利倍增
的效果。

可以清楚看到，第四種發展模
式是最為理想。 這一模式，對
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貢獻必定會愈來愈大。
我殷切希望，在新冠肺炎疫情過
後，港人重新出發，沿着第四種
發展模式的正確道路邁進，唯有
如此，香港才能走出困境，邁上
康莊大道。

疫苗抵港展示中央支持 踴躍接種早日控疫
100萬劑國產科興疫苗昨日抵港，是

首批可在本港使用的新冠疫苗。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對於科興疫苗

能夠快速及順利抵港，形容是非常及時

與切合需要，感謝中央政府支持；食物

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亦形容，疫苗抵港

是防疫抗疫的里程碑。聶德權和陳肇始

都呼籲市民接種疫苗。

蔡德河 原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疫情持續一年有多，本港經濟民生備受影響，
失業率續創新高，科興疫苗率先到港，讓港人看
到擺脫疫情陰霾、重振經濟民生的希望，也再次
證明，祖國永遠是香港的堅強後盾，中央一以貫
之、無微不至的關心、支持，是香港克服任何困
難和挑戰的最大動力。香港各界必須珍惜中央的
愛護和支持，根除將防疫政治化的老毛病，按照
科學指引有序開展疫苗接種計劃，為香港經濟民
生恢復正常、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創造必要條
件，造福全港市民。

接種疫苗是抵抗病毒、控制疫情最徹底、最有
效的辦法，如今世界各國正在展開接種疫苗計
劃。但由於各國都在爭購疫苗，疫苗供不應求，
分配不均，連西方部分發達國家都採購不到足夠
疫苗。在此情況下，當本港專家顧問委員會一通
過審批，科興疫苗已第一時間供應香港，足以顯
示中央對港人安全健康的重視，關切香港的抗疫

所需，再次用實際行動支持香港抗疫工作。

中央對港人安全健康負責
較早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聽取特首林鄭月

娥述職時，特別關心香港的疫情狀況，牽掛大
家的身體健康和工作生活，特別強調「中央政
府已經並將繼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全力支持
香港特別行政區抗擊疫情。大家要堅定信心、
團結抗疫。祖國永遠是香港的堅強後盾，眼前
的困難一定能夠戰勝。」

抗疫一年以來，中央政府不斷調撥內地資源
支援香港抗疫，在抗疫物資極度緊缺時，調撥
口罩、防護服抵港，確保對港各類生活物資供
應；中央直接組建了檢測隊馳援香港，為178
萬人進行檢測，更協助香港大幅提升檢測能
力；中央援建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臨時醫院已
交付使用；如今科興疫苗迅速供港，再次生動
演繹「祖國永遠是香港的堅強後盾」。

但值得留意的是，本港有少數人包括少數政

客和醫護，把抗疫政治化，一再抹黑、詆譭內
地對本港的抗疫支持。如今又用「有色眼鏡」
看待科興疫苗，散播不要做「白老鼠」的怪
論，這些言論若氾濫擴散，難免會誤導市民，
造成恐慌情緒，令推行疫苗接種計劃事倍功
半，拖長本港疫情，讓市民繼續受苦。

相信科學接種疫苗
接種疫苗要相信科學、相信事實。早前新冠

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向食衞局局長提交建議，
認為在現時疫情下，認可使用科興的新冠疫苗
作為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的效益大於風險。委
員會召集人劉澤星表示，疫苗實際上能保護三
分之二接種者，希望趁香港未出現變種病毒
前，盡快讓市民接種疫苗。劉澤星否認有降低
審批標準，指出委員會有12位專家獨立評核科
興提交的第三期臨床數據，標準比評核醫學期
刊刊登的數據更高。

中國科興疫苗已在印尼、土耳其、巴西和智利
等國獲批准緊急使用，多國領袖率先接種，並針
對醫護人員、長者等高危群體展開接種工作，有
效性獲得肯定，巴西聖保羅州布坦坦研究所更表
示，科興疫苗將比其他疫苗更具優勢，對來自英
國和南非變種病毒也具有良好效果。

科興疫苗已經到港，接下來如何順利高效推
進接種計劃，關係到本港抗疫的成敗，也關係
到經濟民生的復甦。因為疫苗接種人數越多，
群體免疫才能越好，越能充分發揮疫苗的控疫
效果。早一日控疫，各行各業經營、市民工作
生活早一日復常，香港能早一日與內地、澳門
恢復正常往來，早一日與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發
展，香港才能盡快重建繁榮穩定、安居樂業。
科興疫苗抵港，體現中央對港人健康安全負
責，特區政府亦會按照專家科學意見安排接種
計劃，對港人負責。市民應相信科學、積極接
種，為己為人為香港多出一分力。

長期以來，美國在世界上扮演着兩副面孔：一方面喋喋不
休地大談所謂的「民主、人權」，另一方面大肆炫耀武力，
頻頻發動戰爭，製造國際動亂和戰亂。美國自詡為世界「民
主、自由」的「山巔之城」，裝得道貌岸然，實際不過是在
國際上不斷灌輸「迷魂湯」，推銷的是一種騙人的「狗皮膏
藥」。

今年初美國政權更迭，特朗普黯然下台，信奉新自由主
義，將美國「民主、人權」奉為圭臬的拜登執政。美國當局
發現，特朗普極端反華那一套不靈，於是變換手法，又重新
開始彈奏美式「民主、人權」的老調，並宣稱將以此作為美
國外交的核心理念和主打口號，據此研判制定美國的全球戰
略，恢復美國的國際和地區戰略聯盟，修復美國外交關係，
調整美國外交政策與布局。

冷戰思維死灰復燃
最近以來，美國當局接二連三地對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公開

指責抨擊，人們曾經非常熟悉的那些套路和鼓噪隨着「美國
回來了」「美國外交回來了」，又頻頻出現在人們面前。

華盛頓少了經貿大棒的揮舞，但多了口誅筆伐的喧囂，使
這個世界充滿了新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和不可預測性。值
得警惕的是，當華盛頓「民主、人權」的舊鑼一敲，倫敦、
東京、巴黎等地的一些政客們也緊跟着躁動起來了，有人甚
至荒唐地提出要抵制北京冬奧會。

2月17日至18日，北約成員國國防部長會議以視頻方式召
開。在首日會議結束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北約秘書長斯托爾
滕貝格呼籲北約組織加強與盟國的對話，強調北約「必須與
世界上所有志同道合的國家加強合作」，以對抗諸如俄羅斯
和中國等不認同其價值觀的國家。

北約作為上世紀冷戰的產物，不僅沒有意識到世界已然發
生重大變化，應該摒棄冷戰思維，改邪歸正，防止爆發新的
「冷戰」「熱戰」，給世界帶來安寧，相反北約也跟着華盛
頓彈起了所謂「民主」價值觀的陰調，試圖借助西方「民
主」的老湯老調重新激活。

美國的所謂「民主、人權」老調和以經貿制裁、軍事打擊
為手段的強權霸凌，實質不過是美國全球戰略、國際霸權、
冷戰思維本質硬幣的兩面，其根本目的就是試圖繼續鞏固並
加強美國的國際利益，維護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以不正當

手段施壓打壓別國，企圖阻遏別國的正當發展權利，保持美
國的國際領先和統治地位。如果說經貿制裁和軍事打擊過於
赤裸裸的話，那麼所謂的「美式民主、人權」的喧囂則具有
更大的欺騙性和偽裝性。

不用美國充當「教師爺」
世界確實應當尊重「民主、人權」。民主、自由和人權並

非美國發明的專利，而是世界各國的共同嚮往與追求。但世
界如此之大，各國的國情不同，各國最清楚自己應該追求什
麼樣的民主、人權，而不是讓美國充當所謂「民主、人權」
的「教師爺」。

在美國當局變換手法揮舞所謂「民主、人權」的大旗時，
國際社會有必要首先廓清三大問題。

其一是美國自己做得怎麼樣？美國的政治撕裂、黨派劇
鬥、社會分化、種族衝突和貧富差距愈演愈烈，國內亂象萬
千，民眾怨聲載道，很多人連基本的生命健康安全都得不到
保證，更遑論其他的民主與人權，這樣的國家還有資格在世
界談論所謂的「民主、人權」嗎？如果美式「民主、自由和
人權」的結果就是這副德行，那恐怕世界上將會有更多的國
家和民眾遭殃。

其二是美國的所謂「民主、自由、人權」含義是什麼？
是狹隘的政治選舉、政黨分裂、政客互鬥的單聲道嗎？別
的不說，僅去年的大選，美國就分裂成了兩大陣營，有人
認為這是一場民主選舉，但有人至今憤怒地指責稱這是一
場「充滿了腐敗與欺詐」的選舉。誰能保證在這樣你死我
活的爭鬥中是永遠的勝者，誰能肯定這場爭論今後會在美
國平息？

其三是美國當局在國際上大談「民主、自由、人權」的真
實目的是什麼？是真的為了主持國際公道，解決國際矛盾，
維護國際正常秩序，體現國際民主，還是在以所謂的「民
主、人權」為借口和幌子，對別國無休止地說三道四，粗暴
干涉別國內政，甚至企圖發動顏色革命，顛覆別國政權，製
造國際和地區動亂，謀取美國利益？歷史與現實充分表明，
世界上只要有美國煽動所謂「民主、人權」的地方，必定生
亂、動亂、大亂。

華盛頓的所謂「民主、人權」把戲不能再演了，否則只會
害人也害己！

美國重彈「民主人權」老調的真實意圖
馬煦 國際資深媒體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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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上任不到一個月就開
始打算「重返亞洲」的老套路，
比如向英國伸出橄欖枝，邀請其
加入一個擺明針對中國的「亞洲
小北約」。英國政府則未置可
否，暗示不排除加入。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協
調人」、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
坎貝爾本月勾勒了一份提議，
計劃擴大由美、日、印、澳組
成的「四國同盟」（Quad）或
「亞洲小北約」以「應對」中
國。

將時間推前一個多月，13屆
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5次會議閉
幕，會議經表決，通過《海警
法》等法案。《海警法》於今年
2月1日起實施。《海警法》訂
明了中國海警的執法範圍，包括
中國內海、領海、毗連區、經濟
海域、大陸礁層以及「中國管轄
的其他海域」。《海警法》授權
海警於中國管轄的海域可運用武
力處理外國船隻。「亞洲小北
約」是針對中國在東海和南海執
行《海警法》，看似是有備而
來，來者不善。

從歷史角度來看，美國從來都

是打着和平之旗幟來干預外國事
務，一旦美國加強干擾，結局都
是步向更大的混亂、同室操戈，
如中東伊拉克、中亞阿富汗、非
洲利比亞都經美國干預下陷入板
蕩、連年內亂，流血不止。事實
上，「重返亞洲」戰略把盟國和
夥伴國與美國的戰略利益綁定，
將它們推到對抗中國的前線，導
致亞太地區局勢不穩，衝突可能
性增加。

美國以航行自由為借口的軍事
行動愈來愈猖獗，理由說得似是
而非。威脅的恐怕是東盟各國的
利益。2020年東盟多國已經與
中國簽訂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RCEP）。RCEP將
於至少6個東盟國家及3個非東
盟國家完成批准程序的60天後
生效，預計最快為2021年下半
年。2021年下半年將會是這份
協議發揮功效的關鍵時點，與保
護主義對立的新貿易協定將會成
為全球三分一人口的共同語言。

東盟各國應對美國的「亞洲小
北約」背後的經濟用心和擴張企
圖加以警惕，防止美國藉機破壞
東盟嚮往與中國的貿易自由及和
平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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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霆剛 浙江省政協特邀代表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承襲前兩篇文章，新一輪市郊化對於選擇居住於香港的人
有否任何好處？第一個好處是顯然易見，就是本地地鐵的客
流量壓力會逐漸減少，尤其是當高鐵可以在廣州站改造後，
在數年後直接接入廣州站，東鐵線的廣九列車服務可以完成
歷史任務，並增加東鐵線的班次，甚至增加更多特別班次來
往上水至紅磡，疏導新界居民的上班壓力。當然，隨着沙中
線過海段的開通，九龍塘站的人流壓力將會減輕，但九龍
站、柯士甸站，甚至佐敦站的轉乘壓力也會因為高鐵的加強
使用而增加，希望港鐵能善用東涌線及機場快線的運載力，
將市民準時安全地送到目的地。當然，配合2025年中九龍幹
線開通，即使在繁忙時間也可以在15分鐘到達高鐵站，在觀
塘這新CBD上班的市民亦不會只能望門輕嘆。

而另一方面，當部分香港人口追求更好居住環境而遷離香
港市區，香港市區的樓市壓力和需求亦會減輕，對那些希望
犧牲居住面積換取更短交通時間的香港市民而言，樓價壓力
亦會減輕。

破解置業階梯流動停滯不前
加速公屋的流轉，增建公屋，讓基層市民可以上樓安居；

讓較有能力的公屋居民搬到綠置居或居屋；增建綠置居和居
屋，然後讓有能力住戶「細屋換大屋」，搬到更優質的私人

樓宇，這一直是香港的置業階梯。不過，這條置業階梯在近
年似乎難以讓人拾級而上，又或者不吸引人拾級而上。現時
公屋的居住環境越來越好，與綠置居甚至居屋差別不大；居
屋住戶其實並沒有誘因「大屋搬細屋」，在置業階級上再跳
一級，令置業階梯墜進一個停止流動的怪圈。

以深圳北站伸延的地鐵5號線為例。5號線東西兩個方向3
個地鐵站，透過高鐵來往佐敦約40分鐘。在範圍之內的地鐵
站上蓋私人樓盤，呎價約7,000多元，折合800呎單位約600
萬人民幣，與元朗樓價相近，如果興建居屋定價即市場價6
折，即360萬人民幣，約400多萬港元，價錢與火炭最新居屋
彩禾苑相當。一個是更近香港市中心，但遠離地鐵站的居
屋；一個是遠離香港市中心的地鐵站上蓋，但平白多了200
呎單位，你會如何選擇呢？

如果房委會與深圳市政府，甚至東莞市協商，在虎門以南
的高鐵站、或附近的地鐵站上蓋興建居屋，吸引有能力的
公屋家庭騰出公屋，只要交通配套得宜，誰不願居住在更
大的單位？當然，搬到灣區的難度，遠比由旺角搬到元朗
複雜，當中涉及工作、教育等問題，筆者會在稍後文章給
予個人的建議。因此，香港的居住問題並非無法可解，只
是我們是否願意擴濶我們的視野，跳出現有的框框尋找辦
法解決。

灣區建居屋促進置業階梯流動
黃遠康 工聯會社區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