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張卓立

2021年12月8日（星期三）

2021年12月8日（星期三）

2021年12月8日（星期三）

文 匯 論 壇A16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12月6
日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打開香港史
冊，可以看到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
國的神聖領土，是悠久燦爛中華文
明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又深刻地闡
述，百年來香港同胞為國家統一與
祖國人民並肩戰鬥的歷史，同時也
以大量事實反映了建國以來，特別
是回歸以來，國家對香港的關心照
顧，讓我們深刻感受到回到祖國懷
抱的溫暖。

以史為鑒，展望未來，夏寶龍
主任鼓勵港人高舉愛國愛港旗
幟，真正把「愛國者治港」落到
實處，確保香港實現長期繁榮穩
定和長治久安。回憶過去兩年香
港遭受的亂局，中央出手撥亂反
正，制定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
選舉制度，實現香港由亂及治，
保障了「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這是中央對香港的最大愛護。

完善選舉制度，是「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的壓艙石。夏寶龍主
任列舉了新選舉制度的四個優勢和
特點：一是廣泛代表性；二是政治

包容性；三是均衡參與性；四是公
平競爭性。即將舉行的立法會選
舉，153位候選人有着廣泛的背
景。觀乎近期舉辦的多個競選論
壇，各行各業精英匯萃，體現君子
之爭，使市民真正把焦點放在比較
候選人的能力，為香港的未來挑選
棟樑；以功能界別為例，過去不少
議席都出現自動當選的情況，有候
選人完全沒有接觸界別選民，就可
以成為立法會議員，豈能了解業界
所想所需？

在新選制下，立法會選舉的每
個議席都有競爭，選委會、功能
界別候選人都努力接觸界別選民
拉票，地區直選候選人走入社
區，與大眾見面，聽取訴求，尋
求治港之法。選舉氣氛展現出社
會整體對立法會選舉的關心和支
持，反映大眾對香港走向良政善
治有着強烈期望。香港已進入由
亂及治階段，希望進入議會的90
位議員，全部都是賢能之士，落
實「愛國者治港」，與市民共同
攜手，建設美好家園。

堅定新選制制度自信 堅決反對西方干預抹黑
新選舉制度下的首場立法會選舉即將進入倒數階段，夏寶龍副主席有關香港新選舉制度的講

話，傳遞了「愛國者治港」要搞「五光十色」多樣性信息，概括出新選制具有廣泛代表性、政治

包容性、均衡參與性、公平競爭性的四個優勢和特點，堅定了香港社會對「愛國者治港」的制度

自信。香港已經擁有實實在在的民主進步，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意圖以民主作幌子續打

「香港牌」打壓中國發展，對新選制指手畫腳，香港社會必須保持清醒認識，堅決反制，廣大市

民應以選票展示擁護「一國兩制」的主人翁姿態，在選舉日踴躍投票，齊心選賢舉能，共同創造

良政善治新局面。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前日透過視像形式就香港地方志中心舉辦的活
動，以《以史為鑒譜寫香港民主新篇章》為題
發表講話，就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和新選
舉制度等作深入闡述，引起香港社會各界高度
關注和廣泛討論。

發揮新選制優勢 畫出最大同心圓
香港特區按照新選舉制度舉行第七屆立法會

選舉，這對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發展符
合香港實際的民主、塑造香港良政善治新格局
具有重要意義。夏副主席指出，「愛國者治
港」是搞「五光十色」，是具有多樣性的，這
種多樣性，體現在身份的多樣、價值理念的多
元、社會制度的包容，我們就是要在愛國愛港
旗幟下，最大限度拉長包容多樣性的半徑。事
實上，中央出台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作為一

套組合拳，解決了近年來困擾香港的國家安

全問題和政治穩定政權安全問題，香港已經重
回發展正軌，必須沿正確方向走下去。夏副主
席的講話，勉勵香港社會繼續把「愛國者治
港」根本原則落到實處，讓新選舉制度發揮制
度優勢，共同畫出符合香港根本利益的最大同
心圓，香港定能實現長期繁榮穩定和長治久
安，廣大市民定能實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追
求。

夏副主席概括新選舉制度的四個優勢和特
點：廣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參與性、
公平競爭性。這四個優勢和特點，有利更好表
達民意、更好體現最大開放包容、更好平衡整
體和各方利益、更好專注發展議題展示參選人
能力和素質，與舊選制的單一性和惡質競爭形
成強烈對比。在這樣的選舉制度下，各種有益
香港發展的因素將可迸發而出，更加符合香港
民生民主實際，充分證明新選舉制度是香港民
主發展的巨大進步。

強力反制美國攻擊抹黑
香港自回歸之初，早已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

系，「一國兩制」實踐向縱深推進，新選舉制
度高舉「愛國愛港」旗幟理直氣壯、義正辭
嚴。香港過去實行類似西方民主的選舉制度多
年，結果帶來了發展停滯不前、經濟民生困頓
的嚴重問題，甚至把香港推向「港獨」邊緣的極
危險境地，強烈說明西方民主制度不適合香港。
夏副主席明確指出，香港過去很長的一段時期，
盲目追求西方式民主，但實際上帶給香港社會的
並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社會分化、惡鬥，導致
社會失序、經濟失衡、管治失效的危機，香港黑
暴帶來的慘狀歷歷在目。這段話，深刻揭示民主
不能生抄硬搬的事實真相。新選舉制度根據「一
國兩制」制度要求和香港實際推展民主，才是最
適合香港的民主制度。

夏副主席在講話中明確指出，香港實行什麼

樣的選舉制度是中國內政，任何外部勢力都無
權干涉，國際上有一些人罔顧事實，大肆抹
黑、污衊香港的選舉制度，只能暴露出他們的
無知、傲慢和偏見。面對西方勢力將民主定於
一尊的橫蠻霸道，香港社會應保持清醒認識。
夏副主席在美國即將召開所謂民主峰會的前夕
專門發表講話，對外部勢力發出警告，並宣示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符合香港實際
情況民主制度的強大制度自信，這是對美國攻
擊抹黑中國及香港民主行動的一種反制。

正如夏副主席所言，香港的選舉制度好不好，
要看是否符合香港實際、是否有利於香港的長期
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所有擁護「一國兩制」的
市民，在立法會選舉日必須踴躍投票，以選票選
賢舉能，以展示希望香港越來越好的主人翁姿
態，表達「愛國者治港」的制度自信，共同把良
政善治變成現實，讓香港民主更加奪目璀璨，讓
「一國兩制」實踐更加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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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勁 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在
《香港參與國家

改革開放志》出版典禮暨《粵港
澳大灣區志》合作備忘錄簽署儀
式上，發表以《以史為鑒譜寫香
港新篇章》為題的講話，值得香
港教育界細味。

夏主任引述《香港志》表示：
「香港就是中國神聖領土，是悠
久燦爛的有機組成部分」。香港
與國家從來都是命運共同體，血
濃於水，休戚與共，歷史印證事
實。香港東南西北的史蹟處處：
深水埗有東漢時代的李鄭屋古
墓；屯門在唐朝時期已屬中國轄
下的軍港，有兵將屯駐。直到今
天，內地人南下遷居香港落戶
的，潮起潮落，絡繹不絕；而香
港居民前赴大江南北相會往來
的，從未歇止。這是唇齒相依的
暖流。很長的時期，香港的學生
填寫學生資料時，必須要填上籍
貫一欄，這也印證夏主任所言
「我從哪裏來，要往哪方向走，
最終要往哪裏去」！

香港居民艱苦拚搏、百忍無
懼，無名英雄為保家衛國，前仆
後繼，作出無私奉獻與犧牲。新
中國的成立，改革開放40多年的
綜合成就，到香港九七回歸祖
國，都是極重要的歷史篇章。夏
主任在演辭裏有言：「回歸香港
走過的歷程，我們有一個深切感

受，就是無論香港
經過什麼劫難和挫
折，香港同胞與祖
國密不可分。」

經歷2019年由外
部勢力及香港反中
亂港政客串連的修例風波，香港
被打砸燒的黑暴嚴重傷害。最
終，中央出手訂立香港國安法、
完善選舉制度，香港局面得以由
亂及治、由治轉興。

在新的選舉制度下，新一屆立
法會選舉無論在地區直選、功能
界別以及選舉委員會三大界別的
選舉過程中，都充分彰顯廣泛代
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參與性
和公平競爭性四個優勢和特點，
完全符合「一國兩制」的初衷，
亦必然帶領香港重新啟航。夏主
任結語時說：「歷史照亮未來，
奮鬥未有窮期」。筆者想起，早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英國著
名歷史學家湯恩比斷言，21世紀
將是中國人領導的世紀，因為中
國具備兩股重要的源動力：其一
是中國文化的深厚與堅韌；其二
是中國經濟潛藏的巨大力量。了
解中國文化頗深的湯恩比，建基
於歷史事實的話語，所言甚是。
夏主任演辭的結語是：「我們堅
信，有包括750萬香港同胞在內
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無比
輝煌！」筆者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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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漢權 教育評議會主席

香港立法會選舉在即，筆者過去一周出
席了多場立法會選委界別候選人見面會，
有幾點體會。一，競爭激烈，整體氣氛熱

鬧但和諧有序；二，「非傳統」新丁打破政壇大佬主導的
布局；三，競爭對手攜手協同，「鬥獸場」式的選舉不
再。甚至有選委界候選人告訴筆者，他們51名選委界候選
人已「結盟」並相互承諾，即使有人當選有人落選，都不
能損害他們間的友誼，選後還要辦聚會聯誼。這是香港回
歸後鮮有的特殊選舉現象。

作為完善選舉制度後首場立法會選舉，這次大眾不需再
糾結於候選人的政黨背景、口舌之爭。投給誰、怎麼投？
選賢任能成為首要條件，候選人聚焦在政綱承諾，如何代
表選民有效履職、監督政府、促進香港民生經濟發展、處
理深層次問題等成為重中之重。另一方面，無論是地區直
選、功能界別還是選委會界別，這次所有界別的議員都需
經選舉產生，就算資深立法會議員也要「落場」競逐，拚
政綱、比實力，歷練要求高，自然增加了選舉的競爭力與
可觀性，更凸顯候選人的實力與政治魅力。

過去的議會，如鬥獸場、遊樂場；選舉拉票，更聚焦在
宣揚政治立場，不同政治光譜背景的候選人相互攻擊謾
罵、口誅筆伐。如今，在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把關
下，候選人議事論事，「鬥獸場」式的選舉模式不再，取
而代之的，更是集思廣益，建言獻策，各推心目中的治港

大計。
選委會界別更開創了新拉票模式。有候選

人組隊拜會選委，以攜手協同效應廣泛接觸
選民；也有選委社團組織主動舉辦候選人見面會，約見候
選人聽取他們的政綱，並透過互動交流相互給意見，為推
動香港重新出發、聚焦於解決問題出謀獻策。

這次選舉，有很多令人眼前一亮的「非傳統」新丁，既
不是傳統建設力量明星，亦不屬傳統政黨，但卻發出「群
雄競爭」的光芒。他們當中，既有政治素人，也有重量級
社會人士。

從政治光譜分析，153名提名有效的候選人中，61人來
自「非建制派」或新建制背景，佔整體候選人近四成，可
望為議會帶來論政新氣象、議事新作風，打破傳統結構壟
斷。從候選人背景來看，115人是新面孔，當中不乏「新
香港人」，有人有內地背景，有人具台灣背景，更有外國
人面孔。其中48人來自專業界別，包括學術教育界等，具
廣泛代表性和均衡性。

立法會扮演着制定法律及監察政府工作的重要角色。完
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後，香港立法會的組成
與秩序被重塑，回歸其本身的角色。社會和政制要一同進
步，未來的香港要推動良政善治，選舉已邁入倒計時階
段，選戰越來越激烈，選情越來越緊張，選舉動態值得關
注。

立會選舉呈新象 新人湧現獻策多
黃芷淵 選舉委員會委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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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出版典禮暨《粵港澳大灣
區志》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6日在香港舉行。全國政協副
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通過視頻方式發表講話。
講話中，夏寶龍不僅再一次強調了落實「愛國者治港」原
則的重要性，更結合即將到來的第七屆立法會選舉。他指
出：「愛國者治港」絕不是搞「清一色」，而是搞「五光
十色」，是具有多樣性的。

今年7月，夏寶龍副主席首次提出愛國者必須具備的
「五個善於」，這次他強調「愛國者治港」要搞「五光十
色」，其中傳遞出的資訊，不僅表明了這一確保香港長治
久安根本原則內涵正在不斷深化豐富，更體現了中央對於
「愛國者治港」的要求，已經從理論上升到了實踐階段。

體現香港原本應有的政治圖譜
首先，「五個善於」是對愛國的管治者能力的要求，既

是標準也是底線。正如夏寶龍副主席所言：「管治好香港
絕非易事，沒有點真本領是不行的。」香港當前的形勢以
及未來發展面臨諸多挑戰，管治者需要回答五個「能不
能」的問題：能不能始終把握好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大
方向？能不能堅守為民情懷？能不能破解深層次矛盾和問
題？能不能鞏固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能不能在新的歷史
起點上實現香港更好發展？要回答這些問題，「五個善
於」就是最好的答案。

在6日的講話中，夏寶龍副主席再一次談到愛國者應該
具備的「五個善於」，充分說明這是中央對未來香港管治
者能力的要求，是必須達到和遵守的標準和底線。做不到
的，其他方面再有能力、履歷再好看，也不可能取得中央
的信任，不可能得到港人的認可。

其次，「五光十色」是結合香港實際，落實「愛國者治
港」所要達到的效果，是一定能夠實現的目標。作為完善
選舉制度後的第一次立法會選舉，從150多位候選人的背
景看，既有商界、學界、專業界精英翹楚，又有來自社會

基層的勞工、職員、中小企業經營者代表；
既有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又有講普通話的
「港漂」、台灣出生的人士、加入中國籍的
「老外」；既有經驗豐富的資深參政者，又
有充滿衝勁和創新力的新一代年輕人。

從競選過程看，既沒有以往選舉的政治立場先行，也不
再有惡意抹黑和人身攻擊。候選人都在同為愛國者的理念
下，認真比拚政綱，在論壇上作辯論，盡力把個人素質和
能力展現出來，充分展示了廣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
衡參與性和公平競爭性。

夏寶龍副主席所說的「五光十色」，其實體現的就是在
「愛國者治港」原則引領下，「經通全球、文貫中西」的
香港，她的政治圖譜原來就應有的顏色。

彰顯普遍意願也吸納少數主張
第三，無論是「五個善於」還是「五光十色」，都是

「一國兩制」下，中國特色民主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經驗
總結和優勢體現。

從內容不難看出，除了堅持「一國兩制」方針這個根
本要求，「五個善於」中的其他四個，其實都是中國共
產黨能夠帶領國家和人民從積貧積弱到走向繁榮富強的
經驗總結：以人民為中心，目標明確、腳踏實地，團結
各方、攻堅克難。

而「五光十色」則是體現了中國式民主的包容性。中國式
民主，向來就是能夠凝聚共識的民主，不僅善於團結一切可
以團結的力量，而且更可以在彰顯社會普遍意願的同時，吸
納少數人的合理主張。以此次立法會選舉為例，雖然候選人
來自不同政治光譜，政綱訴求或有差異，但是只要朝向「為
國、為港、為民」這一共同目標，那麼立法會就能擺脫以往
無限內耗空轉的亂局，既能監察行政機關，也會和行政機關
良性互動、保持溝通，從國家和香港的共同利益出發，努力
改善民生和發展經濟，開創良政善治的新局面。

從「五個善於」到「五光十色」看「愛國者治港」實踐
鄭翔玲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