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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為有犧牲多壯志 敢教日月換新天
2019年5月，中共

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
「不忘初心，牢記使

命」 主題教育工作會議
上指出： 「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
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
命，是激勵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後
繼、英勇奮鬥的根本動力。」 回顧中國
共產黨波瀾壯闊之百年崢嶸歲月，展現的
是中國共產黨為了國家獨立、人民解放，
為了中華民族根本利益而開拓探索、艱苦
奮鬥、砥礪前行的壯麗畫面和光輝歷程。

自鴉片戰爭後，近代中國遭遇深重的
民族危機。面對風雨如晦、暗夜如磐，多
少志士仁人憂國憂民，找尋中國的出路。
清末官僚士大夫發起的洋務運動，貧苦農
民起義的太平天國及義和團，民族資產階
級求變革改良進行的戊戌變法、辛亥革命
等，都一一失敗了。只有中國共產黨的誕
生，有了一個新的科學理論思想指導，使
中國從此走上了一條 「開天闢地」 、煥然
一新的革命道路。中共是在近代中國社會
矛盾的劇烈衝突中、在中國人民反抗封建
統治和外來侵略的激烈鬥爭中、在馬列主
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相結合過程中應運而
生的。

帶領工人反歧視爭權益

1921年7月23日，中共第一次全國代
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正式登上
中國政治舞台。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

則，大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隨
後，開始在上海組建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
部」 領導工人運動，組織工會和教育工
人，履行馬列主義政黨為受壓迫者爭權
益、為窮苦人謀翻身的使命。中國共產黨
認為：只有喚醒工人的階級覺悟，團結他
們，使之成為反抗剝削、反抗壓迫的革命
先鋒和核心力量，打碎枷鎖求解放，當家
做主建國家，中國才會有希望。正是秉持
着這一信念和初心，中共成立後的頭十
年，先後在香港領導了聲勢浩大，影響深
廣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

香港海員長期遭受英資公司與包工頭
的殘酷剝削及種族歧視，與洋人海員同工
不同酬，工資不及洋人海員的五分之一，
還常遭受凌辱、打罵及剋扣工資，職業毫
無保障。港英統治下階級矛盾、民族矛盾
十分尖銳。1921年底，香港渣甸和太古
船務兩大英資公司海員向資方要求加薪被
拒。1922年1月12日，中華海員工會聯合
總會第三次向資方提出增加工薪，改善勞
動待遇等三項要求，遭到拒絕後，香港海
員即宣布罷工。短短一周內，罷工規模迅
速擴大，致使五條太平洋航線和九條近海
航線陷於癱瘓。

香港海員罷工爆發後， 「中國勞動組
合書記部」 即介入幫助，聯絡協調全國予
以支援，並以中共廣東支部名義發表《敬
告罷工海員》書，號召工人群眾 「堅持到
底、團結一致、嚴守秩序、注重自治」 ，
使罷工鬥爭能夠有理、有節地進行。香港
各行業工人為支援海員鬥爭，亦實行同盟

罷工。到3月初，罷工總人數已達十餘萬
人，使港英當局管治陷入癱瘓狀態。

當時的港督司徒拔面對罷工採取強硬
手段，宣布海員工會為 「非法團體」 ，頒
發戒嚴令，封閉海員工會會所，逮捕罷工
領導人，並開槍阻止返穗罷工工人，造成
震撼一時的 「沙田慘案」 。激起各階層群
眾的義憤，全港罷工繼續擴大。迫於形
勢，港英當局不得不於3月8日接受海員
提出的要求，這場震撼中外的五十六天
大罷工以工人的全面勝利結束。

香港海員大罷工是星星之火，隨後，
上海、武漢、廣東、湖南、直隸等省市和
航運、鐵路、採礦等行業工人的罷工鬥爭
風起雲湧，合計一百餘次，參加人數在三
十萬以上。在中共成立僅半年，只有一百
九十五名黨員的初始階段，就發動和領導
了規模空前而具劃時代意義的香港海員
大罷工，彰顯了其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
開始擔當使命，開創歷史新起點的奮鬥
精神。

1923年6月，中共的三大在廣州召
開，大會強調做好香港產業工人工作，使
之成為反帝鬥爭的強大力量，並決定在港
成立黨組織。

1925年5月30日，震驚中外的上
海 「五卅」 慘案發生，全國反帝國浪潮高
漲，並成為誘發省港大罷工的主因。中共
中央委派中華全國總工會總書記鄧中夏及
香港海員工會會長蘇兆征等組成團隊，召
集香港各工會，聯合成立 「中華全國總工
會省港罷工委員會」 ，並在罷工委員會中

組建中共黨員為領導核心的黨團委員會，
同時在罷工工人中大力發展黨組織，不斷
壯大黨的隊伍，以保證罷工委員會成為維
護工人利益，維護國家民族尊嚴，堅決與
帝國主義作鬥爭的戰鬥司令部。

6月19日起，香港海員、電車工人、
印刷工人首先罷工，接着其他行業的工人
也紛紛響應，有逾十萬名工人在蘇兆征等
人的率領下離港返穗。6月中，中共黨員
藍裕業、周文雍奉派到港，協助中共香港
青年團組織發表《援滬宣言》，並成立
「學聯」 發動學生罷課。皇仁書院、聖保

羅、聖士提反等書院的學生紛紛響應，連
同其他各中小學共有三十所學校的教師及
學生近萬人參加了罷課鬥爭。

身為中共青年團廣東區委執行委員、
宣傳委員的藍裕業，還協助共青團香港地
委編印《香港學生》月刊，並擔任《工人
之路》周刊的總編輯，宣傳中共政見主
張，團結指導學生、工人參加反帝愛國運
動。

全心全意為港人謀福祉

罷工得到香港各階層的大力支援
支持，市民與港英當局進行了堅決的鬥
爭，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都給予港英當局
以沉重打擊。英國遂於1925年11月改派
較熟悉中國文化的金文泰出任港督，以較
平和的手法緩和工潮，答應工人全部要
求，並自此開始對治港政策作出重大調
整，逐步減輕對華人的歧視與壓迫。尤其

是政治上打破了行政局歷來不許華人參與
的慣例，首次委任一名華人為行政局成
員，之後又擴大立法局組織，增加了兩名
華人非官守議員。在文化教育政策上，則
開始准許港大設立中文系，改變歷來英文
授課的做法。

省港大罷工歷時十六個月，有超過三
十六萬工人參與。在世界工運史上留下了
光輝的一頁。在中共領導下，香港工人團
結成一個整體，迅速將罷工行動從一個行
業傳到另一個行業，工會聯盟不僅提出了
經濟訴求，也是爭取人權尊嚴和法律平
等，顯示了香港工人的力量和階級意識的
覺醒；也顯示了中共在香港工人運動中忠
誠地實踐初心和使命的決心與意志。

一百年來，香港這個蕞爾小島，與中
共關係密切，結下深厚的不解之緣。中共
誕生初始，就對這個被外族搶走的失地格
外顧惜痛辱、縈念關切。百年間，屢屢與
港人同患難、共風雨，屢屢為港人爭權
益，謀福祉。融會着多少血脈深情，凝鑄
着多少同胞關愛！港人更當記得，一百年
來，無數共產黨人以追求真理、堅定信
念、忠誠於祖國、忠誠於革命事業的政治
品格，以及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
換新天」 的偉大鬥爭精神，為國家和人民
前赴後繼、奮鬥不息。歷史證明，只有中
國共產黨才能完成救國、治國、興國的莊
嚴使命；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造就領導中
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輝煌功
業。

資深評論員 

維護國家安全須果斷執法

內地近年經濟持續向好，疫情又受控，而且科技
業突飛猛進，就業機會大大增加，這都是大家有目共
睹的事實。日前發布的2021年香港中學畢業生內地
升學報名資料顯示，今年報讀內地高校的香港中學文

憑試（DSE）考生人數，創九年新高，達4783人。
這說明很多香港年輕人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有信心，及見到內地

高校實力不斷增強，因而選擇到內地升學。此外，數據顯示，包括人工
智能等專業在內的工程類專業，成為第二受歡迎的專業，這反映港生看
好內地科技發展的前景，以及未來就業機會較佳。

另外一個為人忽視的現象，根據社區組織協會委託浸大經濟系進
行的研究顯示，依據2001年至2016年期間的數次人口統計，一半擁有
高學歷的內地人在抵港數年後離開香港。研究指出，若這些 「移民」 能
長期留港，預料對本港社會有相當大的貢獻。

立法會最新文件數據顯示，八至九成 「港漂」 （內地來港讀書後
留港工作者為主體）於七年內選擇離開香港。而香港政策研究所估計，
由內地學生來港就讀，到成功在港就業，整個過程中只有三成人最終留
在香港。

前些年，香港 「泛政治化」 嚴重，一些本地學生對內地人的敵視
及挑釁，傷害了內地學生感情，令他們對香港社會環境產生厭惡。

與我相熟的教授朋友告知，內地來港就讀的學生都是出類拔萃的
精英，他們都非常珍惜來港學習的機會，所以勤奮用心唸書，不論
是學士生或碩士生，一般成績都比本地學生優越，這可能並非很多
港人所知。

特區政府現今正想方設法吸引 「海外精英人才」 來港工作，但卻
無視 「內地來港就讀精英」 求去，原因為何？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有探
究原因嗎？為何香港吸引力在消退中？

上述兩宗事件，都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問題，還請特區政府及賢能
之士尋根問究找出原因和答案，造福市民。

留住港漂在港發展
協助港生內地升學就業

香港疫苗接種率為何不能提升？
2019冠狀病毒病疫

苗接種計劃展開至今，特
區政府已為合資格市民接
種逾283萬劑疫苗，其中

約167萬人已接種第一劑疫苗，約116萬人
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佔全港人口750萬約
五分之一。疫苗接種計劃未如理想，原因
包括政治不穩問題、部分醫護存有異心問
題、有部門做事因循三個方面。

「黑醫護」與政府對着幹

關於政治不穩的問題。2019年香港爆
發持續逾年的 「修例風波」 ，令社會元氣
大傷，在政治不穩的情況下，面對突如其
來的世紀大疫情，縱然特區政府採取相應
的防控疫情措施，但官民協作產生了嫌隙，
導致防控疫情舉措無法有效推進。

從危機管理學的角度來看，危機管理
的關鍵主要圍繞六大方面，包括：領導體

系、資源整合、信息溝通、官民協作、社
會動員、公民教育。有關官民協作方面，
即政府及民眾的關係，需要做到良性互動、
同舟共濟。第一是維護社會秩序，遵守秩
序，協助維護社會穩定；第二是統一組織，
聽從安排、服從管理；第三是準確，及時
地披露信息，不信謠、不傳謠；第四是
統籌、徵用社會資源，提供資源、服從
調配。

去年9月特區政府在中央支援下展開 「普
及社區檢測計劃」 ，但只有約178.3萬市民
參與。從普及檢測和接種疫苗來看，參與
率低主因是政治不穩，做不到官民協作的
效果。

況且，攬炒派還處處對着幹，到處製
造和散播謠言，致使部分市民拒絕參與
檢測和接種疫苗，累及香港防控疫情工
作。

部分醫護存有異心問題。攬炒派除了
到處製造和散播謠言外，還動員支持者、

所謂的專業團體，呼籲市民不要配合政府
的防控疫情工作。作為防控疫情最關鍵人
物的醫護人員，在疫情爆發初期竟有 「黑
醫護」 組織配合攬炒派，發起 「政治罷工」
抹黑內地。

在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開展前夕，
有傳染病專家竟公開表明不會參與相關計
劃，亦無打算報名協助採樣，呼籲市民決
定是否參與檢測時，要考慮自己的風險云
云。

有關言論引起社會嘩然，亦讓人質疑
他的政治立場傾向攬炒派。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亦指出，為何市民不願參與 「普及社
區檢測計劃」 ，不應該由她回答，而是應
由自從推出計劃以來、不斷抹黑、找藉口
阻止市民參與的所謂醫生、專家及一般人
來回答，認為這些人只有一個目的，就是
政治計算，找一件事來抹黑中央，破壞香
港和中央關係，並認為社會知名人士有重
大社會責任，他們發表言論前要以公共衞

生角度出發。
此外，在去年2月3日，由所謂的 「醫

管局員工陣線」 發起一場 「政治罷工」 ，
以配合攬炒派的所謂 「訴求」 。負責統籌
香港公營醫療機構運作的醫院管理局發表
聲明，並表示受 「罷工」 影響，約4300名
政府醫院的醫護人員沒有上班，因而導致
部分緊急服務受到嚴重影響。

當時香港正急需醫護同心奮力抗疫防
疫，但部分醫護人員卻參與 「政治罷工」 ，
置病人和社會生死於不顧。同時，不論特
區政府推行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也好，
疫苗接種計劃也好，個別醫生專業團體非
但沒有呼籲醫生會員配合政府抗疫防疫工
作，反而對政府的舉措冷嘲熱諷。

用新思維推動疫苗接種

關於有部門做事因循的問題。新冠肺
炎疫情爆發，除了政治不穩問題和部分醫

護存有異心問題，個別部門做事因循的問
題亦相當嚴重。本港四波疫情的爆發原因，
是由外地輸入個案引發，病毒透過防疫漏
洞，經由餐廳聚會、交通工具等傳播到社
區，導致多個本地群組爆發感染。可是，
個別部門在疫情爆發後，才後知後覺堵
塞漏洞，做事因循，完全沒有前瞻性的防
疫抗疫政策，令人深感失望。

接種疫苗是最有效預防新冠病毒傳播
的方法，但接種率未如理想，令人失望，
也令人憂心。香港疫苗接種率一天達不到
總人口七成，形成群體免疫，就難與內地
磋商恢復正常通關的安排，這對兩地經濟、
交流都有害無利。近日商界鼓勵市民接種
疫苗的辦法甚是創新，作用很大，特區政
府可以參考。最近又到報稅的日子，筆
者建議接種疫苗者可獲退稅，拋磚引玉，
懇請政府考慮，也需加緊想出更好鼓勵辦
法。

山西省政協特邀列席委員

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
日前在報章撰文，表示有人
若是認為支聯會只須更改或
刪除其 「五大綱領」 便可繼

續存在，是一種帶有書生氣的一廂情願，並指
出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支聯會只有解散或取
締兩個選擇。

為此，支聯會秘書蔡耀昌表示，相關文章
是 「威嚇支聯會」 ，又聲稱支聯會一貫以來的
取態是 「處驚不變」 云云。

很明顯，蔡耀昌嘴上雖說 「處驚不變」 ，
實際上早已變成驚弓之鳥，否則他便不會把善
意提醒，當作什麼 「威嚇」 。其實，任何一個
不存政治偏見的人，都會看出相關文章的原意，
是解釋支聯會為何遲早被取締，並提醒支聯會
骨幹成員不要心存幻想，以為不再使用所謂的
「五大綱領」 ，便能避免被取締的命運，而是

應該及早自行解散，以免被取締時遭到有關當
局依法追究。

違反憲法就是違法

事實上，上述文章認為支聯會即使修改或
刪除其 「綱領」 ，也會面臨被取締的命運，原
因十分簡單，那便是支聯會從創立之始，其目
標就是顛覆國家政權和根本制度，只是他們知
道單憑一己之力無法成事，於是決定把募捐得
來的費用，資助內地及海外的反華抗共分子，
意圖藉着他人之手，達成他們策動 「顏色革命」
的陰謀。

說到這裏，不禁讓人想起有網媒最近意圖
為支聯會洗白，宣稱對方一直爭取中央政府承
認其行動 「愛國」 ，連組織名稱都存在 「愛國」
二字，跟其他反中亂港組織有一定區別。誠然，
跟主張 「港獨」 、 「自決」 的攬炒派相比，支
聯會並無分裂國家的主張，但是稍有人生閱歷
之人，都會明白說過什麼不是重點，做過什麼
才是重點，所以支聯會雖然自稱 「愛國」 ，但
不代表他們是真的愛國。

在香港，愛國是指愛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及
其國體，當中必然包括憲法所訂明的國家根本
制度。誠如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夏寶龍所言： 「國家不是抽象的，愛國也不
是抽象的，愛國就是愛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
憲法必須遵守，違反了就是違法。維護憲法的
權威和尊嚴是對每一位中國公民的必然要求，
也是愛國者的行動準則。」

支聯會自成立的一刻起，便不斷以資助及
其他方式，慫使他人顛覆國家政權和根本制度，
其 「綱領」 更是惡意扭曲和醜化憲法第一條所
訂明的人民民主專政，藉此煽動他人憎恨國家
根本制度，甚至意圖推翻此一根本制度，他們
又怎能算得上愛國？

正因如此，支聯會的所謂 「支援愛國民主
運動」 ，實際上藉着金錢資助和各種形式的支
援，達至推翻國家根本制度的目標。即使支聯
會自稱 「愛國」 ，或者停止使用 「綱領」 ，他
們成立和存在目標也不會因此而有所改變。

在此情況之下，根據香港國安法第22及

第23條，任何人或組織煽動、協助、教唆、以
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以武力、威脅使用
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
即屬觸犯顛覆國家政權罪。值得一提的是，條
文中的 「非法手段」 ，既是包括違反香港本地
法例，亦包括違反基本法和憲法，所以支聯會
意圖推翻憲法第一條所訂明的人民民主專政並
有所行動，已屬以非法手段顛覆或煽動顛覆國
家政權。

盡快取締顛覆性組織

除此之外，根據國安法第31條規定： 「公
司、團體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因犯本法規定
的罪行受到刑事處罰的，應責令其暫停運作或
者吊銷其執照或者營業許可證。」 《社團條例》
第8條亦規定：如社團事務主任合理地相信禁
止某個社團或分支機構的運作或繼續運作，是
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
人的權利和自由所需要者，保安局局長可在社
團事務主任的建議下，禁止該社團的運作和繼
續運作。

由是觀之，相關文章只是簡單地陳述法律
事實，並且作出善意提醒，勸喻支聯會骨幹在
當局正式執法之前，能夠自行解散。面對好言
相勸，支聯會實在應該從善如流，若是因為害
怕自己無法向幕後金主交代，於是選擇一條路
走到黑的話，等待他們的結果，便只剩下法律
的制裁矣！ 時事評論員

議事論事

溫滔淼 有話要說

謝悅漢

中共與香港

陸文英

議論風生

劉勇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