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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美謀獨加速台獨
滅亡

美霸權主義的拙劣表演
這就好比一個強盜告訴你，我要殺到
你家裏來了哦，你不許不滿也不許反抗，
否則出了什麼事都是你的責任！這是什麼
混賬邏輯？美國這是鐵了心要干涉中國內

政，鐵了心要站在14億多中國人民的對立
面，鐵了心要以2300萬台灣人民的福祉為
代價遏制中國崛起。其禍心已昭然於天下。
佩洛西此次竄訪，是美國霸權主義的
拙劣表演。全球苦美久矣！自贏得冷戰勝
利以來，狂妄自大的美國政客們便被 「歷
史終結論」 的光環閃瞎了眼睛，早已把霸
凌他國當做家常便飯，把顛覆主權國家政
府視為稀鬆平常。美國的戰車在全世界引
發動盪和戰火，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
利比亞等國慘遭蹂躪，數百萬無辜民眾橫
遭飢餓、流浪乃至死亡之痛楚。現在，美
方視自身千瘡百孔的國內治理為無物，視
聯合國2758號決議、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為
無物，又把黑手伸向了台灣海峽，妄圖為
其日薄西山的全球霸權再續命一秒，中國
人民不答應，世界人民不答應！
佩洛西此次竄訪，是對包括台灣人民

在內的中華兒女的公然挑釁。中華民族的
偉大復興早已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然
而抱定霸權主義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的美
國政客們看來是寧肯選擇滅亡也要舉起螳
臂去擋一擋。2018年以來，對華發動貿易
戰、在香港挑起社會動亂、編造新疆所謂
「種族滅絕」 的無恥謊言，美國種種劣跡
不一而足，對中國的打壓已近乎歇斯底里。
然而，台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在
這個問題上挑釁就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
自焚！
佩洛西此次竄訪，是 「倚美謀獨」 的
民進黨當局的醜惡嘴臉的總暴露。台當局
的生存之道，就是抱緊美國大腿，繼續與
大陸對抗，繼續欺騙台灣人民。因此，他
們早已不把出賣台灣人民利益、損害中華
民族權益當回事，早已心甘情願地成為舔
美的叭兒狗。長期以來，台當局勾連配合

外部勢力，在台灣問題上 「切香腸」 ，妄
圖以漸進方式謀求 「台獨」 ，其狼子野心
早已為世人所知。此次，台當局悍然邀請
佩洛西竄訪，顯然是低估了我們捍衛國家
領土主權的決心，這跑偏的一刀已經切不
到香腸上，而很有可能會剁掉自己的黑手！

民意不可違 玩火必自焚
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 「中國政
府和中國人民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是一以
貫之的，堅決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是14億多中國人民的堅定意志。民意不
可違，玩火必自焚。」 可惜，頑固反華的
美國政客們看來是聽不進去我們的警告了，
他們尊崇的只有他們的強盜邏輯，而試圖
跟強盜講道理只能落得被謀財害命的下場。
還是那句老話， 「豺狼來了有獵槍」 ，美
國政客和 「台獨」 分子們需要好好體驗一

普通法與
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
法政
新思 楊曉楠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25周
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
典禮重要講話中，充分肯定了香港特別行
政區在回歸祖國後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績，
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香港在過去25年
保持一流的營商環境，包括普通法在內的
原有法律得到保持和發展。習主席在講話
中強調， 「一國兩制」 實踐規律之一，是
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鞏固
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維護自
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法制
度，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 。普通
法制度多次作為 「一國兩制」 成功經驗
被提及，說明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一項
明顯的制度優勢，在未來也需要繼續鞏
固和保持。

有利於優化香港營商環境
首先，香港的普通法制度是依據香港
基本法明確規定的本地法律制度。在 「一
國兩制」 方針指導下，憲法第31條規定，
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由全國人大以法律
規定；香港基本法第8條規定，香港原有制
度，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
和習慣法，除與基本法牴觸或本地立法機
關修改外，予以保留。同時，香港基本法
第四章又具體將《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
中與司法制度、律師執業資格等相關的內
容加以規定，保持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其
他普通法地區的法律融合性以及普通法傳
統的延續性。由此可見，憲法與香港基本
法作為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從法律層
面明確了普通法制度在本地的合憲性，
使得在中國主體屬於具有大陸法特色的
社會主義法制度下，香港作為中國唯一
的普通法地區，能夠發揮其獨特的法律優
勢。
其次，香港的普通法制度有利於優化
香港的營商環境。早在上世紀末，美國經
濟學 「法與經濟學派」 的學者就提出經濟
發展中普通法優越性理論，其核心觀點是
承認法律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並且在
比較49個國家的法律制度後，指出普通法
制度更有利於推動經濟發展。其重要原因

之一就是，普通法制度比較而言更傾向保
護股東利益和產權人利益，對投資者權利
的保護轉而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儘管對於
這一理論後來也有學者質疑，但總結 「一
國兩制」 方針下香港營商環境建設的經驗，
能夠很好地說明，保持良好的普通法制度
是香港繁榮穩定的致勝法寶之一。分析具
體原因：
一是因為普通法傳統崇尚法治原則。
法治構成了香港社會的基石。法治原則要
求每個人在法律面前都能平等地享有權利、
並且被平等地對待；公權力機關恣意妄為、
越權行事的概率大大降低，即使在法律規
定的裁量權範圍內，公權力機關也不可作
出明顯不合理的決定或者濫用其酌情權；
要求司法機關秉持公正，為當事人提供一
套公開、有效且可以負擔得起的糾紛解決
和權利救濟機制。在這樣的社會裏，法律
能夠給商業社會的良好運行提供所需要的
基本規則。
二是因為普通法是審判中心主義的，
強調正當性說理過程。普通法的判例由法
官作出，它不僅是法律淵源之一，也是理
解普通法的路徑。普通法的法官必須尊重
先前判決中的原則，同案同判、遵循先例，
法官在特定案件中的判決構成下級法院及
同級法院在後來案件中具有約束力的先例。
普通法判決強調說理，在此過程中塑造出
普遍適用的原則。過去的判決為現時的決
定提供一種合理性和正當性，同時也給交
易行為提供了較大的可預期性。
三是因為普通法制度強調司法的獨立
性，司法機關公允嚴格地適用法律，對法
律爭議作出裁決。司法獨立是普通法制度
維繫的根本保障。法官作為消極的仲裁人，
進行法律解釋，也參與了法律的續造，獨
立的、高度專業性的法官保障正義能以被
看得到的形式實現。為此，香港基本法明
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獨立的審判權，
賦予了香港在回歸後擁有終審權，不受其
他地區、其他機關的影響。司法獨立原則
要求法官作為個體獨立，香港在法官和司
法人員的遴選、任免制度上有完善的程序
保障，司法人員任職宣誓制度和對法官行
為的指引也提醒法官應奉公守法，保證獨
立審判案件。
四是因為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強調權利
保護。香港基本法規定了香港居民最重要

的權利和自由，第三章以高度概況的方式
規定了香港居民廣泛的權利譜系，包括公
民和政治權利以及經濟社會權利，並規定
了國際人權公約在香港繼續適用。香港基
本法其他章節分散規定了權利條款，如總
則第6條中規定了私有財產權，第六章中規
定了學術自由、擇校自由、科技成果權利
等一系列權利。

為民族復興貢獻力量
除此之外，在香港本地法律和普通法
判例中，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利始終是普
通法的核心要義。在這樣的制度下，法律
尊重社會每個個體的權利和尊嚴，所以，
市民對這樣一套法律制度及其運行是信任
的，在權利和利益受到侵害的時候，是可
以訴諸法庭並得到救濟的。香港的成功經
驗再次印證了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
這一論斷。
再者，香港的普通法制度有利於特別
行政區參與國際交往、強化暢通便捷的國
際聯繫，鞏固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
中心地位。香港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
個特別行政區，也是世界上重要的國際金
融中心，是中國與世界其他貿易夥伴商貿
往來不可或缺的窗口。香港多年在國際金
融中心排名中位居前三，對此，普通法制
度對於便利香港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經貿交
往而言至關重要，前三位的國際金融中心
「紐倫港」 都屬於普通法地區，法律傳統
的共通性極大減少了交易成本，保障了交
易便利化。
事實上，香港基本法所保留的普通法
制度在回歸後隨着法院司法實踐的發展，
在回歸後25年間逐漸形成了具有香港特別
行政區特色的、自生性的法律秩序，雖然
仍保留着普通法傳統，卻已經是 「一國兩
制」 下具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普通法制度。
「一國兩制」 方針賦予了香港顯著的制度
優勢，保持了香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在未來，香港應繼續發揮普通法的制
度優勢，保持普通法體系的融通性，繼續
堅持法治原則、司法獨立和權利保障，為
香港繼續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國際
經濟事務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保駕護航，
也為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貢獻力量。
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教授



在美國內部
意見不一、國際
焦點
社會不支持、中
關注
郭 岩 國表態將強力反
制的大背景下，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還
是要一條道走到黑，悍然竄訪了台灣。當
然，擁有迷之自信的美國政客遠不止佩洛
西一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還公開 「呼籲」
中國不要因此訪加劇緊張局勢，原話是 「如
果議長決定訪問台灣，而中國試圖製造某
種危機或以其他方式加劇緊張局勢，那將
完全是北京的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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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與14億多
中國人民為敵
責任編輯：曹宗興
會是什麼結
果。
多行不義
必自斃，在不
歸路上狂飆的美帝國主義這次必定只能踢
到鐵板。佩洛西在其政治生涯即將結束之
際，為一己私利，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韙，
在台灣問題上挑戰我國底線，攪動台海不
安和動盪，不啻為全體中華兒女之公敵，
更是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之公敵。 「爾曹
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這類宵
小或許正為自己的 「膽略」 而沾沾自喜，
殊不知其所為恰是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
霸權主義的真面目，恰是增強了中華兒女
完成祖國統一的決心和意志，而他們自己
則只配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從中史科發展史看
如何加強國家觀念（下）
港英政府長期以來操縱中史科課
程，先是迴避近現代史，以免影響其
教育
「管治合法性」 ；其次是將中華人民共
思考 黃家樑 和國發展歷程視為禁忌，懼怕新一代認
識國情；三是重政治史而輕文化史，局
限學生對中華民族的認識，力求淡化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
隨着1997年臨近，中國歷史科改革的呼聲日漸壯大，加上課程發展
議會引入了非官方的成員，港英政府的控制相對下降。1992年推出的高
級程度中史科課程不但加入了1949年以後的當代史內容，教學目標也明
確列出 「啟發民族責任感」 宗旨；而1993年開始推行的會考中史課程亦
加入了1949年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範疇。及至1997年，初中中史
課程進一步改革，加入香港史內容，凸顯香港與內地之間密不可分的關
係，並列出 「通過對民族文化及國家歷史的認識，建立對民族、國家的認
同感及歸屬感」 。雖然基於歷史上部分港人所存在的一些心態，課程內對
中國共產黨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成就仍着墨不多，但整體上已是難能可貴。
可見，第一任行政長官上任後，初中中史科出現了根本性轉變，是為香港
回歸祖國後擺脫 「殖民教育」 的重要一步。

中史教師「兼教」問題須解決
可惜好景不常，2000年，當時的教育局官員將中史科獨立科目的性
質改變，容許學校以中西兩史合併，或推行校本綜合科目，取代中史科，
令國史教學無法有效開展，中史的課程文件淪為空談。幸好，第五任行政
長官上任後，恢復初中中史作為獨立必修科地位，協助新一代客觀、全
面、有系統地學習國史，了解國家民族的過去，並鑒古知今，對國家和民
族擁有一份溫情與敬意。其後初中課程更作出改革，加強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當代史，強化香港史以突出香港與內地關係，引入文化史以孕育民族意
識，針對港英時期中史教育的三大弊病對症下藥。
新課程開展至今已有兩年，但前線教師表示須在 「古今並重」 的原則
下加強近現代史教學，並在政治史之外加入文化史內容，令教學內容稍見
超載，普遍反映課時不足。影響所及，教師或只能作簡略講授，無法介紹
當中有趣和有意義的細節；或無暇進行各種課堂活動，被迫以單向式教學
追趕課程進度。
因此，中史科的改革立意至佳，但具體執行還待各方出謀劃策以臻完
善。此外，作為普及教育的初中中史科，不應以考試導向，而應是趣味盎
然，令莘莘學子熱愛國史，進而熱愛國家。在這方面，中史教師的 「兼
教」 問題仍未解決，師資質素和培訓工作未有進展。另一方面，怎樣整合
和利用社會資源，如參觀各大博物館（特別是最新開幕的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觀賞歷史電視劇片段；甚至結合以歷史為背景的網上遊戲進行教
學，一切仍有待開發。
更重要的是，當前仍有小部分教師對中國共產黨抱持負面心態，如何
引領和協助他們，特別是新一代教師，用中國人史觀和宏觀視野，公正和
客觀地教授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取得正面和積極的成就，實在是當務之急。
新課程在新學年將會在中三級開展，當中有關改革開放的史事佔相當
篇幅，涉及大量國民教育和國情教育的工作，如何令課程精神落到實處，
有待各方合力推展。
總而言之，中史科如何配合國家發展大勢，培育熟知國史國情的新一
代，做好中國共產黨發展史教育，說好中國故事，正面和客觀看待中華人
民共和國發展，擁有一顆中國心，將是重要使命。教育當局在當前從由亂
到治邁向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應主動把握機遇積極作為。
中史教師會副會長

汲取統一戰線智慧 促進香港團結發展
議論
風生 黃少康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統一戰線
政策10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在中央統
戰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對如何準確
把握新時代愛國統一戰線的歷史方位、認
清新時代愛國統一戰線的基本任務和加強
新時代統一戰線工作，作出了深刻闡述。
為什麼中國能把不同黨派、不同民族、不
同階層、不同群體、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
不同社會制度下的全體中華兒女都團結起
來？筆者認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
具有宏大的戰略眼光，全面地回答了這
一問題，香港社會也應從講話的真知灼
見中汲取智慧，促進團結發展，開創新
局面。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
審議通過的《關於 「民主的聯合戰線」 的

議決案》標誌着開創統一戰線的先河。這
是中共站在了救亡圖存的民族大義高度，
探索出中國革命新的道路、新的局面。滄
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一百年過去了，
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域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共總結歷史經驗，提
出新時代愛國統一戰線的基本任務，意義
非常重大。中共的政治智慧在於，總是緊
跟時代步伐，總是善於總結提煉，總是能
把自身命運前途置身於大歷史大浪潮大格
局中去審時度勢，亦因此飽含大胸懷大氣
魄大戰略，而不拘泥於一時一刻，不局限
於一黨一派。

把握歷史定位和戰略方向
這種政治智慧，恰恰是香港特區管治
團隊所需要、所應學習吸收的。過去，香
港特區政府在施政上時有遲疑、爭議，或
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弊病，其根本是政
治定力不足、戰略方向模糊。那麼，香港

的戰略基點到底在哪？筆者認為，習近平
總書記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
發表的重要講話，就是香港未來的戰略
基點。具體而言，要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
兩制」 方針，要用足用好中央 「三個全力
支持」 ，抓住機遇、乘勢而上，要以全域
高度精準把握香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
的歷史定位。
只有找準這個基點，錨定這個目標，
在維護國家安全、保障香港大局穩定等大
是大非問題面前才能保持清醒、站穩立場；
在提升管治水平、破除固有利益藩籬造福
民眾、加強青少年國民身份認同等方面才
能無懼風浪、勇往直前。
如果本末倒置，囿於狹小的本地視野
閉門造車，不肯背靠祖國、不打開格局，
必將故步自封、迷航錯失。正如近日 「台
獨」 分子採取瘋狂行徑，對台灣民眾的和
平呼聲置若罔聞，對祖國統一的民族宏願
漠視不理，對西方勢力的教唆利誘奴顏婢

膝，挑釁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其所作所
為必將遭到歷史的懲罰！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
進一步指出： 「人心向背、力量對比是決
定黨和人民事業成敗的關鍵，是最大的政
治。統戰工作的本質要求是大團結大聯合，
解決的就是人心和力量問題。」

做到大團結大聯合大發展
中國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的巨大飛躍，靠的是人民，人民是歷史的
創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正是堅持這一歷
史觀，中共中央始終把人民擺在心中最高
位置。所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香港時說：
「我的心和中央政府的心始終同香港同胞
在一起。」 以人民為中心，求同存異團結
各界和海內外同胞，這就是中國力量。反
觀一些西方國家，在內民粹主義、種族主
義大行其道，在外四處挑唆地區爭端、煽
風點火，如此狀況是不可能長久的。

過去發展期間，香港暴露出住房、醫
療、貧富懸殊、階層固化等深層次問題，
而未來要做到由治及興，就一定繞不開、
躲不掉這些矛盾，香港居民必須團結一致、
繼續發揚包容共濟、求同存異、自強不息、
善拚敢贏的優良傳統，才能創造更美好的
生活。750萬香港居民，有原籍內地的、外
籍的，有講粵語的、普通話的、外語的，
有不同學歷的，有信奉各種宗教的，五光
十色，多姿多彩，如何在尊重多樣性中尋
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
心圓，促進人心回歸，是特區政府的時代
課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
的講話思想深刻，寓意深遠，值得特區政
府和社會各界認真思考學習。在新的發展
階段上，香港各界應團結一致，乘勢而上，
共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團結奮鬥。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義工聯盟社會事
務基金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