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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偉寧 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委員 遠略（香港）智庫博士
戴耀廷又一抗爭策略，是「去中

心化和由下而上」，認為修例風波
是一次新型的、沒有傳統模式領袖
的政治事件。去中心化是其顯著特
徵，抗爭者透過網絡自行組成各種

群組，黑暴者由下而上地策劃和執行各種抗爭活動。
黑暴們常自我陶醉於「無大台」，認為這樣運作會使
警方沒有談判對手或抓捕目標，從而使黑暴運動得以
持續。殊不知，其自認得意之處正是他們的致命短
處，再次印證了黑暴們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
卿卿的性命」。
第 一、「去中心化」存在天然缺陷。去中心化群體

運動只有在網絡時代才可能實現。黑暴們陶醉於自己
創造的抗爭新形式，可成亦斯敗亦斯，這種形式一開
始即存在致命缺陷：一是一盤散沙；二是無密可保；
三是貽誤時機；四是胡亂指揮；五是調度無方。戴耀
廷也認識到去中心化的致命缺陷，其不得不承認，
「如果不能團結起來，就不可能達到目標，現在最主

要的是尋找一種新的連接模式」，但他絞盡腦汁也找
不到解決方案。他在沒有找到穩妥方案的情況下，就
把年輕人動員到街上抗爭，這是不把別人的命當命！
他自己為什麼不親上「前線」，也不讓自己的孩子上
呢？其心可誅。
第二、黑暴蔓延背後的真實原因。導致黑暴一時氾
濫的根本原因：一是香港法律不健全，法制存在短
板。香港一直沒有就23條立法，最初也沒有國安法，
使警方對激進本土派打着民主旗號進行的破壞活動，
缺乏充足的法律依據，無法放手執法。二是境外敵對
勢力、黃色教師、黃屍法官和泛民政客教唆、包庇、
縱容和資助。三是大量不明真相的市民暫時被蒙騙。
部分對生活現狀和對政府不滿的市民，很自然地接受
了激進勢力的欺騙宣傳，一時未看清黑暴的本來面
目，對他們採取默認、包庇，甚至感恩的態度。四是
政府和警方過於寬容。暴亂初期，政府和警方對暴亂
的危害性、複雜性和持久性估計不足，平亂的決心不
大、決策遲緩、準備不足。個別人甚至認為黑暴們過

於年輕，不忍心因嚴格執法而影響他們一生，更不忍
心像歐美警察一樣動用真槍實彈平暴。政府的忍耐和
警方的寬容，使黑暴勢力錯認為軟弱可欺，於是得寸
進尺，變本加厲的進行破壞活動。
第三、香港青年的未來是對黑暴說不。再強大的暴

力也強不過裝備精良的警方，再美麗的口號也不是暴
力的借口。既然暴力抗爭沒有前途，那麼香港青年的
未來在哪裡呢？我認為：一要把個人的前途與大多數
人的利益結合起來。香港青年的個人奮鬥必須與國家
的命運和港人的整體利益統一起來，才有可能把理想
變成現實。二要真心謀劃香港的發展與未來。全球疫
情持續蔓延，生產和工作受到嚴重影響，更加突顯祖
國的巨大影響力。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毗鄰大
灣區，必須發揮「一國兩制」得天獨厚的優勢，與內
地加強經濟融合，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三要修身正
德，不斷提高個人的能力素質。品德和學識是事業發
展的基石，年輕一代要想成功，必須從修身養德出
發。

「去中心化」的抗爭注定變成烏合之眾
——批判戴耀庭抗爭策略系列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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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門市政協委員
九龍社團聯會副會長陳鏡秋

新冠肺炎從年初至
今，在世界曼延，在
香港同樣影響着市民
的工作和生活，社會
經濟受到極大的影
響，盡快結束疫情，
盡快恢復兩地通關及

與鄰近疫情相對不太嚴重的國家互認「旅
遊氣泡」是當今香港的主流民意。為實現
五中全會提出的「雙循環」，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而其中的關鍵是香港市民和政府
同心協力防止疫情的惡化。
首先政府必須下定決心，一方面嚴格
執法加強巡查檢控，另一方面要求全民檢
測及推行香港「健康碼」。鑒於本港疫情
反覆，團體以電話訪問了4552名年滿18
歲的香港市民，73.5%受訪者贊成政府應
推行強制全民檢測；74.4%贊成強制全民
檢測配合港康碼實行，亦有76.9%的人認
為新冠肺炎病毒檢測費用應免費。盡快找
出隱形病人將疫情限制較低水平，甚至
「清零」。
抗疫應以「清零」為目標盡快實行全
民檢測，由於人群聚集仍是社區傳播的最
大風險，加上抗疫疲勞以及無症狀感染增
多，市民防疫意識有所松懈，政府更要主
動承擔更多防疫責任，加強宣傳萬眾一心
抗疫。以本地個案「清零」為目標，加強
對特定行業高危人群的病毒檢測，從而盡
快推行全民強制檢測降低檢測費用，為把
個案「清零」創造條件。
疫情減緩後，最逼切的是與內地盡快
通關。恢復人流，以振興香港經濟。從而
把握歷史性機遇，提升優勢，積極參加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國家「十四五」發展規
劃。一是本港與內地關係密切，不少市民
需往返兩地經商、生活、探親，疫情減緩
甚至「清零」，為實現通關創造必要的條
件；二是解決目前香港經濟不振，失業率
增高，房市、商鋪蕭條，大量企業瀕臨倒
閉，引入人流解燃眉之急；三是香港必須
上下一心，齊心抗疫，保證一個低水平
的確診數字，為己、為人、為港，通關才
可成事，經濟才可以盡快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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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德聰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盧錦欽 福建省政協委員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

參考內地防疫成功經驗 提振香港經濟必先抗疫

控制疫情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布的施政
報告的重要內容。當中提到一系列政策，包
括逐步有序恢復粵港人員往來並支持確保新
冠疫苗供應香港等，所有措施要得到順利開
展，前提是香港能否戰勝新冠肺炎疫情，成

功「清零」。
防疫抗疫仍是特區政府當前的頭等大事，以盡快恢復通關為

目標。正如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所言，香港當務之急是需要
進行全民核酸檢測，這樣才能把新冠肺炎患者和健康人群分
開，及時切斷感染源。香港疫情一再反覆，主要原因是入境檢
測層面有漏洞，未能確保所有從機場入境人士在「封閉的管
理」完成檢疫，無症狀的輸入性個案進入社區就形成隱形傳播
鏈。不然的話，失業率會繼續攀升，對經濟發展會更不利。
由於與內地無法通關，本港許多商戶苦不堪言，貿易、零
售、旅遊等業界均受到重創，失業率不斷上升，筆者建議特區
政府大刀闊斧為全港市民推行強制全民檢測，找到源頭不明的
個案，切斷社區傳播鏈，盡早達至「清零」要求，既讓香港市
民的生命健康得到確切保證，以短時間的「封城」措施換取民
生及經濟提振。
內地在嚴控疫情的努力下，復工復產成效明顯，經濟已快速
反彈，相信是在2020年唯一有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因此，筆者
認為，特區政府當務之急是下定決心參考內地防疫成功經驗，
推行強制檢疫，並通過「健康碼」互認，有利於追溯感染源
頭。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早前「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為超過

170萬名市民免費提供了病毒測試，並為疫情期間立法會的平
穩運作保駕護航，這些舉措切實維護了香港的安定繁榮，與每
一位香港市民都息息相關。今次在施政報告中，公眾再次體會
到中央政府為支持香港確保疫苗供應，同意在有需要時預留一
定數量內地研發或生產的疫苗供香港市民使用，這再一次切實
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關愛和支持，必將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新
的動力，使香港更全面地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更好
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假如香港未能有效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不能恢復與內地、外
地的人員流動和本地活動，各項有利民生和經濟的措施將難以
開展。作為工商界代表，我們同意重啓經濟路線圖：第一步，
要求所有港人接受強制新冠病毒檢測；第二步，持續監察並進
行全民抽樣檢測；第三步，逐步開放旅遊。因為只有盡快恢復
飲食業、旅遊業、零售業正常的經濟活動，才可以重新為香港
經濟注入動力，同時也需要全港市民通力合作。
在經歷了一年多的社會動盪和經濟萎縮，市民最希望看到
香港經濟的前景。希望在接下來的施政運行中，可以看到香
港政府和立法會之間可以互相配合，齊心協力打好抗疫戰，
同時更好地體恤民情，促進香港盡快恢復經濟，更好的為民
服務。
筆者確信，施政報告昭示着特區政府將竭力恢復經濟、開創

就業機會、增加培訓等各種舉措，這份施政報告在經濟發展上
着力鞏固和提升香港優勢，在民生建設上力求解決眼前和長遠
的社會問題，讓香港社會在去年社會事件和今年新冠肺炎疫情
衝擊下，砥礪前行，重新出發。

完善教育措施 培養下一代理性思考

2020施政報告中的新
舉措引起各界的熱烈討
論，在抗疫紓困、住屋
問題、經濟發展等議題

上，都推出了一些新措施。其中不少篇幅也
有提到對下一代的培育及關愛，例如在「修
例風波」中被檢控的2300多人中，對於18
歲以下有悔意而非涉及嚴重罪行的被捕人
士，根據情況考慮予以改過自新的措施。這
體現了政府對於下一代的關顧，靈活地處理
個案，讓一些知錯悔改的青少年能夠不留案
底，減低付出的代價。
修例風波引發的通識科爭議不斷，通識教
育初衷是要學生掌握分析社會時事的能力，
建立正面的價值觀。但由於教學設計的漏
洞，讓該科目變味，課堂泛政治、教師因政
治立場而使用嚴重偏頗的教材。針對教育的
漏洞，施政報告在培育人才的方針內涵蓋加
強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深化憲法、基本
法及國家安全教育，改革高中通識教育科，
強化教師入職、在職及升職前的培訓。這是
絕對有必要的，德不是天生的，是需要後天
的培養，所以學校、教師，乃至於家庭的責
任重之又重。

香港教育需要正本清源，特區政府已經帶
頭走出重要的一步，未來還有漫長的路要
走。正如香港少數學生滑向「黑暴」深淵也
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極可能要花上成倍的時
間「刮骨療毒」。知識和思考應該是同步而
行，否則知識就不能發揮它最大效果。因此
特區政府在這些舉措落實的過程中，建議融
入以下兩點內容：其一，讓學生及教師都能
理解到該做什麼，了解曾經發生、正在發生
以及未來有可能發生的一切，例如針對守法
意識薄弱的問題，引以個案研究，只有切身
的體會，才能做到知而行之；其二，加強師
生對於社會環境的認知，不斷地探索、發掘
和認識香港的優勢，及背靠祖國所享有的優
勢條件，加深國家觀念，開拓視野。
國情教育是教授學生認識國家、了解社會
概況的基本教育形式，具備關注個人與國家
間的關係、提升青少年社會責任感的視角差
異，在方法上注重通過理論及實踐等不同方
式增強青少年對國家形象的主觀認知，理性
地對國家與特區的關係等問題形成基本的判
斷，引導青少年的發展步入正軌。在此過程
中，要用愛心和耐心作引導，讓他們迷途知
返，踏上人生的康莊大道。

海南省政協常委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莫海濤

肖凱 上海市浦東新區政協委員 香港北區工商業聯會創會會長
一個更富強的國家是香港抵禦一

切困難挑戰的底氣所在，一個更注
重創新發展的國家是香港發揮所長
的舞台所在。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
明確指出，中央將進一步支持香

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及保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
勢，再次彰顯國家對香港的支持與厚愛。
筆者在內地與香港從商多年，深明一個小的外向型

經濟體，一遇大風大浪，就很難避開風險；特別是今
年全球疫情重創經濟，香港所幸有中央支持，港澳地
區應當更積極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豐富「一國兩
制」事業發展新實踐，創造新的輝煌。
粵港澳大灣區是未來全球最重要的雙創基地，相信

「十四五」規劃必將持續提升國家經濟實力、科技實
力、綜合國力，因此在內地巨大的腹地和市場，特別
是內地快速發展，這些都是香港經濟復甦的動力。
近年以來，香港一些人曲解「一國兩制」，造成嚴

重的政治動盪，干擾了香港經濟發展。然而，隨着香
港國安法實施，香港社會秩序逐步恢復正常，從而加
強香港與內地交流合作，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抓住粵港澳大灣區的重大歷史機遇，與內地進行
更多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投入更多創新元素，建設
好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在「十四五」時期為國家發展
大展身手，以香港所長配合國家所需，帶動自身發
展，不負中央所託。
筆者和香港許多商界人士同樣在大灣區積極尋找發

展商機，這與我們共同明白到香港人不能再故步自
封，要更加提升自身優勢，引領和推動香港企業家積
極參與同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的交流合作，加快融
入「一帶一路」建設，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國
家正進入新發展階段，從高速增長階段進入高質量發
展階段，未來港商可從推動優質產品擴大內銷、拓展
進口分銷業務等，積極參與內需市場；基於香港現代
服務業的先發優勢，大灣區將充分融合區域現有的人

才、產業和基礎設施優勢，與大灣區發展戰略結合是
一個可行的科創研發途徑。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早前公布的《世界經濟自由度

2020年度報告》中，再次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
濟體。在五個評估大項中，香港在「國際貿易自由」
及「監管」均排列首位。在筆者看來，此分析助證香
港在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同時，形成另一個經濟增長
方式，在數碼轉型加快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創科發展
勢頭強勁、新經濟龍頭企業持續來港上市，以及國家
「十四五」規劃利好政策等因素配合下，將科技創新
放在現代化建設全域中的核心地位。因此，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底蘊猶存、優勢眾多，既可在內循環
中體現現代服務業的先發優勢，在國家推動產業升級
的進程中發揮所長；只要香港發揮「一國兩制」的獨
特優勢，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就將為香港青年帶
來無限發展空間，希望香港有更多有志青年抓住歷史
發展新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十四五」建設創科機遇 香港底蘊猶存優勢衆多

全面務實恤民情 施政報告盡展新思維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發表任內第四

份施政報告，以「砥礪前行重新出發」
為題，內容全面詳實，從香港的迫切需
求出發，圍繞疫情防控和恢復經濟，推
出了逾200項改善民生的新措施。筆者

認為，今次施政報告兼顧短期、中期、長期不同階段的發
展舉措，全面、務實、進取，有亮點、有突破，充分體現
出特區政府帶領香港重回正軌的決心和擔當。
首先，施政報告用了更多的篇幅談政治，特別是在香港
的憲制秩序和政治體制、國家安全等議題上着墨頗多，把
維護「一國兩制」、正本清源和撥亂反正放在了重要的位
置，是符合香港當前現實的。一直以來，香港有不少人對
包括憲法、基本法在內的政治體制等問題存在錯誤認知，
往往強調「兩制」而忽視「一國」。為此林鄭月娥在報告
開篇闡述並釐清了「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之下行政長官的
憲制地位，強調香港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直接向中央政
府負責的行政主導體制。在此框架下，行政、立法、司法

機關各司其職，行政主導與司法獨立並無矛盾，行政長官
的職責也包括維護立法會監察政府功能的權力。
其次，施政報告更多從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合

作共贏的視角論述經濟發展，而非只囿於單一聚焦本港，
展現了特區政府的新思維、新擔當。一方面中央推行包括
確保香港新冠肺炎疫苗供應、「港車北上」、「跨境理財
通」等一系列惠港措施，充分體現國家關懷和支持。另一
方面，報告帶來多項融入大灣區發展的好消息，其中「大
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針對當前香港青年面臨的置業、職
業等困境，為香港青年提供一方天地，能夠放眼國家，
更好地發揮所長、把握大灣區的機遇，並透過親身感受
認識國情；而「傑出創科學人計劃」則能夠吸引海外傑
出科研人才來港發展，進一步完善創科生態鏈，加快香
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互聯互通，有利於兩地加快融合
互補優勢。
目前疫情防控是香港的頭等大事。近一年的疫情侵擾重

創香港經濟，社會氣氛消沉，為此政府在經濟方面提出社

會福利、公共醫療、基礎建設、房屋置業等議題，分別從
短期、中期、長期等不同階段為香港發展作出規劃。而現
階段經濟能否復甦取決於疫情防控形勢。正如林鄭月娥所
說，社會各界應該不遺餘力配合特區政府嚴格控制疫情，
是恢復經濟社會正常秩序的基礎。而要做好疫情嚴控，必
須採取一切「外防輸入、內防反彈」措施。從內地的防疫
經驗來看，全民強制檢測是最能夠找出所有隱形傳播者，
有效切斷社區傳播鏈的方法。特區政府應盡快制定防疫時
間表，盡快實現疫情「清零」，恢復與內地通關及正常往
來，重振經濟民生。
縱觀香港近兩年發展，去年的黑暴動盪所帶來的社會撕

裂尚未修復，又趕上今年疫情肆虐反覆，連番打擊已徹底
將香港經濟拖至谷底。時逢香港艱難「疫」境，筆者呼籲
社會各界放下分歧，上下齊心抗疫，支持政府依法施政，
全力改善民生，積極推動各項措施早日落地，團結一致共
渡時艱，像今年施政報告提及的，促進香港重新出發，砥
礪前行，再展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