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張卓立

20212021年年33月月88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1年3月8日（星期一）

2021年3月8日（星期一）

文 匯 論 壇A22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
愛
國
者
治
港
」是「
一
國
兩
制
」應
有
之
義

全國人大審議
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的議案，將以

「決定+修法」兩步走，進行選委
會重構擴權，香港新的民主選舉制
度建立後，香港必將由過去的大亂
走向大治，將來特區政府做事施政
的阻力定會下降。

香港市民關注在新的政治環境
之下，少了為反而反的阻撓，特區政
府如何服務市民，提升港人生活水
平。為政目的就是服務人民，這是最
基本的要求。因此，中央政府協助特
區掃清政治障礙，接下來的事，特區
政府的施政要更關注、解決好香港人
關心的事。很明顯，居住問題一定是
絕大多數港人最關心的事。

也許，新加坡是香港最佳的參
考對象。以人口、土地總面積來計
算，新加坡人口密度比香港還高，
但是新加坡人的平均居住面積是香
港的兩倍。新加坡能，香港為什麽
不能？過去，香港不能，是因為特
區政府面對重重阻力，想填海填不
成，想開發土地，四處是反對聲
音。前特首梁振英多次說過，香港
不是沒有土地，而是土地的規劃問
題，只有極少數的土地被用來興建
房屋。也就是說，如果特區政府能
夠像新加坡政府那樣輕易地、無阻

力地長期填海，無
阻力地回收土地興
建公共房屋，香港
是不是就能像新加
坡那樣，人均居住
面積可以提高一倍，九成家庭有自
置居所、成為業主？

問題不是如此簡單。回歸初
期，特區政府大量推出土地、興建
房屋。可惜，遇上亞洲金融風暴，
接着是席捲全球的科網股泡沫爆
破，引發經濟衰退，結果香港樓價
由1997年的高峰下跌70%，樓價
大幅下跌沒有得到掌聲，很少人因
為樓價下跌而趁機買樓當業主。反
之，原有的業主因失業而供不起
樓，自置居所成為銀主盤，樓價越
跌，越沒有人敢買樓。

因此，未來特區政府在填海、徵地
可能比過往更順利，但是，依然要好
好計算、規劃房屋的供應，若然樓價
因供過於求而大跌，就會歷史重演，
解決房屋問題是急不來的。

房價大跌只會使更多人不敢買
房屋，使現有業主的資產大貶值。
因此，未來香港房屋政策必須在保
住房價穩定的同時，使到更多人買
得起房屋。做到這一點的唯一答
案，就是多興建居屋，同時提高居
屋的折扣比例。

文化認同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基礎
國家主席習近平3月5日下午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四

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說，「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

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道出各族人民

親如一家的文化根基，揭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精神血

脈。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中，經歷過無

數的苦難都依然可以越挫越勇，在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能

繼續保持奮發上進、歷久不衰的生命力，其根本在於我們

的文化，作為一個國家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

民族強」，以共同文化支撐的認同才是最堅定的認同。香

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認識中華文化至關重要，建議從多

方面推動中華文化，增強港人對國家民族的身份認同，為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起乘風破浪前行。

穆家駿 中學教師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教聯會副主席

香港回歸祖國之前，在港英管治的教育體系
下，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不重視，甚至因「厚
古薄今」的政治取態，使學生在接受中文教育
也好，中國歷史教育也罷，只能產生對傳統中
國文化的欣賞，卻不能把文化與歷史相結合，
特別是不能全面了解鴉片戰爭以來近現代的中
國歷史和文化，不利於香港人建構中國人身份
的國族認同，在這樣的教育體系、社會氣氛
下，令一代又一代港人對中國歷史和文化存在
認識偏差，影響了對國家的民族感情和歸屬
感。

中華文化海納百川和而不同

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到的「四個自信」中，包
括了「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
信」和「制度自信」，而「文化自信」正是源
自「古」而成於「今」。在人類歷史的長河
中，中華文化以海納百川的包容開放，不斷吸
納更多的外來文化，豐富發展自身文化；中華
文明崇尚「和而不同」，不靠武力、殖民將自
己的文化強加於別人身上。正因為中華文化這
種特質和優勢，不斷豐富發展自身文化，也增
強對各族人民和睦共處，被中華文化深深吸引
並成為其中一員。

其實，香港的文化深受中華歷史文化的影
響，並產生了大批耳熟能詳的文藝作品。香港

電視劇《大俠霍元甲》、《陳真》、《霍東
閣》描述民國初年中國積弱，受到西方列強欺
侮、貶低，激發了一眾豪傑為民請命，抵抗外
敵，收服助紂為虐的漢奸；《我的中國心》、
《萬里長城永不倒》、《做個勇敢中國人》等
傳揚愛國精神、振奮人心的歌曲，更風靡大江
南北。這些優秀的影視音樂作品，激發港人思
考，我們的祖先是誰？哪裏是我家？從而認識
到「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華文
明、中華文化是港人建立共同身份歸屬意識，
凝聚族群的根源。

文化認同是培養國族認同的關鍵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文化自
信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香港在「一國兩制」
下，如何在基礎教育中做好「文化認同」，培
養「國族認同」，必將成為香港「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關鍵。

筆者記得歌曲《龍的傳人》中一句：「雖不
曾看見長江美，夢裏常神遊長江水。雖不曾聽
見黃河壯，澎湃洶湧在夢裏。」這首歌完美詮
釋，雖然我們香港地處南方，遠離祖國的母親
河——長江、黃河，但是在民族文化的記憶
中，香港依然與我們的根是緊密相連、不可分
割。這一份認同感，也正是「愛國者治港」
的最重要力量源泉。

歐盟對外事務部（EEAS）和美國國
務院發言人分別發表聲明，指責全國
人大對香港選舉制度的改革違背了基
本法對推動特首和立法會選舉普選的
承諾，對香港民主原則和民選代表有
潛在深遠的負面影響，並與香港以往
的選舉改革背道而馳。還稱，隨時準
備採取更多的措施，應對香港人權和
自由進一步的惡化。對此，香港也有
學者認為，香港特區普選的目標更難
實現了。

對歐盟的質疑，外交部發言人反駁
說。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是中國的地
方選舉制度，如何設計、如何發展、
如何完善，都是中國的內政。這是標
準的回應，這說明，歐盟和美國是狗
咬耗子，多管閒事。但對這種說法，
可能還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還有同

感，筆者認為，還要說明一下：
一、全國人大明確，本次改革，不

涉及香港基本法正文的修改。香港特
區的「雙普選」，還作為該法第45條
和68條最終要實現的目標。由於未作
修改，可以說，「雙普選」的目標並
沒有改變，也不受本次修訂的影響，
算不上倒退。說倒退、背道而馳的人
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但歐盟對
外事務部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不可能
是無知，那就是別有用心。「別有用
心」的人身居國家要位，這個國家可
就危險了。

二、本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主題
是「愛國者治港」，不是「普選者治
港」。實際上任何國家和地方，也不
可能由「普選者治理」，要實現「普
選者治港」也無從治理起，不論是語

言學上，還是法理學上，還是邏輯學
上，兩者都不是一回事。歐盟對外事
務部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除了「別有
用心」的疾病，還得了「腦認知」的
疾病，要趕快求醫。

三、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
委會《關於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規定，行
政長官普選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
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人
數、構成和產生辦法按第四任行政長
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
生辦法而規定。」這種以選舉委員會
成為提名委員會的做法也沒有改變。
只是由於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方案
被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否決了，才耽誤
了行政長官普選的進程，這個責任要
由當時反對派議員來負，不能由全國
人大及其常委會負。歐盟對外事務部
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得了「眼辨識」
的疾病了。

四、除了剛退出歐盟的英國外，歐
盟還有六個成員國保存君主制，包括
比利時、丹麥、盧森堡、荷蘭、西班
牙、瑞典，歐盟既有一體化的目標，
為何不催促上述六國也取消君主制，
去搞普選制呢？以美國而論，自1776
年宣告獨立，成立美利堅合眾國，先
後克服了選民資格歧視、性別歧視、
種族歧視等多種歧視，差不多二百
年，才實現了普選，但中國恢復行使
香港的主權，香港本來可以在2017年
實現行政長官普選，但由於反對派的
阻撓，該最終目標到今天還未實現，
也只是24年，美國為何咄咄逼人呢？
他們得了「心律不齊」的病了。

優化選舉委員會並非民主倒退
宋小莊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深圳大學港澳及北方研究中心教授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周五在

北京開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王晨就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草案
議案內容作出解說，為從制度機制落
實「愛國者治港」標準邁出重要一
步。

香港近年由治轉亂，始於有人持續
鼓吹「違法達義」，在2014年煽動違
法「佔中」，及後再演變成所謂本土
激進思潮以至「港獨」謬論。街頭暴
力與議會搗亂互相勾結「攬炒」香
港，更為配合歐美遏止我國發展，勾
結外部勢力在2019年煽動反修例黑
暴。反中亂港分子充當外部勢力的代
理人，利用香港作為橋頭堡，在中國
的土地上企圖顛覆國家政權。

要徹底堵截危害國家安全和香港繁
榮穩定的漏洞，唯有全面落實「愛國
者治港」，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愛國者治港」並不是今天突然冒出
的新概念，而是「一國兩制」設立的
初心。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回歸前，
「一國兩制」「總設計師」鄧小平先
生已提出，「港人治港有個前提，港
人必須是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一
愛祖國，二愛香港」，「贊成、主張

祖國統一就是愛國者」。近年「攬炒
派」不斷上演街頭暴力、議會鬧劇，
拖垮香港經濟民生，令「一國兩制」
走樣變形，重提並把「愛國者治港」
落到實處變得非常重要和迫切。

2019年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
出，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
系，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
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堅持以愛國
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去年全國
人大出台實施香港國安法，填補了香
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空白。如
今全國人大再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讓「愛國者治港」得以制度和機
制來保障落實。

不論是訂立香港國安法還是完善香
港選舉制度，全國人大都是依據憲法
和香港基本法行使權力。根據憲法第
三十一條，人大有權「設立特別行政
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
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
規定」；第六十二條同樣訂明，人大
可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
香港基本法對選舉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議員也有明確規定，而基本法也是由
全國人大制訂的。今次人大完善選舉
制度，將會按「決定+修法」方式進

行，將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二，之
後亦會在香港進行本地立法。人大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全面依法辦事，具
有堅實的法律基礎和不可挑戰的法律
效力。

經過非法「佔中」、反修例風波衝
擊，香港社會撕裂、分化嚴重，理性
討論被唾棄，一切社會事務都政治掛
帥，議會討論不再以事論事，攬炒派
政客凡事為反而反，以激烈言行撈取
政治紅利、換取選票，導致議會空
轉，社會虛耗能量，香港虛度光陰、
錯失發展機遇。

香港不論發展經濟民生，還是深層
次矛盾，均亟待解決；疫情對香港的
打擊非常嚴重，疫後重建經濟、重振
就業，也迫在眉睫，需要社會共同合
作。全國人大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確
保「愛國者入局」，將推動行政、立
法關係重回正軌，互相監督配合，發
揮正常功能，尤其是議會能深入探討
政策問題，提出建設性建議，協助政
府提升施政成效、造福市民。此外，
日後立法會對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有更
多關注，讓香港發展路途更廣、前途
更為光明，不負「愛國者治港」的使
命。

完善選舉制度 落實「愛國者治港」
麥美娟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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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曉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前會長

「愛國者治港」
是天經地義，更是

符合國際標準。縱觀世界各國都
找不到一個地方會欣然接受一個
「不愛國」的人主導管治。要求
執政候選人愛國、忠於國家都是
普世公認最基本、最低限度的政
治要求。香港正正是在這方面存
在不可忽視的漏洞，令外國勢力
有可乘之機，安插政治傀儡在選
舉平台、立法會和區議會議事平
台，肆意搗亂、趁火打劫、反中
亂港，企圖奪取香港管治權。這
等同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主
權、安全及發展利益。因此，是
次由國家主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具有必要性及迫切性，過程更是
合憲合法、合情合理。

全國人大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的決定，充分體現國家堅決要
幫助香港撥亂反正，堵塞選舉制
度的漏洞，重拾以愛國者為主體
的「港人治港」政治原則和標
準，以確保只有愛國者才能晉身
執政行列，杜絕外部勢力再次借
不愛國、反中亂港及激進分離分
子操縱、綁架香港的機會。這是
堅持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必要且正確的方向。

「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
制」方針應有之義。「愛國者治
港」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亦已一
再強調，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早已
接受。所以這個政治原則已包含
在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中，更體現
在基本法條款中，尤其是第104

條有關宣誓的條款。
「一國兩制」政策中，「一

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
「愛國者治港」是全面貫徹「一
國兩制」的根本原則，只有認同
「一國」，才有「兩制」的存
在。可惜，香港一直未完善選舉
制度及相關法律，令管治權被別
有用心者利用。全國人大副委員
長王晨在3月5日兩會會議上提
到，在香港出現的反中亂港行為
及活動已造成四個「嚴重」問
題，「嚴重損害香港的憲制秩序
和法治秩序，嚴重挑戰憲法、香
港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權威，
嚴重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嚴重破壞香港社會大局穩
定」，故必須堅決反對及採取有
力措施應對。

懂得中國歷史的中國人都知
道，自鴉片戰爭至今，外國人看
不起中國。中國今天能成為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最大的消費
市場、擁有全球最齊全的產業
鏈，是由我國人民努力建立起來
的，改變了世界對中國的看法。

香港經歷百年屈辱，最終能夠回
歸祖國是得來不易的，我們理應珍
惜。中國崛起已是勢不可擋，將來
必定會迎來更多挑戰，香港不能成
為國家發展的「絆腳石」，只有加
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國家經
濟快車，香港未來才會有希望。中
央政府多次表明堅定全面貫徹「一
國兩制」，證明對「港人治港」充
滿信心，而香港繼續繁榮穩定，才
是全香港人的共同願望。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有利於香港長治久安，圖為維港。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