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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真民主派
須與中央溝通

湯
家
驊
：

「應要覺得『我是愛國的』，那選制改動就不會影響他們」

在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過去走偏的

「民主派」須重新尋找定位。曾為公民

黨核心、後來退黨並創立「民主思路」

的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日前接受香港文

匯報專訪時指，要在「一國兩制」下發展香港民主，

「民主派」必須與中央這個主導者和最大的持份者溝

通，要在成為「真正民主派」上努力，而附和「本土

派」等偏激主張亦有違他們原有理念，「他們應該覺

得『我是愛國的』，我擁護國家制度和『一國兩

制』，這樣（選舉制度）改動就不會影響他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柴婧

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湯家驊
認為，這無關民主發展上的進步或
退步，而是要維護制度安全。同
時，香港社會要警惕「忽然愛國」
的虛偽愛國者進入管治架構，否則
損害會更大，並希望有人負起責任
出任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因
為如果做得不好，防範的措施都會
前功盡廢。」

冀資格審查委員會做好把關
香港去年出現所謂的「攬炒十步

曲」，更獲不少「泛民」認同，企
圖奪得立法會逾半議席，再逼令政
府停擺等，湯家驊直言，這在全世
界都難以想像，而走入管治架構的
必須是愛國者是大家都認同的最低
基礎，「我不能想像有人想顛覆美
國聯邦政府或否定美國憲法，會堂
而皇之地去參選，成為議員甚至成
為總統。」
他續說，香港就是因為出現了這

離奇的情況，所以才須完善選舉制
度，惟社會的討論亦脫離了內涵，

更似是以為聲稱愛國就是參選的
「通行證」，「我如果呃到返嚟，
我就可以參選。……這種思維非常
之不可取，愛國不是為了參選，愛
國是因為愛國。我們要撥亂反正，
將每件事放回原位。」
湯家驊並強調︰「『忽然愛國』

然後說要參選，我認為這套制度亦
不應該容許，虛偽的愛國者對我們
的制度的損害可能更大，所以我們
亦要嚴防一些虛偽的愛國者以此進
入（管治）架構中。」

有些香港人一直抗拒內地的制度，湯家驊在訪問中形容
這是輸打贏要的心態。他說，香港回歸祖國時是可以「一
國一制」的，但因為國家的包容，容許一套不同的制度共
存。他認為，港人不可以只享受「一國兩制」下自己熟悉
的部分，而抗拒「一國」之下的其他內容。
湯家驊表示，「一國兩制」的大前提是香港回歸祖國、

香港是中國一部分，「大前提是無論你喜不喜歡，生活在
『一國兩制』之下，享受較大的自由空間、你熟悉的制度
得以保存，你怎可以光拿這些好的東西，就拒絕接受你認
為『不好』的東西？『一國』之下當然不是不好，只是有
些人有偏見。你既然享受着制度裡國家對你的包容，你為
何要否定『一國兩制』之下的『一國』？」
「民主思路」一直定期進行市民對「一國兩制」的看法
調查，湯家驊說，最近有兩件事令人欣慰，一是部分年輕
人走回溫和那邊，二是大多數港人一直都希望「一國兩
制」在2047年後延續，包括「民主派」、「本土派」支
持者等，可見這是香港相當廣泛的立場。
湯家驊強調，要讓「一國兩制」延續，港人要讓中央看
到這是對國家有益，而非添煩添亂，「所以自己唔好打爛
自己飯碗。如果想『一國兩制』延續，就要支持『一國兩
制』。」

「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是基本標
準，治港能力亦是重點。湯家驊認
為，愛國者要有管治能力是十分重要
的，而論管治，政府的角色遠比立法
會更重要，故有需要大幅度提升決策
者和執行者的質素，並希望有更多有
能力的人加入政府。
湯家驊說，在「愛國者治港」的問

題上，大家錯把注意力過度集中在立
法會，但立法會只是監察政府施政、
通過法例的機關，並沒有制定政策和
法律的權力，「所以說到最後，最能

改善管治質素，仍然都是特區政府的
主要成員，即特首、各司局長，甚至
是公務員的領導層、中高層。」

籲公僕摒棄回歸前規限
過往，特區政府推出了不少好的

政策，但在執行時「甩轆」，湯家
驊認為解決方法之一，是要提升公
務員的能力，更不應再讓港英時期
留下來的規矩限制思考，「（以前
的規矩）很多時候都令他們無法在
框架以外思考，如何最直接達到良

好政策的目標，要做到是很困難
的。」
他並希望政府管治團隊中有更多有

能力的人參與、多些不同的聲音，以
改善政策，這樣的行政主導才有助港
人安居樂業。說到這裡，他質疑為何
有一些黨派要阻撓成員加入政府管治
團體，包括要求加入者退黨，「你不
和『港獨』分子劃清界線、不和破壞
香港的人劃清界線，反而要和主要目
標是為香港人謀福祉的機關劃清界
線，這是什麼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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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防偽愛國者滲入管治架構

需大幅提升決策者執行者質素

香港近年政治氣氛惡劣，「泛民」二字幾乎
等同「攬炒」，但湯家驊回顧「民主派」

的發展時坦言，「泛民」在回歸初期並非如
此。他說，以往不同陣營對一些議題有不同意
見是常見的情況，但近年「民主派」對國家的
成見越來越大，才會變成今日這樣。
2016年旺角暴亂，民主黨、公民黨等發聲
明譴責，但到2019年的黑暴風暴掀起，傳統
「泛民」亦和暴徒站在同一陣線。湯家驊直
言，近年「民主派」大黨的路越走越歪，沒
有自我糾正的決心，直到要中央出手糾正。

批埋堆激進「獨派」不可取
他直言，香港要爭取民主發展，「民主派」
也要努力，惟「民主派」不想得罪「本土
派」、「自決派」或一些有偏激想法的年輕
人，甚至認為失去了這些人的支持，就失去了
自己的存在價值，將中央視為「敵人」，「自
決派」「港獨派」亦因此成為「朋友」，「這
種思維在政治上不可取，在基本邏輯上、道德
倫理上也不可取。」
湯家驊強調，要在「一國兩制」下為香港
發展民主，就必須與中央溝通，「你得到主
導者和最大的持份者認同，才可推進民主，
將主導者和最大持份者視為『敵人』，對你
本身的政治理念，是否持了相反的做法？究
竟你爭取民主的訴求更大，還是『反共』更
大，如果是後者，不應叫自己做『民主
派』，而是『反共派』。」

指與中央作對違背港人福祉
他認為，從政者真正的政治目標應該是為港
人謀求福祉，讓港人安居樂業、自由得以保

障、爭取到民主發展，「所有這些東西，如果
你和中央作對，都只會背道而馳。」
就有人說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收窄『民主

派』參政空間」，湯家驊對此感到奇怪，「究
竟『民主派』是不是自認他們不接受國家制
度、不愛國、不接受基本法呢？如果他們自認
是這樣，對不起，說得對，不但是要收窄空
間，甚至是要摒棄他們走入這個制度。」
他坦言，不相信「民主派」就是「不愛國」
的，「如果有人說完善選舉制度是『收窄民主
派參政空間』，我認為這是對『民主派』不公
平，我希望『民主派』也覺得這是對他們不公
平。」
今時今日的「民主派」何去何從？湯家驊說，
香港要有忠誠的民主派出現，而他留意到民主黨
主席羅健熙說民主黨不拒絕和中央溝通，只是暫
時「不是時候」，「我覺得民主黨有比較堅實的
政治理念，願意在『一國兩制』下和國家溝通。
我最近也和民主黨元老派聊天，他們說：『湯家
驊，你看看我們民主黨的黨綱無變，都是在「一
國兩制」下爭取民主發展。』」

點名民主黨有機會「跑出」
「在『民主派』中，我覺得民主黨是有機會
為香港爭取民主發展而走上成功的道路。可能
我讚民主黨是害了它，但我也只是如實說。」
他補充道。
在退出公民黨後，湯家驊說，自己始終忠於
民主理念，所成立的「民主思路」其實亦是
「民主派」，只是想在香港既定的「建制」
「泛民」分類中走出第三條路，「我希望香港
發展民主，但這要循正途，不可以用一些違背
國家、違背社會倫理的手段去達到。」

愛國者治港
落 實

●湯家驊批評，附和「本土派」等偏激主張有違「民主派」原有理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接受香港各界
「撐全國人大決定完善選舉制度」的聯署簽
名，他表示，在這次238萬聯署簽名中，看
到了支持人大決定的廣泛共識，民意浩蕩、
不可阻擋。

力撐中央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滔滔民
意，彰顯出香港的民心所向；聽民意、聚民
心、增共識的一系列工作，令香港新的民主
選舉制度，擁有堅實強大的民意基礎。下周
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的修訂草案後，爭分奪秒做好本地立法、不
折不扣快速落實人大決定，是特區政府的緊
迫任務和社會各界的共同責任，工作既做得
扎實，又推進迅速，早一點落實完善選舉制
度的決定，就可以更快地讓香港集中精力，
做好控疫和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等實際工
作。

中央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帶給香港長
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令這個春天的香港正氣
激盪，充滿對建立新的民主選舉制度的信
心。香港社會各界「撐全國人大決定完善選
舉制度」的238萬聯署簽名，集中表達了香
港各界支持人大決定的廣泛共識。這是反對
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決心將攬炒香港者掃除
出香港管治架構的共識；這是厭惡為反而
反、政治化操作的劣質民主，呼喚建設性用
權、理性參政的共識；這是對香港建立新選
舉制度後，集中精力全力融入國家、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的共識。

香港公共管治學會昨公布民調結果，超過
六成受訪者認同中央對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發
展擁有主導權，有逾六成受訪者表示香港應
由愛國者治理。支持人大決定能成為香港廣

泛共識，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央認真聽取、廣
泛吸納了香港民意。中央以多種方式與特區
政府溝通，不斷聽取香港社會意見；成立專
門工作班子，匯集內地與香港的法律、政
治、選舉事務專家學者參與；今年兩會舉行
前，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
深圳連續舉辦了4場座談會，聽取香港社會
知名人士代表的意見建議；全國人大「311
決定」決議通過後，為更好按照決定修訂基
本法附件一、附件二，中央在香港連續召開
60 多場專題座談會和大量訪談，聽取超過
1,000 位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見。聽取民意的
過程，既是匯聚民智的過程，也是凝聚共識
的過程，正因為高度重視民意聽取、民心凝
聚，支持建立香港新的民主選舉制度越來越
成為香港社會各界的共識。

下周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審議基本法附件一
和附件二的修訂草案，接着香港本地要配套
立法，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全國人大決定，
是特區政府、立法機關以及香港社會各界的
共同責任。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將分秒必爭
地落實人大決定，特區政府已初步梳理需要
修訂的超過20條主體及附屬本地法律，希望
可爭取盡早提交相關條例草案。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表示，將全力配合修例，律政司負責
有關工作的專員已根據決定內容的框架開始
思考，為正式啟動相關工作做準備。未來12
個月將有3場重要選舉，特區政府早一點完
成立法工作，新選舉制度的落實就會更主
動、更順利，由愛國者組成的特區管治隊伍
就能夠心無旁騖，集中精力帶領香港在控
疫、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上，交出中央放
心、港人滿意的答卷。

聚民心增共識扎實工作 不折不扣落實人大決定
由於藥樽封蓋包裝有瑕疵，政府昨日宣布暫

停接種「復必泰」疫苗。政府這個做法是出於
謹慎，並不代表疫苗品質一定有問題，有關部
門應做好信息公開和解說工作，增強市民後續
的接種信心。新冠疫苗在全球供不應求，在生
產、物流、出口審批等環節始終難免出現變
數，政府應做好應對預案，並積極開拓貨源，
為市民提供更多的疫苗選擇。中國是全球新冠
疫苗上市最多的國家，特區政府應積極請求中
央支援，協助採購更多高質素的國產疫苗供
港，務求盡快達至群體免疫，好讓經濟盡快復
甦、生活盡快復常。

今次發現有問題的「復必泰」疫苗批次，主
要是包裝上存在瑕疵，但相信並不意味疫苗質
量有問題。衞生署強調，工作人員在打開使用
和接種疫苗時，一旦發現針或樽有問題都會丟
棄，被發現包裝瑕疵的疫苗並沒有給市民接
種。因此，今次叫停是基於謹慎的態度，讓藥
廠調查生產過程。廣大市民應該了解事實，明
白事件與疫苗安全無關，更無須恐慌。

不過，本港昨日早上10點左右公布暫停接種，
比澳門公布的時間晚一小時，當時有約1,000人
已經打了針，專程到接種中心排隊的市民頓感愕
然，安排上確有可以改善之處。當前市民最關心
的，是之前已接種第一針「復必泰」疫苗的市
民，第二針的接種工作如何展開？究竟暫緩接種
的調查工作需要維持多久？之後是順延接種第二
針還是要重新預約？政府部門必須盡快與藥廠溝
通，研究出完善的解決方案向市民交代。接種疫
苗是本港戰勝疫情的最重要手段，政府要把接種
安排、信息公開等工作做到更細緻、更周全，才
能增強市民的接種信心。

新冠疫苗是新生事物，現時全球有多種不同

技術、不同品牌的新冠疫苗正在接種，本港除
了國產科興疫苗和「復必泰」疫苗外，還有英
國阿斯利康疫苗預料下半年供港。但由於阿斯
利康疫苗在部分國家接種後出現為數不少的嚴
重副作用個案，早前曾被多個國家叫停。加上
在疫苗生產、物流、出口審批的過程中，的確
存在種種變數，歐洲有國家就因為阿斯利康疫
苗供應不足而威脅禁止出口。因此，特區政府
必須充分意識到疫苗供港的複雜性，盡快找尋
第四、第五種疫苗供港，既可以增加市民的接
種選擇，也可以保障疫苗供應，為個別疫苗可
能出現異常情況做好預案。

本港背靠祖國，在過去一年多的抗疫歷程中，
一直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援。現時國家有5種疫苗
已獲批附條件上市或獲准緊急使用，新冠疫苗日
產量已提升至500萬劑，要調配部分疫苗供港並
不困難。內地截至22日已接種逾8,000萬劑次的
疫苗，顯示質量良好，接種人數穩步增長，部分
地區更開始為60歲以上身體較好的長者接種。從
科興疫苗在港受歡迎的情況來看，市民對國產疫
苗充滿信心，特區政府應主動向中央爭取更多疫
苗供港，滿足市民的接種需求。

「復必泰」疫苗被叫停接種，肯定會在一定
程度上阻礙整體接種進度。特區政府一方面要
敦促藥廠盡快完成調查，爭取盡快重啟接種；
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推進後續的接種計劃，提
供誘因增強市民接種信心，以及開放更多接種
群組，務求讓社會盡快達至群體免疫。社會各
界須充分認識到，以接種疫苗手段達至群體免
疫是經濟復甦、民生復常的希望所在，早一個
月達成群體免疫，全港市民就早一個月得益，
接種計劃拖的時間越長，只會打爛更多市民的
飯碗。

叫停接種無須恐慌 多購疫苗增加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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