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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重塑面對基層治理的真考驗
三月底以來，美國對港採取多項干預措施，包括國

在本系列第一篇《拜登的「香港牌」會如何打？》所

務卿布林肯根據美國《香港自治法》修訂制裁名單、

作出的研判——「嘴硬而手軟恐怕是拜登政府的選

美國國務院向國會提交新年度《香港政策法》報告、

擇，反對陣營只能哀嘆不已了」。在深耕了近三十年

美國駐港總領事史墨客攻擊香港選舉制度和法庭判

之後，美國在港興風作浪的時代已經終結，再也無法

決。看似來勢洶洶，卻依舊外強中乾，並未脫出筆者

撼動香港政局基本盤。

陳少波 正思香港總裁
在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的雙重加持
下，香港政治生態和社會形勢正在持續發生天
翻地覆的變化。在排除外部政治勢力干預、清
除反中亂港勢力干擾之後，香港社會對經濟重
建、社會重塑必然有更高期望，對特區的治理
效能有更高要求，對步出經濟低谷、緩解民生
困苦、享受融合紅利有更迫切的訴求，這些期
望、要求、訴求與特區的治理能力之間尚存在
相當差距，勢必形成緊繃政治張力，未來將構
成香港社會的主要矛盾，影響不弱於香港政治重
構的壓力，影響所及不僅是特區政府以及法定機
構，還包括愛國陣營各個政團、同鄉社團和基層
組織。更為重要的是，在社會重塑、人心重塑之
中，公共治理效能的提升，考驗極為複雜。

反對派活動呈
「地下化」
須提防
香港的反對派活動已呈現出「海外化」與
「地下化」的特徵：前者表現為他們持續在海
外動員港人組織參與各種活動，乞求外部政治
勢力干預或者配合外部政治勢力作秀，後者則
表現為解散原有政團，化整為零，轉入基層進
行各種動員、組織。這種「地下化」，其實與
「基層化」是二而一的關係，從而形成了對於
基層治理的侵蝕和威脅。

回歸之後相當長的時間裏，反對陣營的政客
幾乎從不參與區議會選舉，根本看不上基層治
理，直到那些狗頭軍師將區議會選舉與立法會
選舉、選委會選舉聯動起來，找到制度內奪權
的路徑，方恍然大悟，開始部署大舉進攻。
2014 年非法「佔中」退場後，出現「傘落社
區」和「傘落界別」，前者入社區，後者攻界
別。其標誌性的動作是一夜之間突然冒出一大
批 facebook 專頁，或鎖定某個社區，或專注某
個界別，而其名稱大多為四個字，頗為相似。
從這種共時性操作和高相似度的命名來倒推，
背後明顯有組織。如果沒有這種布局，或許不
會有 2016 年選委會選舉「300+」結果，也不會
有2015年區議會的突破。

「社區公民約章」
主攻社區基層
為掩護這一奪權行動，反對派在 2015 年前後
推出了各種「社區論述」，而其中最引人矚
目、影響至今的當屬「社區公民約章」。該約
章從「社區公民」、「社區自主」、「社區經
濟」、「社區參與」和「革新體制」五個層面
構建論述。「社區參與」概念說得非常淺
白——「全面投入社區政治，積極參與區議會
選舉、村代表選舉、業主立案法團及學校家教

會等地方組織，重建香港民主運動的『社區陣
地』」。這難道不是正在我們身邊發生的政治
現實嗎？且不說2015年、2016年，僅僅是去年
和今年出現的業主立案法團「變色」還少嗎？
那麼，是誰在推動「社區公民約章」呢？在約
章的倡議人名單中，出現過去十年香港一連串
政治較量中為人所熟悉的反對陣營面孔：吳靄
儀、戴耀廷、陳健民等等。
從中英談判前兩年，港英搶先部署區議會選
舉，到 2015 年反對派出台「社區公民約章」，
一以貫之的無非都是希望在基層構築陣地，繼
續反共拒中。如果不從這個角度來梳理、分
析，恐怕看不清業主立案法團「變色」背後的
政治脈絡，也根本看不清社區報、社區媒體為
何遍地開花的因由。值得注意的是，同樣的事
情也在界別中發生，諸多過往沒有那麼強烈政
治色彩的界別組織也逐漸在「變色」。

反中亂港思維容易春風吹又生
香港國安法使反中亂港勢力不再輕舉妄動，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使他們不再有機會和空間
進入管治體系。這股勢力之中有相當部分的力
量，很可能會沿着過去幾年所謂深耕社區、界
別的路徑，潛入基層。可以想見，在香港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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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表示，會研究現時
對操縱及破壞選舉行為的規管是否足
夠，以及如何令選舉公開、公平及誠實地進行。她認為
不應投白票，並指出投票是公民責任。
過去的政制改革也曾有人試過拿白票問題做文章。問
題的核心就是兩點：在個人層面上，投白票的選民不僅
沒有履行公民責任，而且是故意作出一種與公民責任相
違背的行為；在社會層面上，白票成為反中亂港分子破
壞選舉的工具。正所謂「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反中
亂港者企圖通過煽動市民投白票，破壞一個不容許反中
亂港分子「入閘」的選舉，再一次凸顯他們攬炒的險惡
用心。
投白票的含意可以有很多，一般理解為對所有候選人
都不支持。如果這種現象出現在一些強制投票的國家，
這是很正常的，那些國家法律規定選民一定要去投票，
於是在沒有心儀候選人之下他們就唯有投白票。但香港
沒有強制投票，如果一個選民沒有心儀的候選人，最合
理的行為就是不去投票，而不是投白票；而事實上，香
港每次選舉都有很多合資格選民沒有投票。
但不去投票就沒有盡公民責任了，一個更好的做法，
就是投一個最不差的候選人。舉例說，一些美國選民既
不支持特朗普，也不喜歡拜登，但他們認為拜登當選對

美國和全世界傷害較小，於是「含淚」投
拜登。同樣道理，過去香港多次選舉中，
反對派派出的候選人都不討好，於是他們
整個陣營鼓吹「含淚」投票。如今他們反過來高唱投白
票，完全是雙重標準，虛偽無比。
煽動選民投白票等於阻撓選舉。支持誰、不支持誰，
這是每一位選民的個人選擇。反對派大談白票和杯葛，
無非想表達沒有反中亂港分子參與的選舉就不是選舉；
只要沒有反中亂港的候選人，選民就不能作出一個適當
的選擇。完善選舉制度後，選舉不能再成為反對派奪權
的工具，鼓吹投白票成為他們無可奈何的一着。
個人投白票並不違法，但大範圍煽動選民投白票，就
有破壞選舉之嫌。反對派操控選舉之心不死，由「初
選」到白票，他們就是要選舉符合他們的心意、按照他
們意思進行。對此，香港國安法已有所規管，凡是操控
本地選舉、進行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都是違法。
完善選舉制度後，未來的選舉會淡化政治立場，更集中
比較候選人的能力高低。能力必定有高有低，選民投票給
他們認為能力高的候選人就對了，故此在比能力的大前提
下，就更沒有理由投白票。完善選舉制度能令香港的選舉
回歸理性，令真正有能力的人士當選貢獻社會。這樣才可
達至繁榮穩定，返回「一國兩制」的初心。

攬炒派地區滲透損民生福祉

投白票是無理由之舉

的基層治理中，無論是社區治理還是界別治
理，都將受到反中亂港勢力植根基層的影響，
他們對具體的民生訴求、界別利益訴求進行政
治化操弄，試圖繼承昔日的泛政治化態勢。因
此，推進基層治理，依舊知易行難。
不過，我們也應換個角度和位置來思考。這
些年來，愛國陣營各個政團、基層社團是否都
在認認真真、踏踏實實地服務社區、界別，在
多大程度上有想民眾之所想、急民眾之所急？
在開展基層服務時，新的思維、新的論述、新
的方法、新的路徑有沒有、夠不夠？除了傳統
手法之外，有沒有考慮過新的概念？反對派滲
透基層治理，愛國陣營要敏銳感受威脅，並要
從反對派的基層操作中學其所長，提升自己的
見識與能力。
從這些年來香港社會人心的發展變化來看，
失去理智的民粹化方是大敵。政客們的邪惡煽
惑，加上互聯網平台、社交媒體的推波助瀾，
一種與內地相區隔的「本土共同體」不斷形
成。即使下一階段民生改善、經濟提振，即使
基層治理明顯改善，甚至大多數人的獲得感增
強，都未必能夠徹底扭轉問題。對於社會重
塑，當中的複雜性和艱巨性，當有更為清醒的
認知。
（居安思危論香江三之二）

李梓敬




區議員本應擔當促
進社區和諧發展的角
色，攬炒派前年趁黑
暴，一舉奪取近 400 個議席，主導大
部分區議會控制權。這班靠吃「人血
饅頭」上位的小政客無視民生，只顧
透過誇大和激化社區矛盾來撈取政治
本錢，完全罔顧民生福祉。
香港國安法落實後，反中亂港勢
力「鴨子划水」，表面平靜，但雙
腳在水下一刻也沒有停止划動，並
加大力度滲透地區。有近 40 年歷史
的牛頭角淘大花園，攬炒派公民黨
區議員李軍澤透過「打地樁」，在
背後支持「黃絲」籌組關注組，並
「雞蛋裏挑骨頭」，大肆抹黑現屆
業委會成員，企圖攻佔業委會進行
地區滲透。
在沙田廣林苑，現任攬炒派區議員
廖栢康拉攏激進年輕居民組成「源居
民」，抹黑現屆政治中立的法團，甚
至擺設街站聲稱法團財政預算出現負
數，令不知就裏的居民信以為真。其
種種無恥行徑，皆為搶佔法團職位，
加強地區滲透。
攬炒派新同盟區議員潘朗聰等，去
年便透過抹黑等手段搶佔業委會職

位。但屋苑在「黃絲」
操盤下，管理凡事政治
化，卻懶理實務工作，
有居民便曾投訴，疫情
下屋苑未見增加資源解
決環境衞生問題，反而
動用管理費重整魚池，清理過去的
魚，新買一些錦鯉、龜等放入池中，
還在池中擺放象徵黑暴文宣的青蛙公
仔，令不少居民深感不滿。
至於將軍澳彩明苑日前舉行法團業
主大會，選出新一屆的管理委員會，
政治中立的團隊成功連任。攬炒派區
議員陳緯烈推薦的團夥全數落敗，反
映仍有不少業主不希望政治滲入屋
苑，支持務實的團隊。然而，陳緯烈
竟然帶同張偉超、葉子祈、梁衍忻等
攬炒派區議員在會場大吵大鬧。當知
道自己支持的團夥敗陣，竟誣衊選舉
「黑箱作業」，企圖煽動居民起哄，
但大部分業主都不為所動，更以掌聲
鼓勵現屆法團。
區議會應進行改革，以防反中亂港
者遺禍社區。政府應更全面檢視屋苑
管理政治化的問題，例如在租者置其
屋計劃屋邨，房屋署應運用業權份數
的責任，直接參與法團管理。

勿讓變種病毒成疫情反彈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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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芷淵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外防輸入 堵截從嚴
回顧香港過去四波疫情，每一次爆發都是由輸入個案
引起。直到去年 12 月下旬，香港出現首宗英國變種病
毒個案，特區政府升級堵截措施，禁止登機日或之前
21天曾逗留巴西、愛爾蘭、南非及英國超過2小時的人
士來港，並維持對中國以外地區抵港人士強制檢疫 21
天。之後幾個月，在港被堵截的變種病毒輸入個案有逾
百宗，但因為外防輸入「第一道防線」做得尚算不錯，
社區才沒有出現因變種病毒而引發的大型爆發。
但這還遠遠不夠。過去四周，香港的輸入個案和變種
病毒數字明顯呈上升趨勢。當局應提升對變種病毒的特
殊監察，更嚴格地監察與外來人員有接觸的高風險工作
人士，例如在機場及檢疫酒店工作的人員，並提高相關
人士的疫苗接種率。當局還應密切監察變種病毒個案康
復者的身體狀況，以免他們康復及產生抗體後，再有機
會傳播病毒。

放寬檢疫要求須謹慎
特區政府早前宣布，將逐步放寬部分地區人士抵港的
檢疫隔離要求，但此時，變種病毒肆虐多國，傳播能力
尤強，當局在嚴防輸入措施上應格外小心，甚至考慮禁
止如菲律賓等已輸入多宗變種病毒個案的地方的人士入
境。否則一旦有變種病毒「漏網之魚」進入社區，後果

不堪設想。
特區政府日前表示，由於香港和新加坡
疫情緩和，兩地正磋商重啟「旅遊氣
泡」，香港也已去信日本、韓國、澳洲、新西蘭，探討
組建「旅遊氣泡」。與此同時，當局允許新加坡、澳洲
及新西蘭等低風險地區的抵港人士，酒店隔離檢疫日數
由 21 天減至 14 天，中風險地區抵港人士若接種了疫
苗，亦可享幾乎相同待遇，只需在完成酒店隔離後再進
行「自我監測」7天，並在抵港第19日接受檢測便可。
不過，外圍疫情仍然嚴峻，接種疫苗雖然可有效預防
重症，但依然有傳播病毒的風險，縮短中風險地區抵港
人士的檢疫日數，相關風險一定會增加。筆者認為，酌
情放寬低風險地區抵港人士的檢疫要求可以接受，但針
對一些中風險地區抵港人士，當局在放寬檢疫要求上必
須謹慎、再謹慎。

冷鏈
「不設防」應提防漏洞
另一方面，冷鏈運輸是病毒輸入的一個漏洞，香港應
加以提防。
目前，香港既沒要求進口商對凍肉進行病毒檢測，也
沒有規定凍肉推出市面前要消毒。在街市及凍肉食品
店，不少顧客及店員都可以徒手揀選凍肉，一旦當中帶
有病毒，隨時造成傳播。
當局除了針對冷鏈進口及運輸等行業加強檢驗，亦應
增加對相關行業人員的定期檢測，並對新冠病毒在冷凍
環境下的存活率進行研究，做好社區篩查。
香港抗疫超過一年，「抗疫疲勞」早已出現。百業復
常心切可以理解，但倘若外防輸入方面出現缺口，近月
抗疫的努力隨時前功盡廢。政府、市民切記忍耐，莫掉
以輕心。

內地交流團重點需變

為期五天的清明節及復活節長假期結
束，香港市民最關心的，是日趨緩和的
疫情能否繼續穩住，邁向動態「清零」。筆者認為，香
港在控制本地疫情的同時，更須進一步嚴防輸入個案，
尤其是對變種病毒個案的全面堵截，以防其成為疫情反
彈的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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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國光 博士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行政總監

香港陸續開展廣泛
疫苗接種，特區政府
防疫措施加大力度，
樂觀估計，新冠肺炎
疫情下半年將會受控，香港學生與境
外的交流可望在新學年逐漸回復正
常。境外交流中，內地交流團尤要小
心處理，勿掉以輕心。2019年修例風
波後，部分香港學生對內地發展帶有
負面印象，連帶對中國人的身份也出
現信心危機。解鈴還需繫鈴人，既然
要重建對祖國的信心，最佳的解決辦
法莫過於往內地走走。
近年學生內地交流團參與人數不斷
增加，在2018-2019學年，參與的中
小學生有接近 75,000 人。交流計劃有
不同主題，如環保、歷史、文化、經
濟、陸上及海上絲路、科學、藝術體
育，以至職業、國防等，林林總總，
務求照顧不同年級學生不同興趣。教
育局在 2020-2021 學年，把內地交流
團名額增至10.9萬個。香港中小學生
總數約為70萬人，10.9萬個已超過七
分之一，「量」不算少了，但「質」
又如何？
學校內地交流團活動前後的解說可
說是活動的靈魂，解說若點到即止，
活動目的自難達到；解說有誤更可能
導致相反的果效。對老師來說，境外
活動放在首位的自然是學生的安全，

至於交流活動背後的目
的能否達到，只能視乎
老師的「功力」。老師
的專業是教學，能對國
學、國史、國情有深入
認識，並能深入淺出地向學生解說的老
師可遇不可求。每年六月，教育局均安
排內地交流團活動簡介會及學習成果匯
報分享會，供老師自由參與。但這些支
援重點在行政操作上，如提供行程學習
手冊、參加者須知範本等。
旅行社的領隊、當地的導遊發揮向
學生深入解說的功能，很大程度上要
視乎成本支出。香港經濟是市場主
導，如果利潤不高，自難聘請優質領
隊、導遊。不幸的是「價低者得」是
現行競投活動標書的主要原則，「價
低」而又能提供優質服務的不能說沒
有，但一定不普遍。現行的外遊領隊培
訓工作是由「香港旅遊業議會」負責，
針對的是一般境外的消閒旅遊項目，課
程重點根本不在學校形式的交流團，要
領隊肩負解說者的角色，實在強人所
難。當地導遊亦由於對香港學生的了解
不深，難於發揮理想效果。
交流團是年輕人重新認識祖國發展
的最佳切入點，重新肯定對中國人身
份的認同，令人心真正的回歸。內地
交流團的重點由「量」向「質」變，
是其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