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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愛國者治港」 續寫「一國兩制」新篇章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獲高票

示，本次通過條例草案是香港歷史上又一重大的里程碑，將

通過和刊憲實施，體現了香港社會在此問題上的高度共識，

開啟「愛國者治港」的新時代。香港開啟「良政善治」新局

體現了法案民主、開放、進步的特點。中聯辦發聲明表示，

面有了充分的法理基礎，當前國家「十四五」規劃實施和粵

草案通過標誌着新形勢下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選舉、立法會

港澳大灣區戰略正加速推進，香港要把握機遇、融入國家發

選舉和行政長官選舉的制度體系形成；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

展大局、續寫「一國兩制」成功推進新篇章。

龔俊龍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
本次立法充分體現中央尊重「一國兩制」的
機制設定，以本地立法方式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堵塞原有制度漏洞，讓攬炒派和擾亂香港
的外國勢力代言人出局，終結以往選舉及立法
會當中出現的種種禍港亂象。完善後的選舉制
度是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選舉制度，是眾望所
歸、民心所向，是700萬香港市民的共同期盼。

新選制符合市民共同期盼
2020 年 6 月 30 日，香港國安法出台實施，至
今短短不到一年內，讓香港的社會秩序及面

貌煥然一新，黑暴烏雲散去，反對勢力龜縮，
叫囂煽動者作鳥獸散，這充分說明從「有法可
依」到「有法必依」的實踐成效，體現法治
「維持治安及保護人身安全」的功能。
其後中央再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堵塞反
中亂港勢力搶奪香港管治權的漏洞，讓香港在
接下來至關重要的三場選舉中，能夠安心順利
選出新一屆管治團隊，帶領香港走出疫情打擊
下的低谷，經濟民生重新起飛，完善選舉制度
既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亦確保符合國
家與香港的整體利益和安全考慮，同時亦顧及

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和健康民主發展。

良政善治擁充分法理基礎
香港國安法實施及選舉制度完善兩步走，制定
勝局的規劃已經落實，香港開啟「良政善治」新
局面有了充分的法理基礎。「良政」已有，良好
的政治制度已完美建構，接下來「善治」將體現
在進入管治架構的愛國者是否有足夠政治能力及
服務意識，是否能夠與上良好溝通又能下沉接地
氣，解決香港積存已久的撕裂及民怨，帶領香港
各界共同進步。希望未來三場選舉能夠順利、成

正直與良知

徐航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執行主席

一名女子在 2019 年
尖沙咀一場黑暴活動
中，右眼受傷，黑暴文
宣立即把該女子眼部受傷「包裝」為
「爆眼」，之後以「爆眼女」來指稱該
女子，但上周有報章報道該名女子眼球
沒有爆裂，並已康復目光炯炯，離港赴
台。「爆眼女」事件中有多少人埋沒良
知、屈枉正直、弄虛作假？
自「爆眼女」受傷後，多方質疑她不
是被警方布袋彈所傷，而是由暴徒彈珠
所傷，醫管局員工卻選擇性地不洩露她
的受傷情況，目的無非是掩飾真相，煽
動社會仇恨，加深市民仇警情緒。事實
上，「爆眼女」事件後，觸發多場黑暴
活動，也成為暴徒堵塞機場的藉口，而
癱瘓機場期間，也發生了禁錮、虐待內
地記者的案件。

只要聲明指出某段期間無人眼球爆裂，
根本不涉個人資料。醫管局高層和黃醫
護要撫心自問，隱瞞「爆眼女」傷勢的
真相，你們的行為光明磊落嗎？誠實坦
白嗎？能對得起被煽動出來暴亂斷送前
途的青年嗎？對得起身心受創的內地記
者付國豪嗎？
不讓真相曝光的又豈止醫護？警方索
取「爆眼女」醫療報告，黑暴勢力卻多
方阻止。「爆眼女」聘得大律師公會主
席夏博義為她出庭，阻撓警方檢視其醫
療報告，提出司法覆核被判敗訴後，又
向上訴庭提出上訴，亦再次敗訴。如果
真的「爆眼」，為什麼不能光明磊落走
出來證明自己傷勢？為何不能開誠布
公，停止隱瞞，還市民真相？

「爆眼女」以法援付訟費市民氣憤

最令廣大市民氣憤的是原來她以法援
支付訟費。要成功申請法律援助，必須
通過經濟審查和案情審查兩項，通過案
情審查是指「具備合理理據提出訴訟或
抗辯」，不少人質疑法律援助署以何準
則，判斷案件可以通過案情審查。法援
花的是公帑，法援署長有責任防止公帑
被濫用，但批准「爆眼女」的申請，署
方是否真的公正不阿？是認真考證通過

此外，醫管局高層亦刻意包庇黃醫
護，不但沒有對涉嫌洩露病人私隱的員
工作出懲處，也不為「爆眼女」事件作
出澄清。醫管局曾就「831」和「油麻
地暴動案」澄清沒死亡個案，事件也有
牽涉個別人士資訊，為何這些事件可以
澄清，「爆眼女」事件則不可以澄清？

包庇作假煽動仇恨令公義不彰

案情審查，還是因其他因
素批准法援？政府當局必
須向公眾交待清楚。
「爆眼 女 」 事 件 ， 黃
醫護沒有用他們的一貫手段，流出她
的醫療報告，該名女子又極力阻撓警
方尋找真相，再有報章報道該女子眼
球無爆。凡此種種已令事件的真相呼
之欲出。當年不少校長和老師，領導
學生遮蓋右眼拍照，以聲援「爆眼
女」事件，部分甚至引領學生參與暴
動。到了今天，校長和老師能夠堅持
正道，勇於承認錯誤嗎？會為當日判
斷失誤而向學生和家長道歉嗎？會重
新教導學生正確分析事件嗎？還是依
然不肯面對、堅持錯誤、避而不談、
迴避責任？
2019年黑暴經常指責政見不同者無良
知。筆者反問黑暴支持者一句，你們煽
動仇恨、助長暴力，令無數青年入獄，
有良知嗎？你們隱瞞真相、包庇作假，
令家庭失和、社會撕裂，行事為人正直
嗎？黑暴以至於「爆眼女」這事件，太
多無良知的人指責別人無良知，太多行
為不正直的人弄虛作假，令公義不彰。
不過，筆者相信真相終會有水落石出的
一天，弄虛作假者必會被懲治。

新選制以政治穩定謀社會發展

麥美娟 工聯會副會長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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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好三場選舉 由治及興再出發
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
度，讓「愛國愛港者治
港、反中亂港者出局」，
讓香港重回「一國兩制」
初心和正軌，全面貫徹「愛國者治港」
原則，確保香港長治久安。
法例的生命力在於其是否得到準確貫
徹落實。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出台實施，
特區政府堅決落實國安法，依法拘捕檢
控了黎智英等反中亂港指標性人物，發
揮了止暴制亂震懾威力，接下來相信特
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通力合作，依法在新
選舉制度下辦好選委會、特首、立法會
三場重要選舉，構築起堅實的「愛國者
治港」屏障，實現良政善治，進一步推
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良政善治新一頁 能者可依法參選
文穎怡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執行會長 香港義工基金常務副主席
《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
條例草案》刊憲實施，這是依法治港、
撥亂反正的又一重大制度成果，將開啟
香港良政善治新篇章，香港政治體制迎
來確保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的新
時代。
條例草案貫徹落實了全國人大
「3．11」
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3．30」修法
的精神，合理吸收立法會議員和社會各
界的意見建議，特區政府為條例草案的
起草、修改和通過做了大量扎實有效的
工作，收集社會各界的建議，共提出
369 項修正案，說明本次立法的過程就
是發揚民主和堅持法治的過程。
港澳辦張曉明副主任早前表示，中央
強調「愛國者治港」，不是要在香港的
社會政治生活當中搞「清一色」。將來

香港立法會的民意代表性會更加廣泛，
在立法會仍可以聽到不同聲音，包括批
評政府的聲音。符合愛國者要求和標準
的人，不論其政治立場，均可依法參
選、依法當選，服務香港特區。
完善選舉制度讓香港民主發展開啟新
模式，選舉委員會及立法會新的構成及
擴大名額將增加不同界別代表廣泛均衡
參與。「愛國者治港」是中央給出的紅
線及底線，也是最基本最容易達到的要
求，只要是「愛國者」、只要是「一國
兩制」的堅定支持者，都可以按照基本
法規定的既定程序成為治港候選人。
「民主派」中不乏有參政議政能力、
可對政府施政提出有建設性意見的「有
能者」，在新制度下，只要他們能夠擁
護「愛國者治港」原則，願意就事論

事，充分展現他們在治港
方略上的才能及貢獻，他
們同樣能從正常渠道依法
參選，繼續發揮參政議
政、監督政府施政的角色。
香港社會的政治撕裂需要在包容的環
境中逐步修復，最大公約數和最大同心
圓是香港當前社會凝聚共識的關鍵詞及
核心思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完善
選舉制度之後有了一定之規，社會運行
將有規可循，香港的政治制度在「一國
兩制」框架下將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多
樣性。未來一年香港將舉行三場大型選
舉，相信在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共同努
力下，香港定能目標一致，和衷共濟，
共同為香港經濟民生重回正軌、保持香
港繁榮穩定而努力。

西方不敢直視的黑歷史

放性和進步性的法案。但本港和西方反
華政客「選擇性失明」，硬要把好說成
壞、把白說成黑，無理指責有關立法
「嚴重限制港人參與自治」「普選民主
倒退」，說明他們並非真心推動香港民
主進步，而是借民主自由之名，企圖讓
香港繼續亂下去。
其實民主並無國際標準，去年美國總
統大選出的亂局、西方抗疫亂象橫生，
反映西方的民主政制存在嚴重弊端。本
港反對派和外部勢力互相勾連，企圖把
香港變成遏制中國發展的橋頭堡，嚴重
危害國家安全、損害香港繁榮穩定，陷
香港於危難的邊緣。香港不可能也不應
該照搬西式民主選舉制度，
中央果斷出手為香港撥亂反正，實施

5 月 27 日 ， 立 法 會 三 讀 通 過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
修訂）條例草案》，香港社會各
界紛紛表示歡迎和支持。「愛國
者治國」是世界各國執政施政者
毋庸置疑的信條，香港作為中國
的特別行政區，堅守「愛國者治
港」無可厚非。 近年來香港出現
的政治亂象暴露出香港選舉制度
存在的漏洞，令別有用心的反中
亂港分子乘虛而入，破壞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外部勢力
的滲透影響的是廣大香港市民的
利益和福祉。 通過完善選制，將
反中亂港者踢出局，為香港政制
帶來撥雲見日的新局面，令國家
公僕更好地服務廣大香港市民。
近年來，不斷有反中亂港分子
滲入特區治理架構，與中央對
立，擾亂香港社會秩序，妄圖挑
戰「一國兩制」的權威。 香港
國安法的頒布實施，已經讓香港
迎來由亂轉治的重大轉折，對於
飽受「攬炒」之苦的香港市民來
說，選舉制度的完善為社會進一
步由治及興提供保障，消除制度
漏洞帶來的隱患，助推政府提高
施政效能，聚力社會經濟發展。
自3月份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
過對基本法附件一、二的修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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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席
立法會通過完善選舉條例草案，標誌
着由中央主導堵塞本港選舉制度漏洞的
立法工作全面完成，正式確立「愛國者
治港」原則，是本港民主政制一次長足
進步。完善選舉制度絕不是反中亂港政
客誣衊的「民主倒退」「剝奪港人選舉
權」，針對新選舉制度的抹黑只是顛倒
是非丶混淆視聽，注定徒勞無功。社會
各界同心合力、堅定不移落實好符合香
港實際情況的新選舉制度，香港定能實
現由亂及治、由治及興再出發。
此次本港全面完成有關選舉條例的本
地立法，是貫徹落實全國人大有關決
定，不僅把「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
亦有力保障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選舉權和
被選舉權，是一份真正具有民主性、開

功舉行，能夠找出堅定支持「一國兩制」、致力
維護國家安全、愛國愛港的有志之士，通過選舉
進入特區政府管治架構，以對香港的實際貢獻實
踐「愛國者治港」。
正如中聯辦聲明所言，「法律的生命力在於
執行」。相信有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階層各
界別共同努力，香港的新選舉制度一定會得到
全面實施。隨着國家「十四五」規劃的實施和
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加速推進，香港的發展必
將重返正軌，香港必將在由亂轉治後由治及
興，續寫「一國兩制」成功推進的新篇章！

日前三讀高票通過
《草案》，短短兩
個月的時間實現政
策落地和受到各方
好評，全國人大常
委會高屋建瓴的舉措是眾望所歸、
大勢所趨。 特區政府與中央緊密
配合，推動制度革新，全面準確貫
徹「一國兩制」方針，有效落實了
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
樹立了「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
港者出局」的原則規範。
新選舉制度對選舉委員會的人
數、範圍及職權作出了擴充，充
分體現廣泛代表、均衡參與原
則， 實現政策的落地生根，即將
到來的三場選舉工作的妥善推進
意義重大，深入淺出地向社會各
階層普及新選舉制度的民主性、
開放性和進步性，是特區政府當
仁不讓的責任。市民參與新選舉
制度實踐，進一步強化國家意
識，將維護國家利益和維護香港
利益相結合，確保愛國愛港者的
主人翁地位，激發港人參與建設
美好香港的熱情， 提升香港民主
質量，以政治穩定謀社會發展，
集中精力改善民生、提升競争
力，逐步恢復香港繁榮景象，盡
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前幾天加拿大
一原住民組織公
布了一則駭人聽
聞的發現，在一所印第安人寄
宿學校的舊址發現了兩百多具
兒童遺骸。事件的曝光，不但
將西方世界不忍直視的黑歷史
公諸於世，更暴露了西方所謂
的人權自由在歷史的長河中來
看也不過是捏造出來的空話而
已。
十七世紀初，搭載着一百多人
的「五月花號」來到美洲大陸，當
時因為飢寒交迫和水土不服的情況
下，本來浩浩蕩蕩的盎格魯撒克遜
人經過一個寒冬之後只剩下五十來
人。幸好得到了原住民印第安人給
這些新移民提供援助，教他們種植
玉米和南瓜等適應美洲氣候的作
物，才使這些移民適應當地。但是
後來發生的事情估計很多讀者都未
必有深入了解。
歐洲殖民者對於這些原住民不
僅僅是從武力上掠奪他們所擁
有的土地，屠殺原住民更是殖
民政府允許甚至鼓勵的行為。
1720 年，美國人每剝一張印第
安人的頭蓋皮就可以獲得高達
100 鎊的賞金，令北美洲印第安
人最後的下場不是被屠殺就是
被迫進入種族分割的印第安保
留地。
要數到西方殖民主義者最可怕
的地方是，他們還有相應的理論
將這些殘忍的行徑合理化。比如
英國被譽為「國際法之父」的貞
提利提出「憎恨空地的自然法
則」，認為印第安人把自己擁有
的土地閒置、不充分利用是違反
自然法的，英國殖民者就可以佔
有這些土地。印第安人如果作出

抵抗，英殖民者就
可以發動「正義戰
爭」。
在這些歪理謬論
之下，盎格魯撒克
遜人更對印第安人進行文化種族
滅絕行動。今次發現骸骨的「寄
宿學校」就是十九世紀二十年代
開始直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為
止，通過所謂的義務「教育」，
強迫原住民兒童從六、七歲離開
父母去學習英文、接受基督教和
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
這些印第安兒童整個童年、青
少年時期都必須在這樣的寄宿學
校度過，當中被毆打、虐待的事
情比比皆是。所以今次所發現的
事件，筆者相信只要讀者了解這
一段西方殖民美洲的黑歷史，肯
定明白這兩百多具遺骸只是冰山
一角。
這些發生在美 洲 大 陸 血 淋 淋
的歷史距離我們今天並不遠，
因為文化種族的滅絕在殖民統
治中屢見不鮮。港英政府統治
的時代也在教育中刻意淡化中
國近代史和國民身份認同的內
容，而這群港英時代培養出來
的、缺乏國民身份認同的教育
工作者又在繼續教育下一代
時，使殖民化的教育得以延
續。這就是為什麼香港回歸了
二十多年，現在我們還要強調
重建國民身份認同感的原因。
「一個忘掉歷史的民族，是沒
有未來的。」想要消滅一個民
族，實施殖民化教育是一個根本
的途徑。鑒古知今，今天我們要
銘記歷史，在落實國安教育框架
的過程中，建立自身的文化自
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