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張卓立

20212021年年66月月2323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1年6月23日（星期三）

2021年6月23日（星期三）

文 匯 論 壇A14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7月1日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
就要來臨，香港中聯辦主任駱
惠寧發表了《百年偉業的「香
江篇章」》演講，重點闡述中
國共產黨開創、發展、捍衛香
港「一國兩制」事業的方針，
也揭露了「結束一黨專政」險
惡用心。

駱主任說，沒有誰比中國共
產黨更深切懂得「一國兩制」
的價值，沒有誰比中國共產黨
更執着堅守「一國兩制」的初
心。西方敵對勢力打擊中國無
所不用其極，「自由」「民
主」「人權」「普世價值」都
是幌子。反中亂港勢力，是要
搞亂中國、分裂中國、把中華
民族推向萬劫不復的境地，
「港獨」分子不過是配合西方
敵對勢力的棋子而已。

回顧歷史，自英國發動鴉片戰
爭，強迫清政府割讓香港起，西
方帝國主義反覆侵略中國，逼迫
中國割地賠款，單是1900年八
國聯軍侵華後的庚子賠款，連本
帶息就是白銀九億両。清朝滅亡
後成立的中華民國，推翻封建制
度，可惜仍未能扭轉頹勢。在第
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雖是戰勝
國之一，但在巴黎和會中無權分

享戰勝國成果，
中國的命運還是
繼續衰微，一直
到日本軍國主義
發動侵華戰爭，
中華民族持續活
在苦難之中。

血的教訓告訴中國人民：中
國土地不論實行什麼制度，西
方列強都想侵佔；西方敵對勢
力容不得中華民族統一，更容
不得中華民族強大。因為中國
地大物博、得天獨厚，生活在
這片土地上的中華民族物資豐
沛、人傑地靈。幸好，中國在
近代雖然幾乎面臨滅頂之災，
仍能絕地反擊、發憤圖強。人
類最初的幾大文明，只有中華
文明、中華民族存在至今，而
且不斷發揚光大。1949年，中
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新中
國，用了70多年就把中國變成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以平視
這個世界了。要想捍衛中華民
族的尊嚴，保衛國家統一、安
全和發展利益，就要萬眾一
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莊嚴神聖旗
幟下，建設好、發展好我們偉
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蘋果日報》禍港多時 終有惡報
雖然基本法保障言論、新聞及出版自由，但這種保障不

是完全無限的，而是建基於尊重自由而不濫用自由。多年

來，壹傳媒及《蘋果日報》就是濫用自由作出不負責任

的、虛假的報道，煽動攬炒、美化黑暴、充當外國勢力的

喉舌，長期鼓吹反對中央和「一國兩制」，並以暴力和色

情嘩眾取寵，荼毒年輕人，多次衝擊新聞自由的底線，其

為求銷量而不擇手段的報道方式早已惡名遠播。被《蘋果日

報》傷害過的團體、公司和市民為數不少，《蘋果日報》的

存在和運作等同將社會長期置於危險之中。據悉《蘋果日

報》因為多名高層涉觸犯香港國安法被捕，以及因資產被

凍結而陷入財困等一系列問題，氣數將盡。不仁不義的傳

媒機構最終慘淡收場，真可謂惡有惡報，咎由自取。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公正持平是新聞報道的基本要求，但《蘋果
日報》長期充當反中亂港分子的喉舌，曾經刊
登戴耀廷所謂「違法達義」的文章，包括惡名
昭彰的「攬炒十步曲」，圖謀令反對派於立法
會佔據過半數議席來脅迫中央，為一場奪權陰
謀打響頭炮；其後置香港社會的死活於不顧，
煽動全港「三罷」，鼓吹心智未成熟的年輕人
上街暴動，並大肆抹黑維持治安的警員。年輕
人在《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媒體的荼毒和洗腦
下，失去理智地在街上破壞和襲警，企圖摧毀
繁榮穩定及葬送「一國兩制」。對於為社會造
成極大的混亂，《蘋果日報》都有不可推卸的

責任。

美化犯罪 混淆是非
《蘋果日報》最嚴重的過錯就是美化犯罪。

2016年旺角暴動，發起暴動的「港獨」分子梁
天琦被裁定暴動罪罪成後，《蘋果日報》以歌
頌英雄的方式去報道梁天琦被定罪的新聞，此
舉完全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並為美化犯罪
拉開了序幕。及後黑暴期間稱暴徒為「義
士」、「勇武」，又以「火魔法師」來美化投擲
燃燒彈襲警及縱火焚燒商店的暴徒。更離譜的
是，當黑暴佔領及摧毀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等多
個香港的大學校園，《蘋果日報》卻稱之為「港
大學保衛戰」，更以「浴血」來稱呼警方的執法

清場行動，用字極具煽動性。事實上，有暴徒用
弓箭射傷警員，浴血的是警員而不是暴徒；反而
警方在整個清場行動中表現既專業又克制，沒有
造成任何人士受傷，但《蘋果日報》這種極度偏
頗的媒體當然不會如實報道。

衝擊憲制道德淪喪
《蘋果日報》的罪過罄竹難書。除了美化犯

罪，還有散播和炒作「831打死人」、「新屋嶺
強姦」、「爆眼女事件」等假新聞，挑起市民仇
視警察。其實，《蘋果日報》早於1998年報道
「陳健康事件」時，就曾經發生其記者付錢製造
假新聞的前科，後來黎智英要在頭版刊登全版公

開道歉啟事。還有《蘋果日報》用錢買下歌手許
志安與女藝人黃心穎在的士的親密舉動偷拍錄
像，事件無關公眾利益，變相鼓吹偷拍和公開他
人私生活的風氣，涉嫌觸犯《私隱條例》。

從一開始，《蘋果日報》就道德淪喪，胡作
非為，多次觸碰國家安全的紅線，其基金涉撥
款支持黑暴，假慈善之名行撐暴之實，引來各
界的批評。《蘋果日報》不單只有製造假新聞
等劣迹，最根本的問題是它不認同特區的憲制
地位、公然同法治對着幹，是「一國兩制」和
繁榮穩定的威脅。如今《蘋果日報》終於走到
末路，社會終於可以清除這個害人不淺的毒
瘤，社稷幸甚，香港幸甚！

「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
壇」中，駱惠寧主任致辭時強調，中國
共產黨開創、發展、捍衛了「一國兩
制」事業，推進「一國兩制」事業要做
到「三個必須」，即「必須堅持和維護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不斷完善同憲
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必
須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林鄭月娥特首指出，港人應以崇高的民
族自尊、堅定的理想信念和為人民服務
的精神，積極配合國家領導人的指示，
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香港人應該清楚明白，憲法和基本法共
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秩序。而憲法總綱
第一條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
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憲法擁有最高法律效力，以國家根本大
法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港人還需明白的另外一點是，中國的
偉大成就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
得的。無論是過去開天闢地的救國大
業，還是現在的驚天動地的強國大業，
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優越性。比
如17日剛剛發射的神舟十二號載人飛
船，是國家空間站階段首次載人飛行任
務，體現了國家航天科技實力和綜合國
力的強大，港人對此亦與有榮焉。從嫦
娥奔月神話到屈原《天問》，探索太空
是中國人幾千年的夢想，但只有在中國
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才衝破美西方
國家的技術封鎖，將夢想變成現實。

港人同時要明白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
國家對香港的關懷和支持。而這種關懷
和支持，並不只是在1997年恢復行使主
權之後，而是一以貫之、從未改變。例
如供應香港市場鮮活食品的「三趟快
車」，還有東江供水工程。再如眼下的
疫情，中央優先考慮香港特區政府採購

疫苗的需求，首批100萬
劑科興疫苗在2月份已經
抵港。「吃水不忘挖井
人」，港人應對國家、對中國共產黨抱
有感恩和尊敬之情。

「愛港」「愛國」是密不可分的，而
「愛國」「愛黨」亦不互相抵觸。香港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與國家共同進步，
就是愛國。港人為社會民生發展奮鬥、
為基層市民謀幸福，就是講政治、就是
愛黨，因為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因為
中國共產黨的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
致的、統一的。

正是因為有中國共產黨，才有「一國
兩制」偉大事業；正是因為有中國共產
黨，香港才能由亂及治，恢復平穩安
寧；正是因為有中國共產黨，香港的未
來才能更加繁榮。只有切實做到尊重和
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香港才有未來
發展的立足點和出發點。

知黨敬黨愛黨 融入大局發展自身
胡劍江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潮州商會永遠名譽會長

只
有
中
國
共
產
黨
才
能
使
中
國
富
強

馮丹藜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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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走
近四分一世紀
了。當年鄧小

平先生睿智並創造性地提出
「 一 國 兩 制 」 ， 莊 嚴 承 諾
「五十年不變」，香港可維
持 資 本 主 義 制 度 的 生 活 方
式，不用向中央繳納一分錢
的 稅 收 ， 法 律 可 沿 用 普 通
法，終審法院設在香港而並
非如港英時期般定在遠方的
英倫，香港可繼續採取西式
教育制度、考評制度等。「一
國兩制」實踐近24年，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依然屹立，香
港以正式及單獨成員身份和
「中國香港」名義，參與世貿
等國際組織並自行與貿易夥伴
洽商簽訂自貿協定等，參與各
類型的國際會議以及奧運盛事
等，專享「一國兩制」高度自
治權利。

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八千
里路雲和月，一步一腳印，全民
刻苦奮鬥，和平發展，創造世界
罕有的綜合發展的奇跡，科研、
經濟、軍事、民生建設乃至最艱
難的脫貧工程都取得偉大成就，
由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
來，在可見的未來，中國必將成
為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夢。

向來獨霸的西方霸主，面對中
國的和平崛起，卻不擇手段地圍
堵中國，西方反華勢力為遏制中

國發展，通過培
植反中亂港勢力
及 實 施 長 臂 管
轄，意圖把香港
當成遏華棋子。
西方反華勢力與
香港的反中亂港勢力勾結在一
起，肆無忌憚地長臂干預香港
內部事務，2012 年反國教、
2014年非法「佔中」及借修例
風波發動黑暴攻擊等，破壞社
會秩序、危害香港法治，讓所
有真正關心及愛護香港的人倍
感傷心難過。

隨着香港國安法的通過與實
行，以及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香港由亂入治、由治而興，走
向良政善治、繁榮穩定。國家
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初
心不變，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舞台
將越來越大、道路將更加寬
廣。當前香港教育撥亂反正、
正本清源，抓緊做好國史、國
學（中華文化）、國情教育，
加強對國家憲法、基本法、香港
國安法的教育，加強「知」
「情」「意」「行」的教育推動
力度，尤顯迫切、必要。應對百
年未有之大變局，香港各界要團
結一心、確保「愛國者治港」，
更要融入國家大局，在貢獻國家
中成就自己，與全國人民一起，
共同發展好「一國兩制」事業、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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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漢權 教育評議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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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辦副主任鄧中
華6月18日在澳門出
席 全 國 港 澳 研 究 會

2021年年會學術研討會，致辭時提出
了治港者至少應達到「六點要求」，作
為對「愛國者治港」的進一步闡述。
「六點要求」設定了明確和清晰的框
架，也回應了許多疑問，釐清了許多誤
解。筆者看來，「六點要求」主要體現
了未來治港者的三個元素：

第一是中國共產黨元素。憲法明確規
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最本質的特徵。中國共產黨是「一國
兩制」事業的創立者、領導者、踐行者

和守護者。真正的愛國者，必然尊重
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絕不攻擊
抹黑中國共產黨，絕不反對、否定或
者叫囂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未來
的反對派也必須尊重和維護中國共產
黨的領導，尊重和維護國家的社會主
義制度。

第二是憲法和基本法元素。全面準
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必然要求
就是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值
得釐清的是，未來治港者不搞清一
色，指的是治港者可以有不同聲音、
可以有不同立場、可以代表不同光
譜，但清一色從來都不會對反中亂港

分子睜一隻眼、閉一隻
眼。事實上，憲法、基本
法和國安法等也為不同政
治光譜的政治人物劃定了法律的底線
和政治的紅線，反對派的政治人物應
該有這種政治敏感性。

第三是治港者要對香港有建設、對國
家有貢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港澳實
現自身發展的重大機遇。真正的愛國
者，必然積極助力國家改革開放，參與
構建國家新發展格局，推進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絕不離間港澳與內地的關係，
絕不阻礙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絕不
破壞港澳經濟社會健康發展。

鄧中華「六點要求」體現「三個元素」
陳曉鋒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就是敢言執行主席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完善選舉制度本地
立法工作順利完成。
新選制提高了候選人

資格審查的層級，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
委員會，對選委、特首和議員的參選資
格依法作出審核；擴大了選委會職能並
增加選委人數；立法會議員的人數，也
由原先70人增加至90人。這個制度生
效代表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和機制進一步
完善，也真正能夠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和融入國家大發展。

西方輿論和本地反對派指，方案是
「民主倒退」，但任何地方都不會容
許危及國家安全及社會穩定的惡劣叛
逆行為發生。前年的修例風波，香港
民不聊生，香港舊有選舉制度的漏洞
與缺陷被反對派議員無限放大，他們
利用公權力，為這些黑暴提供政治保
護傘，又走到外國游說施加制裁，以
達至本身的政治目的，令香港陷入一

片危局。完善選舉制度，可避免反對
派繼續用公權力不斷狙擊執法力量，
可說是正本清源做法。修法過後，基
本法規定的普選目標並沒有改，基本
法第45條、第68條沒有作出一個字的
改動。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
員將根據香港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
原則，最終達至由普選產生的目標沒
有改變，所以今次完善選舉制度並不
是「民主倒退」，而是為日後的普選
建立一個更穩固的基礎。

本港一些反對派人士動輒指責中央違
背普選承諾，卻不知他們自己才是這一
目標破壞者。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
2014年作出的「8·31決定」，香港本
可以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正是
因當時反對派的百般阻撓，才導致雙普
選的目標未能實現。

另有批評指中央借擴大選舉委員會職
能，以控制立法會。這些批評同樣是站

不住腳，完善選舉制度是
通過新構建選舉委員會和
賦予其新職能，擴大香港
社會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和令政治體制
有更廣泛代表性。在新制度下，選舉委
員會由五個界別1,500人組成，增加了
代表性，而由70席增加至90席的立法
會議員全部是通過選舉產生，保障了香
港永久居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而且，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
委員會產生部分立法會議員、提名候選
人，亦有助突破某個界別、某個地區，
某個團體的利益局限性，補充現行制度
下功能界別和分區直選代表性的不足，
使立法會更好地代表香港社會的整體利
益。

新選制能容納多元聲音，令香港撥亂
反正，達至良政善治新局面，對社會發
展、經濟民生都有保障，各界都可以從
中受益。

新選制納多元聲音
李梓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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