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張卓立

20212021年年77月月2323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1年7月23日（星期五）

2021年7月23日（星期五）

文 匯 論 壇A17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今年「七一」除了香港回歸24
周年以外更別具意義，因為這是中
國共產黨的百周年華誕紀念日。當
天習近平主席約一小時的發言，精
要總結中共的沿革及未來方向，實
在值得各位細味。

建國之初，雖一窮二白，不過
中國人民志願軍卻在抗美援朝中與
號稱戰無不勝的美國軍隊打成了平
手。國家在建國之初開始，不斷積
累經驗，對失誤勇於承認勇於修
正，通過改革開放平視西方，將國
家推上強國之列。更難能可貴者，
是國家強大而不稱霸的和平思想，
把美國將真理定在大炮射程之內的
做法比下去。

習主席有一句話讓筆者記憶
猶新：「我們積極學習借鑒人類文
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歡迎一切有益
的建議和善意的批評，但我們絕不
接受『教師爺』般頤指氣使的說
教！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將在自
己選擇的道路上昂首闊步走下去，
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回顧過去，為中國人
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
些為人民服務的重中之重，國之大
者，執政黨和國家也在這100年的
建黨及70多年的建國過程中全心
全意地做到了。我們已有底氣如習

主 席 的 另 一 句 話
般︰「中國人民也
絕不允許任何外來
勢力欺負、壓迫、
奴役我們，誰妄想
這樣幹，必將在14億多中國人民
用血肉築成的鋼鐵長城面前碰得頭
破血流！」中國人現時的信念與堅
持，可以昂首闊步開拓前程。

習主席的講話又談論到港、
澳、台的問題，無疑顯示國家對保
持港澳的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視，亦
展示了國家在粉碎「台獨」，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上寸步
不讓的氣概和決心；另外也顯示，
回歸至今，國家領導人再三對維持
香港的繁榮穩定，推出大小政策，
可見香港的前程實在一片光明，但
當然這個目標必須依靠愛國者與特
區政府攜手合作，支持政府依法施
政才能達成。

電影《1921》在香港上映，講
述建黨歷程，中國共產黨員受到
種種打壓，終於在革命先烈的奮
鬥下得到人民認同，成功建國。
筆者始終認為，只有了解才知道
「七一」這個日子的可貴，我們
才有發言權。了解革命歷史，就
會明白黑暴的倒行逆施，禍害
香港，何等可恥！

盡快拆穿「黃色工會圈」的西洋鏡
攬炒派為了搶奪傳統工會的主導地位，不惜成立多間新工會，創造了

「黃色工會圈」，無時無刻以不同方法，對香港社會的安寧進行破壞。

警方國安處應將「黃色工會圈」發行的刊物、宣傳品，逐一檢視，避免

煽惑他人作出分裂國家行為的宣傳品繼續發放，杜絕禍根。

陸頌雄 立法會議員

警方國安處日前將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的
主席及多位理事拘捕，指他們涉嫌串謀發布煽
動刊物，煽惑他人參與暴力行為。筆者曾看過
其工會發表的《羊村守衛者》，發覺整個故事
充滿香港人對內地人的敵視。當中以「狼羊規
矩」來比喻《逃犯條例》的修訂，將之描述為
洪水猛獸，目的是讓小朋友服下這粒「糖衣毒
藥」，繼續將仇視內地的意識延續下去。

煽動港人顛覆國家
筆者認為《羊村守衛者》內容根本與言語治

療毫無關係，不單沒有教導服務使用者如何發
音、如何在言語上表達意思等功能，反而不斷
鼓吹羊村（香港）要與狼村（即內地）進行抗
爭。發布這些刊物，原因是言語治療師的服務

對象大多是三歲以上的兒童，透過簡單的故

事形式，美化羊（香港人）的抗爭行為。同
時，《羊》書亦多次將內地形象「妖魔化」。
該工會亦在多個電子媒體上，發布多本以羊為
主角的電子故事書，全部都是煽動香港人顛覆
國家政權。

該工會的網站自2019年11月成立至今，只
發表與特區政府對抗的「文宣」，大部分內容
與攬炒派所提出的政治訴求相同，根本沒有如
何保障工會會員在業界的權益、促進業界與政
府溝通等內容。該工會實實在在是「掛羊頭，
賣狗肉」，簡直欺世盜人，以工會之名，做政
治任務為實。假若國安處沒有對這間工會進行
拘捕行動，這班所謂的「專業人士」繼續將其
「文宣」傳送到幼稚園、小學作政治宣傳，打
着「言語治療」的旗號進行政治荼毒，不斷將
小朋友洗腦。

洗腦手段層出不窮
事實上，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只是「黃色工

會圈」的冰山一角而已。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曾在
去年以「海嘯式」來形容新工會成立的數目，攬
炒派為了搶奪傳統工會的主導地位，不惜成立
多間新工會，創造了「黃色工會圈」。大部分
「黃色工會」都像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一
樣，表面上是保護其業界的從業員，實質上是
利用不同政治手段破壞香港社會安寧。當中以
「新公務員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公
共醫療醫生協會最為知名。筆者較早前評論
「新公務員工會」的所作所為，該工會主席顏
武周見到須要宣誓效忠，即時腳軟，將工會解
散。醫管局員工陣線、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兩間
工會在疫情期間不斷拖政府後腿，目的是阻礙

政府抗疫、防疫工作。然而，當政府實施的抗
疫、防疫政策到位後，感染人數處於接近零的水
平，大部分市民都忘記了此兩間工會的存在。

在「黃色工會圈」內的工會，包括教協、記
協，無時無刻以不同方法，對香港社會的安寧
進行破壞。教協在過去一年，多次召開記者會
發布調查數字，向外公告教師受到政治打壓，
實際是賊喊捉賊，無中生有。同時，教協亦利
用不同教材的製作，透過其會員的滲透力，將
大量的抗爭訊息傳遞給學生。過去一年，記協
多次誣指編採自由受限，《蘋果日報》結業是
扼殺言論自由等等。

希望警方國安處能夠將「黃色工會圈」所發行
的刊物、宣傳品，逐一檢視。因為當中有太多牽
涉煽惑他人做出分裂國家的內容，如果再任由這
些宣傳品發放出來，香港社會將一直受害。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發表的講
話高屋建瓴，回顧了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來香港發生的本質
變化，讓我感受最深的，是要讓「香港的孩子都能健康快樂
成長，學生都能接受良好教育，青年都有廣闊的就業創業舞
台」。這充分顯示了中央對香港青年長期的關注與關愛。作
為香港年輕人，應當將這份關愛和關注，轉化成堅守國安法
的自信和自覺，讓其 「落地生根、虎虎生威，成為香港繁
榮穩定的『守護神』」。

在「愛國者治港」全面落實過程中，全面實現「愛國者治
教」順理成章，香港要理直氣壯地開展愛國主義教育。

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青少年的可塑性很強，關鍵是
如何加以教育引導。隨着選舉制度完善和香港國安法兩個政
治屏障建立，香港終於迎來開闢良政善治、振興經濟、改善
民生的新關頭。因此，我們要將「愛國者治港」這一提法加
以深化和擴充，要把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問題提升到奪回教
育主動權的高度。我們要認識到，促使香港實現「二次回
歸」，就是要全面實現「愛國者治教」，做好愛國主義教
育。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缺失正面引導的國民教育，卻
充斥着攬炒派負面宣洩、充滿仇恨的「教育」，要撥亂反
正，當務之急是要淨化教育環境，推行國民教育，全面實現
「愛國者治教」。「愛國者治教」包括三個層次：一是特區
政府教育局必須由堅定愛國者執掌；二是特區各類學校的關

鍵崗位必須由愛國者領導；三是各類學校的教師必須以愛國
者為主體。

今後一段時間，香港各界都會進入一個反思期、討論期、
改革期。完善選舉制度後的三場選舉，特別需要選出有德
行、有能力的治港人才。我相信，每一個堅持「愛國者治
港」原則的香港青年，都有機會發揮出自身的能量、為香港
未來擔當。

目前香港更需牢牢把握國家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深圳先行
示範區等一系列利好政策，香港青年應積極投身國家發展，
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實現個人理想和價值。

正如香港是中國對外的超級聯絡人一樣，香港青年也具備
中西合璧文化熏陶的獨特優勢，所以更應積極投身大灣區建
設，以大灣區為基地，走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
尋求自身的職業發展機會和用武之地。「大灣區青年就業計
劃」施行至今，已有380家企業向香港提供約2,900個職
位。我相信，通過在大灣區生活工作，香港青年將對大灣
區、對中國內地有更深的了解，更好地激發愛國情懷。

香港之所以能從一個小漁村發展為享譽世界的現代化大都
市，是老一輩香港人打拚出來的。當代香港青年應當學習和
傳承他們愛國愛港、自強不息、拚搏向上、靈活應變的精
神，不在困難面前躺平、而在壓力之下奮起，相信有中央的
全力支持，特區政府的精準施策，會有越來越多的香港青年
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找到自身價值，實現人生夢想。

港青應自覺堅守國安法
謝承潤 全國青聯委員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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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賢 立法會(漁農界)議員

拜登於今年初接任美國總統，
當時外界憧憬他會摒棄其前任打
壓對香港的政策，與中國重修舊
好。但事實證明，雖然拜登沒有
特朗普那麼狂狷，他們二人卻是
沆瀣一氣。拜登缺乏遠見，歐洲
政策又失利，加上在阿富汗面臨
另一場災難性外交風波，他現在
試圖力挽狂瀾，藉打擊中國鞏固
美國的全球影響力。

拜登迷信霸凌手段，搬出英國
外相藍韜文的謬論，以北京「違
背對香港的承諾」為由打壓香
港，但他拿不出真憑實據來支持
指控。這反映出他毫不了解香
港，不知道若不是當年政府提出
的普選方案被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阻撓，香港早就在2017年普選行
政長官了。他顯然也不知道，縱
然2019至 2020 年間香港發生黑
暴，北京對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
會的承諾始終如一，依舊反映在
香港基本法第45條和73條當中。

在過去一年，中國的經濟蓬勃
發展，有望在2028年超過美國成
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儘管美國
力圖壓制，但世界對中國產品的
需求仍然有增無減。如果拜登政
府認為通過破壞香港能遏制中
國，這是癡心妄想，必將以失敗
告終。香港實施香港國安法一年
多，恢復了往日的和平與穩定，
國際都會風姿再現。美國想要香
港重陷混亂、暴力犯罪充斥街
頭，香港各界絕不答應。

儘管香港在2020年遭遇了有史

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但是，
今年第一季度，香港的經濟出現
了11年來最大的反彈，因出口額
大增而帶動經濟增長7.9%。而且，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香港的金
融系統足夠抵禦未來的金融衝
擊、危機。香港於過去的一年
間，首次公開募股總額達5,000多
億港元，增幅高達50%。包括美國
在內的各國商界人士都清楚香港
未來前景光明，豈會願意錯過眼
前的機遇。拜登告誡美國企業要
衡量香港的風險，企圖煽動恐
慌，但美資銀行早已盤算過，並
繼續看好香港前景。擁有1,400多
名會員的香港美商會，也不買拜
登的賬。7月16日，美商會宣布
「香港仍然是充滿活力的國際商
業中心，對促進東西方貿易、金
融流動依然扮演重要角色」。

末代香港總督彭定康總是對香
港不懷好意，但是偶然也會說句
真話。他在2016年12月5日訪問
香港時表示：「不看好香港者從
來沒有贏過，香港一直都是贏
家，它一直都站在歷史的正確一
邊」。香港憑藉其內在的力量，
在偉大的中華民族大家庭和全球
朋友的支持下，未來會越來越
好。對此，拜登越早意識到就越
好，他越能夠展示其真正的領導
力，也就越有利於美國的外交政
策。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

的英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香
港版》評論版面，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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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樂士2018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動中美
貿易戰，向中國產品徵收關稅。到2020年，特朗普政府開
始明白美國在這場貿易戰中佔不到什麽好處，於是與中國副
總理劉鶴在白宮簽署了「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到拜登上
任總統後，聲稱會繼續遵守「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並表
示好好地研究其得失。

到了今年7月16日，美國財長耶倫公開說「中美首階段
貿易協議」未能解決兩國之間最迫切的爭端，同時指出美國
向中國產品徵稅損害了美國消費者的利益。耶倫的談話說
明，特朗普的貿易戰是失敗的。

其實美國人的食物和生活用品，許多都是出產自中國，所
以向中國產品徵稅，是等於向美國消費者徵稅。從奧巴馬開
始，經歷特朗普至今日的拜登，都在努力打壓正在崛起、挑
戰美國世界第一地位的中國。如今美國認定貿易戰不能得
逞，就改為在外交戰場對付中國。

當年特朗普認為「美國第一」，不需要任何盟國協助打壓
中國，導致美國外交自我孤立。拜登決定修補這個裂口，甫
上任即企圖發動G7與整個歐盟圍堵中國，更想拉攏印度及

東南亞的部分國家加入。出師必須有名，於
是新疆、香港就成了拜登政府攻擊的目標。最
新的例子，是拜登政府向所有在香港的美國企
業發出警告信，指出在香港經商隨時會犯上香港國安法。不
過警告一出，香港的美國商會馬上發出聲明，指出美國企業
在香港是安全的，不建議美國企業撤離香港。可見這些攻擊
行動只是一種政治姿態，缺乏真正的作用。

今天，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市場，千千萬
萬的美國企業爭到中國做生意，中國內地的國安法也一
定不會比香港的寬鬆，正正當當做生意的美國企業紛紛打
算進入中國市場，怎麼會放棄在香港做生意？中國越是崛
起，香港的金融事業越有前途，美資金融企業怎麼會輕易
放棄這塊大肥肉？現在中國正在收緊審查到境外上市的中
資企業在大數據的收集與管理，有理由相信這些企業會放
棄在美國上市而轉到香港上市，為香港提供更佳的營商環
境。現今世界局勢「東升西降」，美國無論如何扭盡六
壬，發動外交戰略和杯葛行為，也改變不了中國走向富強
的事實了。

美國政治圍堵中國圖謀難得逞
曾淵滄博士

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多以來，社會秩序逐漸回復正常，成
效斐然。惟美國政府早前發表的建議報告，警告美國企業在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在香港的經營及活動將面臨風險，其後
更對中聯辦官員作出所謂制裁。美國政府出於政治原因作出
毫無根據的指控，做法令人難以接受。

要建設繁榮穩定的香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必不
可少。隨着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從根本上堵住香港維護
國家安全制度的漏洞，有力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香港特
別行政區憲制秩序。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的管治秩序恢復
正常，施政環境得以改善，加快了政策推行，政府可以集中
精力防控疫情、發展經濟及改善民生，受益的是廣大市民。

香港在健全的法律制度、「一國兩制」的背景下，為工商
行業提供穩定的營商環境，海內外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有增

無減。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的一年，香港
的金融中心地位絲毫沒有受損，反而為香港
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放眼全球，
大部分國家及地區的憲法均列明，可基於國家安全原因，通
過立法限制一些基本個人權利和自由。香港國安法更進一步
明確規定，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
和自由，依法保護了香港居民的合法權利。

香港憑藉祖國的支持及關顧，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一
分子，並提供各種政策支援，顯示中央肯定香港在其中的定
位及重要性。香港國安法的施行正正確立了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基礎，相信隨着特區政府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確
保香港掌握在愛國港人手中，香港將實現良政善治新篇章，
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共同邁進更好的新時代。

國安法穩定人心利港營商
黃偉雄 MH JP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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