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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屆政治局常委，都算新中國成立前後出生的 「共和國同齡人」 。他們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由生在
紅旗下、長在改革中的新一代擔當國綱。這種承前啟後的執政權力交接，是區別於其他國家的中國特色，
是中國改革開放、民族復興偉大事業可靠的最高權力保障。新當選總書記習近平的 「亮相演講」 給人極深
印象，他表現出強烈使命感、民族自豪精神、全心為民情懷、勇於進取精神、堅定自信、高度責任感、深
度親民志向、勤勉擔當作風和博大全球視野。

政治局誰將主管港澳工作

近日訪問韓國，見到老朋友李世基。他和我同
歲，今年七十六，但面色紅潤，滿頭黑髮，像六十
幾歲的人。

李世基曾先後任韓國政府統一部長官和體育部
長官，還曾三次擔任國會議員，在政界小有名氣。
中韓二十年前建交後，他作為韓中親善協會會長，
更是傾力於中韓關係的發展。他曾上百次訪問中國
，會見過中國領導人。他還曾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進
修，潛心研究鄧小平理論。進入本世紀後，他退出
公職，又利用他的影響籌集資金，並多次訪問山
東各地收集資料，在韓國最南端的濟州島建立起
徐福公園，紀念兩千多年前曾開闢中韓交往的友
好使者。

這次相見，正值中共十八大召開，李世基十分
興奮，邀請了多位朋友與我們相聚並共進晚餐。雖
然習近平尚未當選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但在這之前
李世基已被媒體追逐，要求採訪，因為他較早就曾
見過習近平，而韓國政界見過習近平的人不多。開
始他不想談論這個 「敏感」問題，但是中共十八大
開幕後，媒體又紛至沓來，他就不好拒絕了。

席間，李世基談到他接受採訪的情況。他說，
他首先被問及的是，他什麼時候見過習近平。他回
答，那是 2004 年，習近平作為中國浙江省省委書
記訪問了韓國，訪問期間參觀了濟州島的徐福公園
，他榮幸地前往陪同。這是第一次與習近平相見。
之後他還有機會幾次見到過習近平。記者問他對習
近平如何評價，他回答說印象深刻。通過接觸和交
談，他覺得，習近平是一位平易近人、心胸廣闊、
品德高尚的人，將會領導中國繼續前行。

李世基透露，韓國國民最關心的是，中共十八
大之後，韓中關係會如何發展。記者在採訪時也提

出了這個問題。他對此持樂觀態度。他認為，韓中有着共同
的利益，特別是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有共同的主張，那就是，
第一，希望朝鮮半島實現和平與穩定；第二，共同致力於朝
鮮半島無核化；第三，希望朝鮮改善民生，走向改革開放。
他相信，習近平擔任中國最高領導人後，中國對朝鮮半島的
外交政策不會有什麼改變。

晚宴席間，中韓兩國人士還分別高興地唱起歌，李世基
最後也禁不住登台，並邀請一位中國朋友和他一起演唱中國
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想到他每句歌詞都
記得很清楚，而且發音很準確，倒是一起唱的中國朋友忘記
了歌詞，有點尷尬。李世基下面告訴我，他十二三歲的時候
，中國人民志願軍曾住在他們家裡，當時教會他唱那首歌。
本來那是中韓之間一段不幸的回憶，但李世基卻不介意，並
把那首歌曲珍藏到今天。 作者為前資深外交官

正氣自信進取的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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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要擁抱中華

歷史時針指向 2012 年 11
月15日，北京陽光明媚。時近
正午，新當選的 7 位中共政治
局常委步入大會堂東大廳，穩
重立於主席台紅色地毯上，同
500 餘名中外名記者見面。習
近平總書記介紹新常委後發表
就職演說，他話語平和銳氣內
斂，心裝人民勇擔國綱，初顯

「將門虎子」的大度與風采。CCTV及英語、西
班牙語、法語、阿拉伯語、俄語5個外語頻道等
眾多中外傳媒，向全球同步直播這一歷史時刻。

凝視與共和國同齡的新領導集體，筆者腦海
忽湧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
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的詩句。把王安
石《元日》權作新解：如爆竹聲中送別了昔日輝
煌，若春風送暖迎來了新任領導人，億萬民眾將
踏上偉大新里程， 「建設小康」的舊符將換為
「建成小康」的新桃。中國和世界對國齡一代的

新班子、新面貌、新里程充滿希冀與期待。

民主間選新班子
14日上午，在富有象徵意義的《步步高》樂

曲聲中，代表投票選出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紀
委。選舉順利高效，氣氛和諧團結，這是中共
「間選民主制」又一成功範例。有四大新變化：

一是差額擴大。中委候選差額19名，比例為9.3%
；候補中委候選差額19名，比例為11.1%；中紀
委候選差額11名，比例為8.5%。二是新人增多。
中委新提名184名，佔48.9%；中紀委新提名100
名，佔 76.9%。三是結構更優。新中委平均年齡
56.1歲，女委員33名，少數民族委員39名，大學
以上學歷佔95.7%，高級職稱佔37.2%，科學院、

工程院院士 15 名。四是基層黨組織和黨員代表
增加。大會通過了十七屆中委和中紀委兩個工
作報告決議，通過了《黨章（修正案）》決議
，把科學發展觀確立為黨的行動指南。胡錦濤
在熱烈掌聲中發表告別演講並宣布十八大勝利
閉幕。

15日上午，舉行了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和中
紀委第一次全會，選舉新一屆中央和中紀委領導
機構。選舉習近平為總書記，習近平、李克強、
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為政
治局常委。選舉習近平等25位政治局委員，劉雲
山等7位中央書記處成員。全會決定習近平為中
央軍委主席，范長龍、許其亮為中央軍委副主席
。全會批准中紀委選舉產生的書記、副書記和常
委，王岐山任中紀委書記。

「國齡」 常委新面貌
十八屆政治局常委，都算新中國成立前後出

生的 「共和國同齡人」。他們是中共歷史上第一
次由 「50後」、 「紅色後代」為主的領導集體；
是第一次由唱着《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我們
走在大路上》成長起來的政治新星挑起棟樑；是
第一次由少先隊員、共青團員出身的政治家主掌
大政；是第一次由生在紅旗下、長在改革中的新
一代擔當國綱。這種承前啟後的執政權力交接，
是區別於其他國家的中國特色，是中國改革開放
、民族復興偉大事業可靠的最高權力保障。

十八屆政治局常委，都是改革開放中業績顯
赫的 「社會政治精英」。他們有着 「國齡一代」
相似經歷：都是曾經的草根──或務過農、或做
過工、或當過兵；都是高學歷──或大學、或碩
士、或博士；都經歷豐富──或經歷農村、工廠
、部隊基層歷練，或經過工程、技術、教育等專
業訓練，或積累經濟、金融、能源等管理經驗；
都是一步一台階──從基層崗位、支部書記、縣
委主管、地局領導、省部主官、中央（國家）首
長、政治局委員、直至常委。這種綜合全面的素
質及豐富歷久的磨礪，是領導中國不斷發展進步

可信的執政能力保障。
九十多年來，中共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

和時代特徵結合起來，歷經千辛萬苦，開創和發
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命
運。在這個偉大征途上，毛澤東、鄧小平、江澤
民、胡錦濤四代領導集體樹起一座座光照春秋的
歷史豐碑。中共第五代領導集體誕生，必將在中
國新征途上樹起新的里程碑。

邁向中國新里程
習總書記 「亮相演講」給人極深印象，表現

出強烈使命感： 「衷心感謝全黨同志對我們的信
任，我們一定不負重託，不辱使命」；表現出民
族自豪精神： 「我們的民族是偉大的民族，為人
類的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要 「使
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表現出全心為民
情懷：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
鬥目標」， 「努力解決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堅
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表現出勇於進取精
神： 「我們自豪而不自滿，決不會躺在過去的功
勞簿上」；表現出清風正氣： 「打鐵還需自身硬
」， 「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
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黨必須警醒起
來」；表現出堅定自信： 「只要我們萬眾一心，
眾志成城，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表現出高
度責任感： 「責任重於泰山，事業任重道遠」；
表現出深度親民志向： 「要始終與人民心心相印
、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鬥」， 「全心
全意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表現出勤勉擔當作
風： 「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歷史、向人
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表現出博大全球視野：
「中國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

了解中國」……
筆者相信，中國將在第五代領導集體率領下

，邁向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里程，創造
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來！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中共新一屆政治局昨日誕生，七名新任政治
局常委也正式亮相。一如眾多評論所指出的，此
次換屆不僅將決定未來中國走向，更會對世界產
生深遠影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對於香港市
民來說，最關心的不僅僅是國家領導人的更替，
更多的或許是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的走向，包括誰
會主管港澳事務，誰將主理經濟，誰將會是第一
位訪港的新領導人等等。但事實是，此屆政治局
所有常委都非常熟悉港澳事務，無論由誰來主管
，現有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都不可能發生重大變
化，香港依然會在繁榮穩定的軌道上向前發展。

七名常委與香港淵源深
此屆政治局七名常委都可謂與香港有着深厚

的淵源，這一點是過去歷屆所不曾有過的情況，
從這一角度而言，香港有着 「得天獨厚」的優勢
。主管港澳事務的習近平，副總理李克強自不用
多說，兩人曾分別於○八及一一年以國家副主席

及副總理的身份到訪香港，與各階層有過廣泛的
接觸，許多市民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而另外的五人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
岐山、張高麗也都有豐富的港澳工作經驗。張德
江在主政廣東之時，為粵港合作作出了眾多開創
性工作。包括在SARS襲港時，為協助香港走出困
境，提出 「9+2」泛珠三角發展論壇的構思，集合
南方各省份之力大力支持港澳渡過難關。又如俞
正聲，分別曾於九三年及○六年，以青島市委書
記、湖北省委書記的身份率團到香港招商。其後
任上海市委時，更是廣泛與港澳事務有關的團體
接觸，也積極推動滬港合作的相關工作。

張高麗曾在廣東生活工作超過二十年，在擔
任深圳市委書記時，更最少四次到訪香港，與香
港簽訂了眾多合作協議，見證了粵港合作的深化
階段。王岐山此前主管經濟，對香港的金融發展
給予了高度關注，而較不為人所知的是，一九九
七年亞洲金融風暴時王岐山任廣東省副省長，對
協助香港打 「金融大鱷」作出過重要貢獻。就算
是長期在中央工作的劉雲山，也一直非常關注港
澳事務，對香港問題十分熟悉。

作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其最高領導都與香
港有着不同程度的 「關連」，不僅熟悉香港事務
，有的更是長期參與主管港澳工作，顯然是香港

的 「優勢」。至少從政策的延續性而言，過去行
之有效的對港工作方針政策必然會獲得貫徹；更
會因為對香港事務的熟悉，能更了解香港的優缺
點，對症下藥，因應香港局勢的變化，適時推出
及時有效的各類政策。當然，作為一個成熟的政
黨，中共的既定方針政策不會因為個別人員的變
動而作出大幅度的改變，但領導人若能對港澳事
務有全面深入的了解，無疑是值得香港市民感到
高興的。

新一屆政治局常委人數由九人減至七人，以
往的工作安排必然會相應作出調整，主管港澳工
作的負責人也會有所變動。香港媒體對此作出各
種猜測，其出發點完全可以理解。但實際上不必
對此太過敏感，從過去十五年的歷史可知，不論
是誰主管港澳事務，從當年的胡錦濤、曾慶紅、
習近平，中央對港工作都是一脈相承。一如中聯
辦副主任李剛所指出的： 「不管人事怎麼變，中
央對港澳政策方針都是一貫的、不變的。」

方針政策不會因人而變
一星期之前，胡錦濤在十八大工作報告中明

確指出，中央政府將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完善
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堅定支持特區

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帶領港澳各界人士集
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
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深化內地和香港
的經貿關係，推進和領域交流合作，促進香港同
胞在愛國愛港旗幟下大團結。這一系列工作方針
，相信一定會是新一屆領導所堅持的。

事實上，二○○八年習近平訪港時就曾指出
，胡主席的四句話，精闢概括了香港回歸以來實
踐 「一國兩制」的成功經驗。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就能使香港更加繁榮，在國家整體發展中扮演
更加重要的角色，在國際競爭中佔據更加有利的
地位；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就能幫助市民大眾提
高生活水準共享香港繁榮發展的成果；循序漸進
推進民主，就能廣泛凝聚共識，穩步推進香港的
民主進程；包容共濟促進和諧，就能在擁護 「一
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原則基礎上，為建設和
諧香港、繁榮香港創造有利的社會環境。

二○一一年李克強訪港時也曾指出，香港同
胞視野開闊，勤奮務實，善於捕捉機遇，勇於開
拓創業。香港同胞做事，很認真很用心很專業。
這成就了香港奇迹。中央政府將繼續堅定不移地
貫徹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
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一如既往地支持行
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保持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

中共完成五年一度的換屆，新一屆政治局常
委也已誕生。作為國家的一分子，香港市民在為
國家進步發展感到高興的同時，更應緊抓住難得
的機遇管理好、建設好香港，還應與內地同胞一
道，為國家邁向小康貢獻一份自己應盡的力量。

十八大政治報告中強調，
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實行的
各項方針政策，根本宗旨是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
定。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
針，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
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
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
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報告有關內容也是對早前香港街頭抗議示威，
彷彿時光倒流般出現一些年輕人手持被歷史淘汰的
港英旗幟，站在中國的香港土地上，卻呼喊着 「中
國人滾回中國去」的警醒。

堅持一國才有兩制空間
堅持一國才能有兩制的空間，歷史回流的如此

本末倒置，卻也令人深感香港人心回歸任重而道遠
；如此對歷史和現實的無知，卻也令人深感香港青
年人肩負的責任。這樣的邪氣雖然只有極少部分，
對香港青年人主流沒有大的影響，但卻不能坐視不
理，最好的方法是以正壓邪，弘揚正氣，擁抱大中
華。

不久前，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十周年慶及新一
屆理事就職典禮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十年前，由
香港25個青年團體和28位青年領袖共同倡議，發起
成立了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這是香港第一個主要
從事促進港台及兩岸青年交流，為實現中華民族復
興而努力的民間團體。在這個團體的引導下，更多
的香港年輕人選擇走入大中華，融入大中華，去尋
找、去實踐港台年輕一代歲月年華的心靈溝通，去
檢拾兩岸四地中華情感的文化碎片。以更了解、關
心曾經被歷史閹割的中國，並促進港台澳及內地年
輕人互相了解和融合為己任。

港台會成立十年以來，主辦或協辦了近百項兩
岸四地青年交流活動，並與台灣三十多個青年團體
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參與的兩岸四地青年近三萬人
次，為促進兩岸四地的青年交流，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受到廣泛好評。

港台會組織兩岸四地大活動包括每年都組團訪
問台灣及接待來港的台灣各界青年；每年均舉辦
「愛我中華─兩岸四地青年大匯聚（火車團）」活

動，組織兩岸四地青年到過北京、上海、南京、西
安、井岡山、湖南、廣東、海南等地參觀遊覽，從
中了解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及國家建設的最新發展
；舉辦有關兩岸形勢的系列研討會，讓港台青年更
為了解兩岸關係的發展趨勢；港台會更得到香港特
區政府主管港台事務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委託和
資助，負責組織港台青年交流的大型活動，如舉辦
香港青年到訪台灣民居，體驗其獨特文化的 「民宿
交流團」等。

融入中華、了解中華，才會懂得珍惜中華。百

多年的殖民統治，讓香港多了一些西洋文化，卻少
了一些東方中華情節。百多年的殖民史，實際上是
民族的恥辱，割地賠款，讓中華民族蒙羞。殖民者
更是在殖民地為宗主國服務，掠奪資源。

百年殖民史是民族恥辱
一些不願認祖歸宗的香港人，實際上還是殘留

着殖民文化，是轉了基因的結果。難怪港台大陸兩
岸三地的青年人在交流過程中都表示，兩岸青年在
交流互動中感到更親切，文化更相近，會少些距離
感。兩岸分裂分離這麼多年還是會有如此親近感，
這是因為，兩岸的民族沿續沒有中斷，兩岸的文化
淵源沒有撕裂。情還在，心就不死。

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組織香港青年人去台灣、
到大陸，這樣的交流讓香港青年人有更為廣闊的視
野，也可以讓香港的青年人感受到作為大中華的一
分子，了解這個民族、愛護這個民族，對作為香港
人的重要意義。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以港台民間經
濟、文化、科技交流為旋律，但意想不到也會有很
多政治的互動。

確立自我身份的認同，這不僅是文化的，也是
政治的。香港青年應當看到，香港人需擺脫 「島民
心態」在香港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之外還有地域
遼闊的大中華區，香港人需要了解、需要關心，因
為大中華的命運與香港的現在和未來休戚相關，生
死與共。立足大中華，擁抱大中華，才會有香港更
為燦爛的明天。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胡錦濤在十八大政治報告中提出，必須把堅持 「一國」
原則和尊重 「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
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
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這三對基本關係
是辯證的互動，既有源流主次，又相輔相成，必須有機結合
，不能分割理解。

有一些人擔心，維護了國家主權，維護了國家的安全，
維護了國家的發展利益，那麼香港就可能受到干預。這種擔
心毫無必要。

國家的總體目標，就是要富民強國，香港從來就是國家
改革開放事業的參與者，在這個大目標之下，國家越強大，
香港得到的保障越多。至於中央政府行使的權力範圍，早就
寫在基本法之中，有關國家遇到戰爭、遇到動亂事件的緊急
權力、中央政府對於政制發展的主導權力、中央任命行政長
官和主要官員的權力、人大常委會關於解釋基本法的權力，
都在基本法寫得清清楚楚，不存在干預的問題。基本法也同
時保障資本主義制度不會受到干預，香港內部的高度自治權
力不會受到干預。

「一國」是前提，沒有 「一國」， 「兩制」就失去了基
礎。國家經濟高速度發展，才有能力可以在香港受到西方經
濟金融危機衝擊的時候，向香港伸出援手，幫助香港擊退大
鱷，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也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力。

維護主體地區的社會主義制度、維護中央的權力與維護
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維護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力並不是矛盾
的，而是互相支援的、也是共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互
利和互動的具體運作機制。

維護香港原有的制度，完全符合祖國戰略發展的利益。
國家可以通過香港為此同資本主義商業市場最密切的聯繫，
也可以吸收到資本主義地區的大量財力和專家力量。香港努
力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努力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利益服務
，香港也因此獲得了大量黃金商業機會，創造大量的經濟產
值，為香港市民增加收入，擴大了香港市民職業活動的機會
和空間。

在內地推動經濟創新型的社會的過程，需要有活躍的學
術自由、需要有活躍的信息流通機制，因此保障香港的自由
，保障香港的創作的自由，並且在沿海地區的一些城市和特
區引入香港的大學管理人才，興辦一些香江模式的大學，甚
至兩者進行合作，都說明兩種制度可以和平共處，並且可以
營造 「一加一等於三」的效應，共產黨需要兩種制度並存並
且合作。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強調一國尊重兩制
□李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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