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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高望重的國際知名數學家丘成桐指出，部分積極參加學運的大學生只重爭取權利，卻忽略讀書、做研
究的本分。大學生視抗爭為首要任務，根本無助社會進步，只會令本港人才質素漸走下坡，最終淪為二等城
市。丘教授的這番真知灼見，值得香港社會深思。

公民黨死纏雙非官司謀私利
□李繼亭

在早前的元旦遊行以及近日所謂 「光復香港」
行動中，都見到一班80、90後青年揮舞港英旗，
高喊懷念港英口號，要求回復英國殖民統治。雖
然參與青年只佔極少數，但卻令人感覺到，人心的
回歸工作沒有做好。一些青年對於港英歷史認識的
片面，對於殖民統治的美化。出現了這種情況，與
英國人的撤退部署，香港教師隊伍出現了別有用心
的人和香港的某些漢奸傳媒的錯誤導向有關。年輕
人政治經驗不豐富，在求學時期，遇到了在校園裡
搞搞震的教師，接觸了蘋果日報這一類反對國家反
對民族的報紙，所以才會受騙上當。

舉港英旗青年，應讀丘成桐文章，通過補課關
心香港的歷史，了解一下上一代港人的看法，了解
港英管治時代對於中國同胞的殘暴和不人道，了解
港英時代的政治制度，了解港英時代對各間大學和
學校的箝制。丘成桐的文章，以三四十年前他在香
港生活的經驗，在外國的生活的經驗，詳細地介紹
了當年的香港中國居民在殖民統治下的生活的情況
，指出了這些不公平現象產生的原因，就是因為中
國太貧窮落後了，西方列強才可以欺侮中國，生活
在香港的中國人才會受到欺壓。

英殖民者高壓治港
今天，有青年人公然高呼 「南京條約萬歲」，

拿國恥作口號。作為炎黃子孫，仍需增強歷史認知
，應該明白英國人發動鴉片戰爭的罪惡和殘暴，而
不應該盲目地崇拜英國的歷史和文化。應該讓青年
人知道：英國人採用殖民高壓統治，踐踏香港中國
居民的人權和自由。最早期實行的是民族歧視和分
隔政策，港島山頂不允許中國人居住，晚上實行宵
禁禁止香港居民出街。香港居民得不到合理的醫療

和教育，只能靠華人自己組織慈善醫院和識字班。港英年代，警察
可以對小販拳打腳踢，公然收規，小販要經常 「走鬼」和被法庭判
處監禁。在1967年前，香港居民沒有人權，不准示威遊行，3個人
聚合就是 「非法集會」，可判監一年。港人如果參加左派工會或看
文匯、大公報，就會受到港英的政治部特務的跟蹤和迫害，香港居
民可以不經過起訴和法院的判決，就關進集中營，也沒有刑期。父
母兄弟參加過左派工會，不准應聘為教師、警察、公務員。

回歸以來，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得到大大的發展，中央政府沒有
派出港督管治香港，港人自己通過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
，產生區議會議員。回歸以來，香港成為了世界最著名示威之都，
每年的遊行示威有三千多次，平均每日有十次。這些情況，上一代
的香港人歷歷在目，永遠不能忘懷。

如果，青少年人知道了香港的歷史和中國的歷史，就不會變成
迷途的羔羊，不會受到境外勢力的利用。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港青應以貢獻社會為己任
□梁立人

蘇貞昌媚日 禍及民進黨 □司馬燁

香港近年來走上泛政治化
的道路，本港學生不自覺的被
反對派的政治宣傳洗腦而不自
知，他們忽略了自己的學習，
積極參與學運，小至校政，大
至社會政策均見學生發聲，可

惜，這種歪風不但沒有得到糾正，反而被視為積極
上進之途，甚至有政府高官為討好這些初生之犢不
惜作違心之言，大讚他們 「叻仔」。然而，有社會
良心的有識之士卻不屑投其所好，德高望重的國際
知名數學家丘成桐便忠言直諫，指出部分積極學運
的大學生只重爭取權利，卻忽略讀書、做研究的本
分。他同時警告，歐美青年對知識的追求遠勝本港
大學生，若本港大學生繼續視抗爭為首要任務，根
本無助社會進步，只會令本港人才質素漸走下坡，
最終淪為二等城市。

立定目標為社會做好事
丘成桐直言： 「學生若花盡工夫去遊行示威，

提出反對意見、爭取權利，社會一定是無法前進的
。如果學生遊行目的是為了社會好，就更應踏實地
學好知識，立定目標為社會做好事。」

事實上，我們所見出來抗爭的學生，只是人云
亦云，對社會問題並沒有深確的認識，尤其是被人
捧了上天的 「學民思潮」之流，連知識基礎也沒有
打好，便以社會活動家的姿態出來衝鋒陷陣，怪不
得有建制派人士要和他們面對面辯論從不敢應戰。

另外，近年本港大學生亦不斷爭取介入校政，

例如嶺大和教院學生正爭取有權投票選校長。丘成
桐認為，遴選大學校長需深入評價候選人的學術地
位、才能， 「作為學生，學術水平肯定未到家，對
候選人的研究題目都未能理解，談何投票權？」他
又以自己曾任教的美國頂尖學府史丹福大學、哈佛
大學為例，兩校師生均無權過問校長遴選，一律由
大學董事會議決。

大學生勿過多介入校政
丘教授在文中亦提及在殖民時代，殖民官僚態

度傲慢，中國人在自己土地受盡紅鬚綠眼的蠻夷白
眼及侮辱。丘教授又提及多年前在大英倫敦大橋博
物館參觀時，竟發現那裡陳列從中國虎門奪得的
16英尺大炮，這尊大炮，乃鴉片戰爭時期廣東水師
提督關天培親自監製。歷史記載： 「1840年（道光
二十年）6月，鴉片戰爭正式爆發。關天培在孤軍
無援的情況下坐鎮虎門炮台。1841年1月，大角、
沙角炮台相繼失守，關天培 「自度眾寡不敵，乃決
為死計」遣人將自己的遺物 「墮齒數枚、內衣數襲
」、一綹頭髮及一封簡短家信，緘封寄家，以示訣
別。2月26日，英軍乘漲潮前後夾攻。關天培奮勇
登台，大呼督厲士卒，士卒呼聲撼山，海水沸揚，
杳冥晝晦，自卯至未，而身上受數十創，血淋漓，
衣甲盡濕，以身殉國。」這是一幅如何壯懷激烈，
惹人熱淚的史詩藍圖，然而，英國政府卻膽敢將這
尊大炮作為戰利品公開展覽，到底他們將中國人的
自尊置於何地？那些揮龍獅旗，高呼南京條約萬
歲的年輕人，他們對歷史的了解又有多少呢？

今日，部分青年可能因住屋、教育、就業等問
題暫時未能解決，把他們的怨氣投射到特區政府，
繼而直指中國，甚至因怨成恨，將自己置於數典忘

宗的地位上。丘教授指出，高舉港英龍獅旗的青年
，是逃避歷史，對殖民生活美化及充滿錯誤的幻
想，回歸前，英國欲粉飾其不公義的殖民臭史，在
中小學課程實行 「洗腦」美化工程，貪天之功為己
有，將香港人艱辛刻苦創造的經濟成果說成是殖民
地政府的恩德。

記住殖民歲月留下傷痛
事實上，殖民時期的香港絕對找不到普世公平

價值，中國人在自己土地被洋人歧視，中國人當個
普通的公務員也要接受過高等教育，而英國的流氓
爛仔，拾球童也可以成為皇家警察的督察，今日香
港的學者教授，對特區政府指指點點，批評中國如
何如何，無病呻吟地呼喊香港沒有民主，他們怎不
想想，殖民地時期，他們敢如此肆無忌憚的批評港
英政府嗎？能享有今日如此寬鬆的言論自由嗎？丘
成桐教授以過來人的身份道出歷史的真實，發人深
省，令我們感受到殖民歲月的傷痛，喚醒我們對國
家的感情。

香港只有百年的殖民地風光，中國有五千年的
歷史，殖民地的印記又如何可以掩蓋了中國的博大
精深，那些口口聲聲說不接受洗腦的黃口孺子，那
些揮舞龍獅旗的恍惚青年，有空不妨靜下心來重
溫一下自己祖先的歷史：蘇武寧死不降，北海牧羊
，茹毛飲血，十九年望斷南歸雁；岳飛經風波亭之
劫而毋忘直搗黃龍，精忠報國，萬古流芳；文天祥
千秋正氣，大義凜然，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字字句句，感人肺腑。看過這些光輝
榜樣之後，那些受到洋污染的腦袋還不該清洗一下
嗎？舉起龍獅旗的手不感到麻木嗎？ 「南京條約萬
歲」的口號還喊得出口嗎？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菲傭居港權終審即將開庭，就在如此緊要關頭，
公民黨不顧社會的整體感受，連連作出干預司法判決
之舉。繼早前公開向終審庭施壓後，日前又再發出聲
明，以維護基本權力為由，要求政府為可能涉及的 「
雙非嬰」尋找大律師代表。菲傭案尚未完結，何以突
然加入 「雙非嬰」爭拗？公民黨將兩者強行混為一談
，將單一案件加以政治化，到底有何居心？

答案其實並不太複雜，公民黨無非是要通過將案
件的複雜化，增加其黨員李志喜所代理的菲傭案官司
的勝算。而只要菲傭最終勝訴，則可達到兩大政治目
的：第一，公民黨可以洗清 「賣港」罪名，重回地區
經營；第二，削弱人大釋法權力與範圍，破壞 「一國
兩制」的順利運作。

政治化案件影響法庭判決
不得不佩服公民黨一眾狀師的 「智慧」，深諳玩

弄司法程序與條文解釋的妙處。過去七年來，香港社
會屢屢被司法爭拗所困，議會內鬥、社會分化，香港
市民往往有一種無力之感。一方面明白司法獨立不應

受到破壞，另一方面又憤怒於政客操弄官司謀私的
做法。市民儘管無奈，但過去的事實來說，香港社
會受到傷害，但公民黨卻在不斷 「壯大」，而他們
玩弄官司的手段，更是不斷 「進步」。早些年攻擊人
大常委會釋法權、質疑中央任命高官權力等事例尚且
不說，近年刻意挑起菲傭居港權之爭，並以此來挑戰
香港現行的入境條例，破壞政府行之已久的居港權定
義。

但或許是人算不如天算，在工於心計的同時，公
民黨錯估了民意，沒有料到遭到香港社會的強烈反彈
，批評之聲此起彼伏，公民黨為此負上沉重代價，兩
次地區選舉都因此遭到牽連。正因為如此，整個政黨
過去兩年來不斷在尋找機會，意圖改變這種 「賣港」
的政治罪名。

在整個菲傭居港權一案中，公民黨儘管不承認與
自己有關，但事實卻是，他們由頭到尾不斷在製造意
圖干預司法判決的政治舉動。去年原訟庭判菲傭敗訴
後，已立即支持上訴終審庭，並不斷製造輿論，將向
法庭施壓的罪名 「移花接木」到特區政府頭上。去年
底律政司向終審庭建議主動向全國人大尋求釋法時，
公民黨一眾黨徒在強烈反對之餘，更尋找一切機會，
要求加入 「雙非嬰」一方。及至前日，大律師公會又
發表極其類似的聲明，如此局面，很難令人不去猜度

公民黨黑手是否已經深入到左右公會的地步。

亟欲洗清 「賣港」 政黨印象
事實上，在大律師公會聲明發出的同時，公民黨

主席余若薇已急不及待高聲支持，而該黨負責法律事
務的郭榮鏗，更發出一份新聞稿，詳列諸多支持理據
，一唱一和。顯而易見，公民黨要將菲傭案複雜化的
意圖已非常明顯。但細看該黨的所謂 「理據」，只能
用強辭奪理來形容，經不起任何細緻的推敲。

公民黨在新聞稿中一方面指責律政司司長未克盡
其捍衛法治和公義的責任，稱因律政司作為提出該建
議的一方，而案件又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受影響的
雙非兒童亦未必知悉或有能力自行加入訴訟，故律政
司完全有責任去通知和協助他們參與該案件的聆訊，
讓終審法院法官有機會聽取他們的意見，從而作出最
公平公正及合乎法治的判斷。公民黨其他黨徒也在不
斷強化這種論調，甚至抬出 「釋法有追溯力」，指一
旦人大釋法，則在此以前的所有 「雙非嬰」都將可能
失去居港權，以此來編造錯誤理據。

不可否認，菲傭上訴案涉及複雜的居港權之爭，
其判決如何，或者人大常委會作出任何的釋法行為，
勢將影響眾多爭居港權人士。從這個意義而言， 「雙

非嬰」亦有可能涉及。但公民黨卻在掩蓋一個基本事
實，那就是，此次是菲傭與特區政府兩方面的官司，
訴訟只有兩方，並不存在任何第三方，這是基本的法
庭常識。如果終審庭認為，該案會對 「雙非嬰」造成
深遠影響，又豈會對此熟視無睹？終審庭至今沒有向
律政司發出任何要求，這一現象本身已經強烈說明了
，在此次案件中並不需要加入非訴訟的第三方。公民
黨明知如此，卻刻意要將責任推向特區政府，其用意
已是呼之欲出。

向政府施壓奧援李志喜
其次，公民黨成員儘管擁有 「狀師」頭銜，但對

一些香港根本性、憲制性法律缺乏應有的認識。根據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 「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
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
準。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這就是說，
人大常委會釋法後，之前的判決不會因此受到影響。
其實，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假使人大真的釋
法，又豈會做出褫奪數十萬 「雙非嬰」居港權的決定
？釋法所影響的，是在釋法之後的 「雙非嬰」，而不
是之前的所有人。

顯而易見，公民黨一眾 「狀師」們，並沒有將事
實的全部向香港市民說清楚，他們在做的，無非是一
次又一次的誤導、避重就輕、轉移視線，意圖將菲傭
居港權一案複雜化、政治化，以增加其黨友李志喜所
代表一方的勝算。而歸根結底，他們的所作所為，是
在增加自己的政治籌碼與實力，而不是所謂的司法獨
立理念與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行為醜陋虛偽之極。

港英管治是武力侵略的結果，且都是處處以英國利益為依歸，
港人的利益可隨時被犧牲。高舉港英旗是鼓吹殖民主義，令民族受
辱，即使在言論自由下的香港，亦不恰當。

近年來，部分香港人對香港的發展前景感到迷惘。這種迷惘背
後原因眾多，包括香港積累多個深層次問題，久久未能解決；內地
鄰近城市有追上甚至超越香港之勢；香港產業發展單一，未能多元
化等。部分港人覺得香港正喪失發展方向。這段時間，香港出現多
種路向建議，其中有高舉港英旗，渴求英國的管治的示威者，這些
人數量很少，但往往成為海內外媒體的焦點。

殖民地的出現就存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關係，兩者權力並不
對等。前者不用向後者負責，任何決策都不用公開透明；後者則知
道前者的地位是不合法，但是無可奈何。表面上，英國為香港建設
制度，但是很多香港人都明白港英政府從來都不是公平的裁判，例
如偏幫英資，權力核心的行政局不可缺少的是英資財團代表。港英
管治時期被美化，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們對殖民者的期望不高，只要
殖民者不會太大妨礙其生活，已屬不錯。

如果高舉港英旗的香港人真的認為英國人視香港人為其一分子
，那就大錯特錯了。以國籍問題為例，早於20世紀70年代，英國已
手改變國籍法，令殖民地的英國籍居民改為英國海外公民，並失
去在英國本土的居留權。香港人從來在英國國會中沒有發言權和投
票權，無從影響有關決定。後來英國答應給予5萬個英籍港人家庭
有居英權，總數約有20萬至30萬人，但是給予的目標都是精英，一
般基層市民並無此機會。這種吸納方法無疑是為了英國的利益服務
，並撕裂香港社會。

另一個典型例子是越南難民問題。英國跟隨美國的政策，讓香
港成為第一收容港。雖然部分華人議員反對，但無從改變港英政府
的決定。香港至少花了逾百億在越南難民身上，而聯合國難民專員
公署對香港的欠款難有還款之日。

事實上，年紀較大的香港人都體會過殖民時期的生活，曾幾何
時英國人高高在上。近日國際數學大師丘成桐便曾撰文回憶，在港
英管治下，香港人處處都仰賴殖民地官員的面色行事，例如香港
中文大學被要求從四年制改為三年制，港督嚴辭拒絕學校師生的反
對；丘氏小時家裡貧苦，陪母親到政府請求幫助時所遇到殖民地
官員的傲慢態度等。丘氏對於回歸後有香港人高舉港英旗，認為這
是忘記祖先曾受英國凌辱，忘記先烈為國家流的血。這正好點出為
什麼在言論自由下的香港，高舉港英旗也是不恰當的行為。

舉港英旗令民族受辱
□陳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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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三地兩 〕
中日在釣魚島的爭端不斷升溫，作為台灣島內

最大在野黨的黨魁，蘇貞昌選在2月3日至7日赴日
展開他任職民進黨主席後的首場 「政黨外交處女秀
」。此行他既無強力宣示釣魚島主權之舉，還顯示
「聯日抗中」之意，對民進黨而言，蘇此行非但沒

有為其加分，反而撥動起大陸當局的敏感神經而惹
禍上身。

蘇貞昌拜會執政的自民黨以及在野政黨，並聲
稱達成了三點共識，力促台日漁權談判趕快手進
行，共同防止第三勢力介入。這 「第三勢力」被外
界解讀為中國大陸；他倡議 「美日韓台」籌組 「民
主同盟」，又被認為是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圍堵
中國」的 「自由民主之弧」訴求相呼應。大陸國台
辦和官媒都集中火力狂轟蘇 「媚日抗中」，火氣之
大，近年罕有。蘇在遭遇痛批後才知惹禍，在行程
尾聲時開口說 「釣魚台是台灣的」，並透露有意在
春節後啟動運作 「中國事務委員會」，以期修補與
大陸的關係。

李扁老路 斷送前程
蘇貞昌此行選擇與民進黨關係密切的日本，企

圖利用日本來制約中國而得以逆境中加分。不過，
精於算計的日本人怎會輕易被他利用，日方並未公
開承認三點共識。他倡議 「美日韓台」籌組 「民主
同盟」，也遭相關國家冷待。

民進黨2012年大選落敗後，總結敗因出於沒走
好兩岸政策這 「最後一哩路」。蔡英文落選後開始
深耕基層，謝長廷率先登陸，蔡謝把轉型的最大訴

求都繫於改善兩岸關係，但蘇接任民進黨主席後，
除了恢復設置 「中國事務部」，並設立 「中國事務
委員會」之外，並未採取實際行動改善與大陸方面
的關係，用島內政客的話說，連他自己多年來標榜
改善兩岸關係的 「蘇修路線」也提都不提了。

在保釣的問題上，李登輝一貫主張釣魚島屬於
日本；陳水扁主政時期強烈反對海巡署船艦護航民
間保釣船，也反對與大陸聯手保釣，李扁都是以出
賣釣魚島主權來換取美日安保同盟納入台灣之人，
而蘇貞昌現在領導的民進黨正在重返李扁的錯誤道
路上。

台灣若介入日美 「圍堵中國」的計劃，必然失
去所有兩岸和平紅利。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攸
關領土完整、共抗外辱之時，民族矛盾大於階級矛
盾，此時的政黨之爭可以瞬間縮小到最容易彌合的
狀態。處於轉型期而又急於尋覓打開對岸之門的民
進黨，本應好好利用這一天賜良機，擺出維護主權
、捍衛領土的姿態，民共和解可說是水到渠成。這
樣做對慣於把 「愛台灣」掛在嘴邊的民進黨來說，
其實並不難，在島內政黨之爭的激流中該黨不時都
會站在意識形態的制高點來罵人家 「賣台灣」，今
天蘇貞昌反被新黨主席郁慕明喝罵 「賣台灣」，並
斥責其 「不求主權，何來漁權」。

民進黨內不乏年輕有見識之人，但奇怪的是該
黨的路向總是被 「台獨大老」騎劫在 「獨」車上，
還要容忍蘇貞昌式的 「天王」老而僵化的思維模
式的煎熬。蘇貞昌除了領導黨重返李扁老路，已技
窮到了無新路可走的地步。此次 「政黨外交處女秀
」又被其拙劣地表演而變成了 「媚日行」，加深了
與大陸方面的敵意，為黨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由此
可見，民進黨已經到了該結束 「天王」輪流坐莊把
持黨務的時候了。

民進黨內理性聲音正在抬頭，希望能借轉型而
重新開啟兩岸和解的大門，尤其是積極尋找與大陸
當局深一步的溝通機會的這一部分人，他們十分在
意過往被大陸方面視之為 「台獨暴力黨」的印象，
刻意為洗脫這一不光彩的標籤而在努力重塑形象。
可令人遺憾的是，蘇近來的所作所為，完全與這些
人的努力背道而馳，他發動的 「火大倒馬大遊行」
予人重返街頭暴力抗爭、放棄理性表達訴求的印象
；而在兩岸政策沒有任何作為的情形下，又急於赴
日，從根本上破壞了 「民共和解」的氣氛，更加擺
出了欲作美日圍堵中國馬前卒的態勢。

擺脫 「天王」 重啟新路
中日因釣島而劍拔弩張，隨時有可能爆發武裝

衝突，在這場危險的博弈中，台灣竟然還有人想藉
此一關乎民族大義的問題上，為達到一己私利與敵
結盟，以犧牲主權換取政治油水，這種極其危險的
玩火行為，說深一點，恐怕已與漢奸無異。在大陸
當局和人民看來，媚日等同是在作奴顏婢氣的漢奸
，一旦某一政黨被標上 「漢奸黨」的印記，兩岸關
係的大門自然就會對其自動關閉，再想與大陸方面
交往是絕對沒可能的，島內政黨都應正視這一問題
帶來的嚴重後果。

蘇貞昌明知 「台獨」本來就與日本淵源深遠，
甚至目前仍殘留千絲萬縷的和糾纏不清的聯繫，
還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做出這樣的錯誤選
擇，讓民進黨在兩岸紅藍綠三方的互動牌局中暫時
喪失了出牌權。在等待新牌局的出現前，民進黨可
以做的也只有先換掉蘇這種愚昧老套的出牌手，屆
時才能再次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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