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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記被毆 市民關注

井水集

多名本港電子傳媒記者，在北京
採訪被一群身份不明的男子阻撓和毆
打，本港市民從電視新聞中看到記者
倒地和被人拳打腳踢的鏡頭，無不嘩
然。

這是一宗令人感到遺憾的事件。
本來，今次北京兩會舉行，大批 「港
記」 前往採訪，連日所作的報道都相
當正面，令市民可以得知兩會的重要
消息，也多少感受到國家在 「十八大
」 之後各方面都有了一些新變化和新
風氣，局面是喜人的。

然而，昨日這一幕卻把這一好氣
氛破壞了：不論什麼原因、不管事件
中涉及什麼人，記者到場採訪，不過
是 「動口不動手」 ，既無武器、更無
「縛雞之力」 ，不准採訪，大不了把

人趕出 「小區」 範圍、不准越雷池半
步，也就是了，何以要衝出來把人掀
翻在地，還要再 「踏上一隻腳」 呢？
這不是太難看、也太不文明了嗎？

而且，這和中央所一再要求的化
解社會矛盾、減少官民衝突不是大唱
「對台戲」 了嗎？

當然，事件的具體原因和經過尚

有待進一步了解，但以暴力對待媒體
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事件的發生，對 「一國兩制」 下
兩地關係的發展也有負面效果。當然
，動手的人未必是蓄意拿香港記者「開
刀」，甚至根本不會去想到什麼 「一國
兩制」 關係的問題，但他們不知道，
事件出來的效果就是惡劣和難以彌補
的。

香港記者在內地採訪，要尊重內
地的新聞法規，也要配合和遵守有關
當局的一些安排，這也是自重自愛和
新聞專業操守的精神所在。近年，這
方面的情況已有所改善，據悉出事的
「港記」 有的是媒體駐京記者、有的

是 「兩會」 記者，都已辦理過相關手
續，並非 「無證採訪」 。

當然，事件起因是有人前去小區
「探望」 住在那裡的 「民運分子」 劉

曉波的妻子劉霞，然而 「探人」 卻帶
了標語橫額和大喇叭，也是夠 「和平
理性」 的了。但有人企圖鬧事是一回
事，記者正常採訪活動的人身安全卻
必須受到保障。

感情上的一國兩制不容傷害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天在京出席港

區人大代表團的會議，就如何 「順應共
同發展大勢，推進兩地交流合作」 提出
了三點意見，其發言末段提到兩地交流
合作中偶爾會出現一些矛盾和摩擦，希
望各方能以理性包容和互相尊重的態度
去處理，有時更要 「換位思考」 、 「避
免傷感情」 。

就在昨天下午，特區立法會內，議
員正就政府限制攜帶奶粉出境的法例修
訂進行辯論，大多數議員支持 「限帶」
。但連日在內地一些媒體和網上，不滿
香港 「限帶」 的聲音相當強烈。看來，
張曉明所說的 「換位思考」 和 「勿傷感
情」 ，在兩地交往中的確出了點問題。

這裡面，更多感到感情被傷害的是
內地民眾。限帶奶粉， 「限」 的對象本
來是 「水貨客」 ，但事實證明， 「水貨
客」 只是被迫暫時斂跡，他們的 「感情
」 仍然高興得很，但連日被帶上法庭的
幾位 「超帶」 內地居民卻顯然地受 「傷
」 了，他們確實不是 「水貨客」 ，其中
一位剛從外地返國經港，家中剛誕下小
嬰孩，不知 「限帶」 令生效，隨手就帶
了三罐，結果被帶上法庭，罰款一千。

千元事小，但感情上他覺得很無辜、不
公平。還有一位同日上庭的內地女士遭
遇相似，也覺得感情上很受傷害。他們
在內地都有親朋戚友，一傳十、十傳百
，在香港多帶一罐奶粉出境要上法庭，
最高罰款五十萬、入獄兩年，真是聽聽
都已經夠 「傷感情」 的了。

必須指出：限帶奶粉出境，並無必
要、且傷感情，不是一個好的決策。

毫無疑問， 「水貨客」 「狂掃」 奶
粉，確實令到本地媽咪感到不安與不便
；但對付的辦法可以有很多，本港嬰兒
在三歲前每年都要打 「預防針」 ，都有
指定的母嬰健康院覆診卡；政府可以指
定全港母嬰健康院在這段時期加入奶粉
供銷行列，專為 「港媽」 服務，憑嬰兒
「出世紙」 、 「覆診卡」 購買，確保每

周不少於一罐，如此從源頭確保港嬰得
到優先供應，不是比 「一刀切」 最後在
海關 「限帶」 更合理和有效嗎？

當然，要徹底杜絕水貨客活動，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 「限帶」 可以收到 「
破釜沉舟」 之功，但是措施沒有充分考
慮到內地居民和媽媽的感受，買三幾罐
奶粉要被懷疑、被檢查以至被定 「罪」

，絕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而相比起 「水
貨客」 ，他們才是大多數。

事實是，正如張曉明所說，兩地共
同發展、交流合作，已經是大勢所趨、
事在必行，而且利港利國；在這一大前
提下，特區任何政令、措施和決策，都
只應朝推動合作、促進交流的方向進
行，而不應反其道而行之，更不應以 「
苛例」 劃地為牢。無疑，大批內地居民
來港置業買樓、「自由行」、 「狂掃」 名
牌，的確把香港的樓價、舖租、東西都
「買」 貴了，以至市民最喜歡的一些傳

統雲吞麵店粥店都無立錐之地，但這種
趨勢並非全是壞事，政府可以合理增加
稅費收入用於社會，小商小舖也自有應
變辦法求生存，香港不就是從當年彈丸
之地發展成今天的國際都會級城市的嗎
？港人幾時怕過外邊來的人太多？幾時
怕過有太多的賺錢機會賺不來？

限帶兩罐奶粉出境，措施打不痛水
貨客，已經打痛了部分內地同胞。措施
應在適當的時間撤銷。 「一國兩制」 ，
並不僅僅是主權、憲制、法律層面上的
事，還有感情，感情上的 「一國兩制」
同樣不容傷害。

社 評

余國春林樹哲譴責破壞港和諧穩定
佔領中環佔領中環偏激偏激撕裂社會撕裂社會
在兩會期間，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張德江和俞正聲先後肯
定 「一國兩制」 成功，希望包容

並妥善解決兩地交流與合作中出現的
摩擦。全國政協會議主席團成員余國
春和林樹哲表示，兩地有差異不足為
奇，需理性溝通以解決問題，但所有
一切都必須以一國作為基礎。同時，
不應把事情政治化。兩人指出，反對
派 「佔領中環」 是偏激的行為，只會
造成社會的對立。香港的和諧、多元
和穩定得來不易，大家都應該好好珍
惜。【本報記者陳錦輝北京八日電】

全國政協主席團會議主持人俞正聲日前接見港區
全國政協，余國春引述領導人的說法，指雖然內地近
30年來發展迅速，但與香港的經濟及社會發展水平仍
然有差異，因此中央不斷強調會一如既往地落實 「一
國兩制」，讓兩地可繼續發展。多元社會有不同意見
不足為奇，最重要的是必須在一國的框架下處理。

對於未來普選行政長官問題，余國春相信，市民
會有智慧選出一個有能力有智慧的行政長官，讓兩地
有效溝通，並利用香港背靠祖國的優勢發展經濟。他
指出，兩地商討問題時需理性包容及符合《基本法》
，否則在社會不穩的情況下，香港的政治經濟民生亦
難以進步，他們希望社會能朝正確方向逐步邁進。

林樹哲形容俞正聲為人務實，其談話中以上海為
例，也有當地人與外來人的衝突和矛盾，認為是社會
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不需太政治化去看待。林樹
哲續說，俞正聲還勉勵政協要多多學習和自我提升，
才能更好服務國家。

他指出，俞正聲認為香港回歸以來的情況大致良
好，而 「一國兩制」得到多方支持，落實時出現的問
題，兩地可一同解決，但前提是必須尊重以一國作為
基礎，而一國亦是底線。林樹哲引述俞正聲的話指出
，香港需尊重一國，而內地則要尊重兩制，希望大家
保持理性，兩地要像家庭般和諧，不能把事件政治化
，否則會走向極端。

林樹哲認為，俞正聲的說話是中央的一貫立場，
大方向是支持 「一國兩制」，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而選出行政長官是社會大事，要所有香港人一同參
與。他說，自己看到新加坡的發展而感嘆，認為香港
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都需要均衡發展，不能側
重任何一方。

反對派近期不斷醞釀 「佔領中環」的行動，希望
以癱瘓中環金融區域為籌碼，要挾政府交出一份他們
接受的政改方案。余國春認為，上述做法不合法，也
要不得。他認為，香港有很好的架構收集民意，市民
有很多渠道自由發表意見。他質疑煽動佔領中環的人
要考慮他們的這種做法是否合情、合理、合法。作為
世界大都會，香港的和諧、多元和穩定得來不易，大
家都應該好好珍惜。

發展民主需循序漸進
林樹哲則認為，佔領中環是一種偏激的行為，對

社會並沒有好處，不但會影響市民日常生活，亦會造
成市民對立。他指出，發展民主的道路應朝循序漸進
的方向進發，而非動輒激起矛盾和影響社會運作。

他又說，社會不同人士有不同立場和主張十分正
常，各走極端只會造成對立，香港有部分人打出港英
殖民地旗幟相信只是情緒化的表現。林樹哲希望社會
可做到 「和而不同，港人要多為下一代想，發展好
經濟、民生，讓青少年有更多發展空間」。

洪祖杭促壯愛國愛港力量

【本報記者陳錦輝北京八日電】全國政協委員盧文
端表示，香港有少數人揮動港英殖民地旗令內地十分敏
感，中央擔心香港會成為顛覆國家的橋頭堡，後果不堪
設想，值得港人三思。他又指出，中央表明下屆行政長
官需要愛國愛港，不可對抗中央，他認為下屆行政長官
選舉門檻可能較高，希望社會能形成共識。

盧文端表示，一國是兩制的基礎，兩者不能分開，
少數港人揮動港英殖民地旗幟，內地人看到後十分敏感
，而全國政協主席團會議主持人俞正聲亦提到，擔心香
港會成為顛覆國家的橋頭堡。盧文端指出，擔心有外部
勢力干預，香港應維護國家安全和核心利益。

對於下屆行政長官選舉的門檻，盧文端指出，中央
表明行政長官需要愛國愛港，而且不可與中央抗衡，因
此下屆選舉門檻可能 「高少少」，但最終如何則要考行
政長官梁振英的智慧。他又說，個人認為反對派人選未
能入閘會令人較放心，但未來仍有數年時間，他希望社
會能形成共識。

至於近期被熱議的奶粉問題，盧文端認為是兩地交
往過程中出現的經濟利益問題，但部分人卻把它政治化
，部分言論傷及內地人，這不利兩地交流。他認為，兩
地民眾在交往過程中難免會有摩擦，香港不能閉關鎖港
，要多看兩地融合的有利之處，正如新加坡亦十分羨慕
香港有祖國的支持。

【本報記者石璐杉北京八日電】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六日參加港澳政協
委員聯組討論時強調，確保愛國愛港、愛
國愛澳的力量在香港、澳門的長期執政，
是港澳人民改善生活，經濟平穩發展的關
鍵，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一件大事。政協
十二屆一次會議主席團成員洪祖杭今日在
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要確保愛國愛港力
量在香港長期執政，關鍵在於與時俱進，
加強與社區的聯繫和培養年輕人的力度，
壯大愛國愛港力量。

作為福建社團的領軍人物之一，洪祖
杭指出，現時香港的社團和同鄉會的運作
模式都比較守舊，而且老化問題非常嚴重
。要做好愛國愛港薪火相傳的工作，就必

須與時並進，可透過定期舉辦講座、落區
探訪和贈醫施藥等活動，加強與社區的聯
繫，凝聚鄉親，團結街坊。而社團內部亦
需要舉行內部研討和改革，提升管理，創
新發展。

現在極少青少年願意參與社團鄉會的
工作。洪祖杭指出，各個社團應該多了解
年輕人的需要和喜好，建設平台舉辦適合
青少年的活動和項目，還應該定期組織青
少年到內地考察和回鄉尋根，啟發和培養
他們愛國愛港的情懷。

洪祖杭強調： 「愛國愛港薪火相傳的
工作是否成功，與培養青少年的工作是否
成功有密切相關。」

俞正聲希望愛國愛港力量增強團結，

對於如何增強團結？洪祖杭表示，港區有
200多名全國政協委員，在不同的界別都有
各自的影響力，大家應該加強溝通和聯繫
，充分發揮政協的正能量，成為穩定社會
的重要力量。他亦建議，本港的各大社團
組織能夠設立溝通、聯繫機制，在各項活
動中更好地協調和合作。

「一國」與「兩制」不可偏廢
對於俞正聲六日在講話中強調要堅持

「一國兩制」，洪祖杭表明，目前香港很
多人鼓吹和側重 「兩制」，而忽略了 「一
國」，他認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
一國」是前提，但 「一國」必須與 「兩制
」結合起來，取得一個平衡，不能有所偏
廢。他亦認同2017年普選的特首必須是愛
國愛港人士， 「特首本身不愛國愛港，如
何領導香港？」因此，洪祖杭指出，特首
普選必須有一個篩選機制確保當選者是愛
國愛港、而且不會與中央對抗的人。

【本報記者馮慧婷北京八日電】對於反對派
揚言以 「佔領中環」的方式，逼政府為2017年普
選行政長官設一個極低的門檻，全國政協委員楊
釗（圓圖）直斥，這種企圖綁架香港市民的根本
利益，作為籌碼來爭取政治利益的行徑十分卑鄙
，香港決不能成為顛覆內地的基地。

楊釗指出，作為政協委員，擁護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按基本法辦事，是最基本的條件
，亦是每一個市民的職責，同時，大家亦要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協助政府建立威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日前表示，2017
年普選，如果出現和中央政府對抗的力量，離心
離德的力量在香港執政，對香港不好，對國家也
不好。楊釗表示，面對2016、2017年的選舉，愛

國愛港力量必須團結，
若有人企圖綁架全體香
港人的利益，策動所謂
「佔領中環」的行動，

與中央 「講數」，這種卑
鄙的行徑，令市民、社會付上
沉重的代價，經濟貿易、旅遊業、在內地發展的
企業和專業人士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是絕對不
能接受的。

楊釗又說，香港是個多元的社會，會出現不
同意見，亦明白部分人士對政府有抱怨，但不能
為表達意見、引起傳媒注意、為炒作就拿出殖民
地時期的旗幟來刺激社會，期望社會各界理性溝
通，以包容的態度解決問題。

楊釗：港不能成顛覆基地

【本報記者陳錦輝北京八日電】政府修例限制攜帶
奶粉出境，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於北京
出席兩會時表示，支持有關措施，但建議政府在半年至
一年後檢討政策，包括取消有關的刑罰。

林健鋒表明支持通過有關法案，認為現時香港奶粉
缺貨問題嚴重，政府以急事急辦方式處理，他相信修例
符合《基本法》和世貿規定。

對於社會就新措施有不同意見，而內地人的反彈亦
甚大，林健鋒指出，政府需要聆聽不同聲音，他建議政
府推行政策後要嚴密監察情況，並可於政策實後半年至
一年後作出檢討，包括是否保留奶粉於法例之內，以及
取消有關的刑罰。

普選特首需設門檻
盧文端：冀成共識

林健鋒撐限帶奶粉
建議半年後作檢討

▲余國春（左）和林樹哲齊譴責反對派 「佔領中環」 偏激，將造成社會對立 本報記者陳錦輝攝

▲洪祖杭促加強培養青
少年愛國愛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