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員籲立會宣誓加入擁護憲法
若不尊重憲法，談何尊重國家、愛護香港？

大公報記者 莊恭誠 馮瀚林

全國人大早前通過憲法修正
案，引起香港社會對了解、尊重
憲法的關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譚耀宗日前表示，部分香港政
界人士打出的 「結束一黨專政」
口號違反憲法、或不符參選立法
會的資格。多位建制派立法會議
員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所在，也是 「
一國兩制」 、基本法和香港特區
的來源， 「若不尊重憲法，談何
尊重國家、愛護香港？」 有立法
會議員建議在議員宣誓的誓詞中
加入 「擁護憲法」 的內容。

譚耀宗指 「結束一黨專政」口號涉違憲
之後，反對派立即亂了陣腳。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前日見記者期間，梁耀忠提出在鏡頭前
齊叫 「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惟范國威、
楊岳橋和譚文豪沉默以對，區諾軒說 「無問
題」，毛孟靜在詢問胡志偉 「是否介意」後
，二人才表示贊同。不過莫乃光與范國威、
楊岳橋再商討後卻說 「不需要」。反對派最
終未叫出該口號，但原本偷偷摸摸的低聲對
話，卻清楚被記者的攝像器材收錄，其心虛
的一面已表露無遺。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經民
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每位國民都要明白和
尊重國家憲法，任何違反憲法的行為都不能
接受、應予以譴責和制止，包括搞分裂、獨
立等。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
祥認為，憲法是基本法的來源，沒有憲法就
沒有「一國兩制」、基本法和香港特區，作為
「一國兩制」下、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
特區的立法會議員，認識、尊重自己崗位的
權力來源，是最基本及理所當然的事，亦能
使議員更妥善地執行基本法賦予的職責。他
建議在議員誓詞中加入「擁護憲法」的內容。

有助更全面理解國家發展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

出，香港是國家一部分，既然要成為立法會
議員，自然要尊重國家，而憲法正是國家的
根本所在，全世界都一樣， 「這是基本的政
治倫理和政治道德，若不尊重憲法，談何尊
重國家、愛護香港？」

自由黨黨魁、立法會議員鍾國斌表示，
憲法決定了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勾畫了國
家的未來藍圖，立法會議員和市民多些認識
憲法，有助更全面理解國家發展，並避免香
港與內地、中央在互動過程中產生不必要的
誤會，例如從權力來源的角度，應通過了解
憲法，釐清憲法和基本法、中央全面管治權
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等關係。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強調，憲法是
國家的體現，尊重憲法意味對國家的認同，
作為國家的一分子，每個人都有義務和責任
去了解、尊重和遵守憲法，若僅因基本法在
字面上只要求議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就認為
議員毋須擁護憲法，這是幼稚、 「離地」及
自欺欺人的想法，忽視了 「一國兩制」從何
而來的基本原則問題。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日前表示
，全國人大修憲後，若有人再提 「結
束一黨專政」或涉違憲及不符合參選
立法會資格。經濟通聯合《晴報》近
日發起相關網絡投票，逾六成網民支
持譚耀宗的觀點。

是次投票於3月21日發起，截至昨日
九時，已有超過2100人次參與投票，其
中61%表示 「認同」，表示 「無意見」

的有2%，至於 「不認同」的僅有37%。
有網民表示， 「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想成
為發達國家，首先政治制度要穩定和有
連續性，否則就會將大量時間花在黨爭
上。」

亦有網民批評反對派不斷靠 「結束
一黨專政」等口號吸引注意，其目的只
是為了獲取選票，若真心為民，便應實
實在在關注本港經濟民生發展，多做實
事。

指個別政治口號涉違憲
六成網民撐譚耀宗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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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袍倒地仍受襲 警：別無他選向天開槍

【大公報訊】梁天琦等人參與暴動案，
當日兩度向天開槍的交通警員黃慶威（圓圖）
出庭。他指當晚有暴徒圍毆追打亞皆老街上
的警員，有警員失去知覺倒地，毫無反抗能
力仍被木卡板等硬物扑打，情況危急，為保
護同事在 「別無他選」下，響起執勤十年以
來的第一槍。

黃慶威昨午出庭憶述經歷時，仍然情緒
激動。他稱在2016年2月9日凌晨二時左右，
原在長沙街當值，及後收到亞皆老街有同事
需要緊急增援，即跑往亞皆老街現場。他到
場時，有逾200名暴徒不斷向在場警員投擲磚
塊、木板等雜物，同時步步進逼收窄包圍網。

黃慶威表示，見到一名交通警員在他20
米外倒地不動，但暴徒仍繼續向該警員擲硬
物。他曾喝令暴徒停止襲警，不過無人理會
。 「當時暴徒已失去理智！對一個無反抗力
、無反應的人拳打腳踢。」

開首槍後暴徒仍無停手
黃慶威續稱，當時非常着緊該警員的人

身安全，就拔槍指嚇暴徒，並喝令 「退後否
則開槍！」可是暴徒仍無停手跡象，更反向
黃慶威投擲雜物。 「我別無他選下，向天開
了一槍。」黃慶威稱。

槍響過後，暴徒只是停手幾秒，又繼續
進逼及追打在場各個交通警員。當時暴徒的
包圍網收窄至10米左右，黃慶威就決定向天
開第二槍，暴徒終於停止進襲，後退四散。
他見情況已受控就收回佩槍，此時他才發現

右手背曾被硬物擊
中，右大腿有三厘米
傷口。

另外，當夜被暴徒毆至
昏迷倒地的西九龍交通部高級警員崔國祥出
庭憶述經歷。他在凌晨1時55分左右收到增援
要求，即前往亞皆老街。到場即見垃圾桶、
磚石、木板等物不斷飛擊警員。其間，警長
文錦璣遭六至七名暴徒圍毆，他救走文錦璣
後退時，不慎被地上雜物絆倒。之後，暴徒
不斷向崔國祥飛擲垃圾桶、木板等物。

崔國祥曾嘗試起身躲避，但腰間被膠欄
杆擊中，令他再次倒地，隨後一塊大型木卡
板往他後腦飛來，他被擊中後即時昏倒。暴
徒繼續向他飛擲硬物，直至黃慶威兩次開槍
才停止。幾分鐘後，崔國祥回復知覺緩緩起
身，他身邊全是木板、玻璃瓶等硬物逾40件。

李飛晤民主思路訪京團
湯家驊：中央強調維護憲法

【大公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
全國人大常委會憲法和法律委員會主任
委員李飛昨日在京會見民主思路訪京團
。訪京團團長湯家驊在會晤後對傳媒表
示，可以感受到中央政府更加強調遵守
和維護憲法，在 「一國兩制」基本原則
下，遵守憲法不等於 「一國兩制」會被
削弱，兩者不應該存在矛盾甚至對立。

湯家驊在會見後對媒體透露，雙方
在會晤中曾談及此前個別立法會議員參
選人提到要結束「一黨專政」口號的問題
，也提及一些香港人所關注話題，包括
憲法修改後，是否意味着「一國兩制」之
下，所有港人都需要擁護中國共產黨、
只有擁護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人才可當選

香港立法會議員、修改憲法是否影響香
港基本法等。 「但是基於我們曾達成一
些約定，我不能轉述李飛的表態。」

前一日剛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的沈春耀因事務繁忙
並未參加昨日會見。湯家驊認為沈是一
個專業的法律人士，與李飛相似，會和
李飛一樣從法律的角度來考慮關乎香港
憲制上的問題。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張榮順參與會見。民主思路訪京
團在京行程五日，還將拜會國務院港澳
辦有關領導，湯家驊透露，會在與港澳
辦副主任馮巍會面時談及23條立法的建
議和意見。

旺 暴 案
大公報記者 梁康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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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不符參選資格
點 擊 香 江

屠海鳴

全國 「兩會」勝利閉幕，如何進一步領
會 「兩會」精神、如何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
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貫徹憲法、如何準確落
實中央對港方針政策，是香港社會各界的當
前要務。特別是從修憲的過程與結果中認識
到，尊崇憲法、學習憲法、維護憲法是最基
本的要求，也是全港各界不可推卸的責任。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日前指出， 「若有人提
出 『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違反憲法基本
法，可能會失去參選資格」，這一意見實際
上是準確地道出了尊重憲法的具體表現方式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任何建制中成員都
有基本的規矩與要求，可以不參加、不進入
建制，但一旦參與其中就必須遵守建制所有
規章和履行責任，這是從政者的基本常識，
也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儘管香港實施 「
一國兩制」，但在原則面前絕不存在兩種標
準，任何人如果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
就是否定憲法、否定國家根本體制，也就不
符合最基本的參選資格。這無關言論自由，
而是參選、參政、參與建制的起碼規矩。反
對派無限上綱上線攻擊譚耀宗，本質上是意
圖混淆視聽、拒絕擁護憲法，廣大市民對此
要有清醒的認識。

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不久
前以極高票數通過了對憲法修正案的表決，

這在國家發展的偉大進程中，具有里程碑式
的重大意義。憲法修正後，在第一條新增了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

質的特徵」的重要內容。對於香港社會各界
而言，如何準確認識其中要義，並在實際生
活中體現對憲法的尊崇與維護，無疑是當務
之急。而譚耀宗對參選資格的意見，可以說
是一個很好的突破口，讓全社會都準確認識
到「一國兩制」下的市民應有的責任與義務。

尊重憲法是最基本的要求
每一個國家都會有一部最高的法律作為

依據，這部法律就是憲法。一九九七年的回
歸，則是完成了香港憲制秩序的巨大轉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憲
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意
志的體現，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淵源。
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規定了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是 「
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制度化，為 「一
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提供了法
律保障。儘管香港實施 「一國兩制」，但兩
種制度僅是表現在社會制度，在關乎國家主
權、安全與發展利益方面，完全沒有兩種標
準。

因此，任何人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就是牴觸到了國家憲法中的原則性規定。譚
耀宗所指出的： 「若有人提出 『結束一黨專
政』的口號，違反憲法基本法，可能會失去
參選資格。」是準確地指出了這一政治責任

。但當中有一點需要進一步釐清的是，我國
現行的政治制度是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
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並不存在反對派口
中所叫喊的 「一黨專政」制度。但不論是叫
喊 「結束一黨專政」還是 「打倒共產黨」，
其本質都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否定。持這
種立場的人，不論是以何種政治形象示人，
都不可能成為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就是進
入了立法會，也因為其言行的違憲違法，可
以追究其相關責任。

否定憲法是自己DQ自己
再進一步釐清的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

領導，就是否定憲法，兩者沒有任何含糊之
處。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
基礎。憲法規定了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
度，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尊崇憲法、
學習憲法、維護憲法，首先就是要尊重憲法
規定的我國根本社會制度。儘管香港不實行
社會主義制度，但毫無疑問也是一個基本的
憲法常識是，那就是必須尊重國家主體依照
憲法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尊重憲法規
定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圖謀顛覆憲法
確立的國家現行政治體制，推翻中國共產黨
對國家的領導行為，都是違反國家憲法和香
港基本法的。這樣的人能否參選立法會，能
否在立法會上佔有一席之地，答案實際上已
經是不言自明的。

香港一直以高度法治精神著稱，但香港
的一些反對派政客乃至法律界人士，卻對國
家憲法視若無睹，不僅不尊重更是極力意圖

否定。正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批評的：
「他們只是用自己方法去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在憲法和基本法下的新秩序」 「即是（他們
認為）在香港法律制度下的事情就至高無上
，在內地，一個13億人口這麼大的國家的法
律制度就認為是不對。」反對派中的許多人
，一方面要參與建制的議會選舉，另一方面
又不願意承擔責任與義務，這兩者存在本質
的矛盾。儘管最終決定一個人是否有資格成
為候選人的決定權在選舉主任，但是，否定
憲法、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持這種立場
實際上是自己DQ自己，沒有任何妥協、視
若無睹或 「網開一面」的可能。

無關言論自由堅拒混淆視聽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

總章程，是全國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道理
其實並不難理解，正如許多學校、團體組織
，都有自己的規矩。比如一些私人會所，有
自己的 「章程」，不僅對想入會的人士和會
員有極其嚴格的條件要求，甚至對作為會員
的客人進入會所消費的人士也有嚴格的着裝
要求。如果不遵守這些規矩，對不起，就請
不要踏進其門；再比如，一個政黨，有自己
的黨綱，你可以不認同，但一旦要加入這個
政黨，就必須遵守其規矩，也要承擔責任。
這些道理其實連小學生都懂，何以堂堂法律
界人士或者立法會議員不懂？一個社會組織
尚且有這麼嚴格的規矩，又何況是一個國家
、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政權機關？

反對派如果準備參選立法會議員，或者

已經進入立法會，就要不折不扣遵從這個建
制機關的最基本的規矩。這個規矩就是憲法
和基本法。憲法和基本法對從政者和普通市
民的要求有所不同，對從政者的要求從各方
面都會更高、更嚴格，而不是更低。如果一
個市民都有法律義務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一個從政者或要想從政的人，天
天喊着要推翻自己身處其中的政權，這不是
異想天開嗎？告訴這些反對派人士，不能想
要從政，又要推翻這個政權。這既是憲法和
基本法的要求，也是常識常理。這無關言論
自由，而是放之於四海皆準的道理。反對派
連日來極力攻擊譚耀宗，目的無非是要混淆
視聽，以為日後的牴觸憲法的言行作開脫。

習近平主席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閉幕式的講話中，明確指出： 「我們要全面
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依照憲
法和基本法辦事，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
政長官依法施政、積極作為，支持香港、澳
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增強香港、澳門同胞
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維護香港、澳門長
期繁榮穩定。」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就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要求和標準，更是依
法治國的實際體現。 「一國兩制」要行穩致
遠，尊崇憲法、學習憲法、維護憲法，是最
重要的一環，任何人試圖挑戰、破壞、推翻
這一原則底線，必將遭到徹底的失敗！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
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