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有話說

黑色暴力活動使香港成為海內外關注的熱點，大
學校園更被視為 「高危地帶」 ，以至於我到港求學兩
個月以來，安全問題成了身邊朋友噓寒問暖的第一句
話。目睹不少香港學生蒙面走上街頭，這讓我充滿疑
惑，並且讓我也有一點衝
動去向他們說明什麼。

執筆之時是

香港區選建制大

敗的第二天。這

幾個月我都和朋

友說，對方準備

了30年，而且戰略正確，這次選舉

我們一定輸的。這幾個月，我只是

在寫問題的成因和對方的戰略，希

望大家真正看清問題。輸，不要緊

，大家只要真正掌握這次反修例所

反映的對方戰略部署，我方系統問

題的癥結所在，並真正作出有效的

改革，那才輸得有價值。

戰略需要定清，對錯需要清晰

，才有指標結束混亂和推動改革。

因此，首先是重建道德高地。重建道

德高地有2種方法：一是由全國人大

整頓香港司法系統，由法庭定出對

錯；二是邀請外國傳媒參與，將運

動定義為左右翼之爭。以子之矛攻

子之盾，用蘋果的做法來反擊蘋果。

外國也懼怕今日的香港亂象，

是明天的歐洲。法國，西班牙，智

利和印尼都正在身受其害。當對方

陣營內有不滿和憂慮時，才能打破

現在10個圍1個的局面，才能爭取左

右翼50：50的局面。當這件事演變

成本土主義和全球主義之爭，演變

成極端主義和和平主義之爭時，那

才能凝聚民意，才能重建道德高地。

這半年來，相信大家都明白是

輸在輿論戰的。每天罵都罵了半年

，空談誤港的一大堆，真正做的沒

幾個。是時候要針對問題，付諸實

行。這幾個月最常聽到的：這個做

不到，那個很難做。自古至今，有

哪一場戰役不是難比登天的，為何

有人做到，有人做不到？這是人的

問題。香港過去也曾在一片腐敗的

管理文化中推動改革，最成功的例

子就是廉政公署的成立。當年也是

沒人知道廉政公署是什麼樣的，全

是摸着石頭過河，都是先打造輿論

，再挑選新人，扭轉敗局。這需要

大幅度改革，而非小修小補，這事

只有成功與失敗之分，沒有成功了

三成之說。

明年立法會選舉，如果繼續用

以往的方式來運作，最後會和區選

一樣失敗收場。香港經過亂港勢力

30年的洗腦，對家得票佔大多數是

正常的事。不在源頭病因上下功夫

，只是小打小鬧的做，再次慘敗是

可預見的事。

如何扭轉區選敗陣的局面
回首2019年，有歡笑、

有哭泣、有血腥、更有暴力，

有失業、有倒閉、更有破產，

不論人為亦好、外部勢力亦好

，2019年終將離我們而去，

迎接我們的是嶄新的2020。面對可能和不可能性，

我們都有個願望，國家好、香港好，香港好，國家

好。國家與香港，如同母子關係，一刻亦不能分離

，香港是祖國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管它牛鬼蛇神

猖狂，亦動搖不了祖國堅定守護香港的決心。香港

背靠祖國，乘祖國改革開放的春風，經得起各種挑

戰與大風大浪。港人必須振奮起來迎接新的挑戰。

2020重塑核心價值觀，以 「一國兩制」 和中

國憲法為依歸，開展必要的法律法規，來處理香港

根本的核心問題，同時迎戰2020年9月份的立法會

選舉，贏回立法權力。我們更要拓展科技創新板塊

上的項目，如區塊鏈的建設，香港除了地產、金融

、物流、零售和旅遊這些傳統產業外，發展創新科

技更是重中之重。無法否認，深圳和杭州在創新科

技方面的發展，已比香港領先很多，我們不能做到

引領，亦需要發展，互聯網經濟已改變了世界，令

到無數的獨角獸企業在崛起。智能化的應用亦越來

越普及，它的研發和產業升級，值得我們的參與和

投入。

香港不能再亂了
新的一年裏，筆者更希望大家都能多些關注青

年所需，亦不能一味指責，更需引導，告訴他們什

麼是對的，什麼是不應該的，往往很多青年人的心

聲，是被忽略的。除了在物資生活上的充裕，思想

亦是需要豐富，往往有些年輕人的思想是單方面的

，而不是多元的思考。香港的亂不可怕，最可怕的

是沒有真正意識到箇中的原因。所以撥亂反正的真

正的解決方案就是要找出事件中真正原因，從而對

症下藥。

2020是充滿希望和挑戰的一年，可以確定的

是，明年必然會較今年為佳，因為混亂過，大家就

懂得珍惜與愛護，我相信絕大部分的人都不想再亂

啦！香港亂不起了，今年這一亂損失上百億，社會

傷痛亦是久久不能回復，所以這一切都促使我們要

邁向更好的未來。

開展法律教育 贏回青年心

讓我告訴香港同學：國家正變得更好

反修例風波令香港面對

前所未有的衝擊，整個社會

陷入動盪逾半年，經濟重創

、旅遊業和零售業進入 「寒
冬期」 、人與人之間撕裂仇視、親情友情變得陌生

非常，黑暴彷似被邪教洗腦般失去理性，四處破壞

、縱火、不斷製造殺人武器與警方對抗，圍毆 「私
了」 無辜市民，更重創香港國際聲譽。

對於修例風波，相信每一位香港市民十分心痛

，每人也希望為香港出一分力，修復傷痕。有市民

發起不同的活動，如支持香港警察集會、守護國旗

大行動、青年音樂會、快閃唱國歌、

青年快閃清潔大行動、清路障等等，

不少市民發聲而變成KOL，為的只是

希望一人出一分力量，為香港做一點

小事。

自8月中開始，政府先後公布了4

輪紓困措施，為不少企業和市民帶來

一點支持。但筆者始終認為，政府必

須加大力度盡快 「止暴制亂」 ，以及

與各界攜手重建香港才是最重要。

過往政府每年都有一些動人的主

題計劃，例如家是香港、築福香港、

回歸20周年、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

年、慶祝國慶70周年等，都得到各界

參與。筆者在此向林鄭特首獻上一個短期計劃，建

議推動 「重建香港」 計劃 ，形成官商民合作，各

界及全民參與的活動，例如商界推動 「重建香港經

濟」 、旅遊界推動 「重建香港旅遊」 、社區團體推

動 「重建香港和諧及清潔」 、青年界推動 「重建香

港青年互信」 、婦女界推動 「重建香港家庭和諧」
、教育界推動「重建香港教育」等等。

筆者相信，只要齊心協力發揮香港精神，沒有

解決不了的困難，亦沒有重建不了的難事， 「世上

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特首加油、各位司局長加

油、香港市民更要加油。

重建香港 重建未來高松傑

香港菁英會社會民生研究會主任

中國青年志願者協會理事

中電和港

燈兩家電力公

司日前宣布，

明年元旦起分

別加價2.5%

和5.2%，理由都是要提升天然氣的

發電比例。香港經濟環境轉差，加

上修例風波帶來的衝擊和破壞，導

致零售百貨、餐飲酒店等服務性行

業的生意急轉直下。

在兩電加價的消息公布後，已

有議員表明反對以及不滿，認為兩

電在這段香港動盪的時期堅持加價

，是基於香港並未引入競爭，才令

香港市民被迫使用而別無他選。這

些論調是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常用

的，這些純民粹主義的演繹甚得選

民歡心。

環保是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推

廣的理念，近年廣為人熟悉的是 「
地球一小時」 在晚上八時三十分熄

燈的行為，推動香港市民在熄燈的

時間中，思考一下如何為地球的未

來多做一步。在廣告推動下有不少

住戶和企業都響應了這個運動，從

意識上參與了環保事業。

環保需要從源頭做起，減少耗

電和使用較環保的方法產電是較為

主動的方法。負責處理環境保護工

作的政策局，在2014年3月進行了

「未來發電燃料組合」 的諮詢文件

，政府的能源政策目標是要確保以

合理價格、安全、可靠及有效率地

滿足市民的能源需求，並把發電對

環境造成的影響減至最低。故今天

的兩電加價，是兩間私人公司順應

政府政策要求去優化燃料組合的，

但基於成本和社會經濟氣氛關係，

今天的加價實在讓市民感到百上加

斤。

社會政策就是要合理地分配好

資源，才能平衡到各方利益，以及

讓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得到基本保

障。環境保護重要？社會民生重

要？還是政治角力較為重要呢？筆

者期待，新一屆區議會議員能有所

作為。

兩電加價 市民百上加斤

教師違法，應予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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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鵬

香港菁英會執委

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梁秉堅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

香港五邑總會副理事長

在長達半年

的反修例風波中

，警方拘捕超過

六千人，約四成

是學生。被捕中學生來自三百多間

中學。根據教育局資料，香港有五

百零六間中學。換句話說，有六成

中學有學生參加激烈行為。教育局

表示有超過一百宗和近期社會事件

有關的教師專業操守個案展開調查

，初步完成六十宗個案，當中超過

三十宗初步成立，局方正考慮作出

懲處。根據《教育條例》，違法的

教師，如果情況嚴重，是可以被取

消教師註冊的（俗稱 「釘牌」 ）。

在過去的示威活動中，我們也

發現老師帶學生參加示威。這是絕

對不應發生的！第一，老師不應帶

學生進入危險的場地。第二，身為

老師，理應在教學時，保持政治、

宗教及各方面的中立立場，不應強

加個人的想法在學生身上。很遺憾

，這次暴亂有教師帶學生做暴徒搞

破壞。

我們可以由政府學校做起。根

據《公務員守則》，公務員一定需

要 「政治中立」 。公務員需要遵守

《基本法》和香港法例。換句話說

，如果政府學校老師在教學時，強

加個人政治想法在學生身上，便是

觸犯了《公務員守則》，需要請

辭。

希望教育局可以履行法例給予

的權力，嚴正審視每一個有關教師

操守的投訴個案，讓不遵守《基本

法》的老師得到應有的懲罰！

馬家强

香港菁英會

副秘書長

劉敬一

「就是敢言」
第四期培訓班成員

▲香港警隊站在維護法治第一線，半年來承受黑衣暴徒的瘋
狂襲擊

盧麟智

香港菁英會

政治研究會副主任

到達香港之前，就

閱讀了《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等一系

列大灣區的發展規劃藍

圖，在如此良好的政策

背景下，政府努力推動

教育合作發展，支持粵港澳高校合作辦學

，鼓勵聯合共建優勢學科、實驗室和研究

中心，香港青年可以更加方便地去內地發

展，這將提供大量的工作機會。這些向好

的政策，讓我充滿對未來的期待。

港生內地生隔閡大
但在校園內，情況和我想像的有很大

差別。我不禁想，為什麼在這一系列機遇

面前，本就背負着巨大競爭壓力的香港青

年，不是好好把握機會，而是走上街頭參

與反修例遊行呢？是對內地的發展信心不

足嗎？在校園內，香港和內地青年群體分

化較為明顯，內地生和內地生玩，香港生

和香港生玩，彼此互不干涉也互不融合。

作為在港讀書的內地生，我們像是一張名

片，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做些什麼，讓香港

青年看到近年來內地的發展？從而打破隔

閡爭取合作共贏。

不可否認，香港有其一直以來積累的

教育及社會優勢，比如社會資料較為透明

且連貫，這種資料可信度很高。對比之下

，內地的資訊公開系統還不夠完善，資料

多為2010年以後的，以前的資料較難查詢

，月份也不足夠連貫，連貫性不高也讓我

們對資料的真實性不足夠信任。

國家快速進步 港青欠了解
但我們見到，國家已經意識到這些問

題，而且正在快速改善，比如申請政府資

訊公開更加方便快捷，以及我們的裁判文

書網、法院的庭審直播平台使我們可以直

接獲取第一手資訊料。這些發展進步都是

香港學生不了解的，作為內地生，我們是

不是也可以將我們的進步逐漸滲透在我們

日常的學習生活中，向香港學生介紹國家

的進步？我們從生活中的小事，展示國家

的進步，體現我們對國家的自豪感，這會

不會對現狀有一些影響？

以上是我在參與 「就是敢言」 培訓課

程和在校學習兩個月以後的一些思考。我

覺得，我們要表達 「愛國愛港」 ，不僅僅

是貼滿國旗走上街頭聲援政府，更重要的

，或者是通過自己的內地生活經驗、善待

別人、個人優秀的舉止行為來影響身邊的

人，來告訴身邊的香港朋友，國家，正在

改變，而且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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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研實力強勁，後發先至，帶領世界
走入5G時代

◀國家設立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推
行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 「澳人治
澳」 和高度自治，多年來成績有目共睹，大
灣區更提供港澳青年發展機遇

◀不少學生受到
「黃媒」 「黃師
」 煽惑，走到暴
力最前線淪為暴
亂的犧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