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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負韶華與期望 港青應奮發有為

香港華菁會成員 趙陽
「以史為鑒，開創未來」 ，中共
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總結出了九個 「必
須」 。其實這對香港同樣適用。從過去
一百年的歷史經歷，可以照見未來之
路。香港社會必須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
與香港的關係。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在香
港的發展史上就從未缺席：1922年，
中共二大制定的最低革命綱領，提出了
「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這
裏的 「統一中國」 包含了對香港恢復行
使主權；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採
取一系列援港惠港措施，克服多重困
難，對香港同胞提供了極大的關心支
持。回歸後，支持力度更是有增無減。

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新時
代新征程上，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
黨中央把香港的發展放在了極重要的位
置。將香港納入國家發展規劃、推動大
灣區建設、為香港青年回內地就學就業
創業創造條件、大力支持香港抗
疫……百年來初心不改，百年來使命
在肩，中國共產黨收回香港管治權、發
展香港、全心全意維護香港市民根本福
祉，功不可沒。
習總書記在講話中還專門有一段
話提及香港。他指出了 「一個方針」 、
「兩個落實」 、 「兩個維護」 ，這既是
對治港方針政策的重申，也是對推動
「一國兩制」 實踐所提出的明確要求，

香港青年要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
▼
任，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不負
時代，不負韶華，不負黨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青 年 有 話 說

中國共產黨迎來建黨百年華誕，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大會
上發表了振奮人心的講話。香港同胞和全國各族人民一起，共
同見證這一屬於中華民族的歷史時刻和偉大榮光。 「以史為
鑒，開創未來」 ，習總書記的講話對香港有重大啟示意義。尤
其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他對青年所說的： 「增強做中國人的志
氣、骨氣、底氣，不負時代，不負韶華，不負黨和人民的殷切
期望！」

必須得到全面徹底的貫徹落實。香港市
民深刻認識到，是中央的堅定支持，幫
助特區政府走出黑暴之亂；是中央果斷
出手，為香港制定國安法、完善選舉制
度，堵塞香港國安漏洞，為 「愛國者治
港」 提供制度保障，為香港長治久安奠
定堅實基礎。只有不折不扣落實中央對
香港特區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才能夠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
特區社會大局穩定。

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
而從過去這段經歷，香港社會更
認識到，必須下大力氣解決好香港的各
項問題。住房、教育、醫療等都是長期
困擾香港的深層次問題，要落實習近平
總書記對香港發展的殷切期望，特區政
府和社會各界就要齊心協力，下大力氣
解決好。
政府層面，要制定符合香港發展
需要的政策和中長期規劃；另一方面，
在港中資企業要堅定不移地履行社會責
任，策劃、參與、推動一批惠民工程，
增強香港市民的幸福感，切實感受到中
資企業與單純以逐利的資本集團的不

愛國者治港必須敢於擔當

同，切實體會到 「共產黨為什麼好」
「社會主義什麼行」 。
習總書記還專門對全國青年講了
一番話，令人印象深刻。他指出： 「一
百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一代
代中國青年把青春奮鬥融入黨和人民事
業，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先鋒
力量。新時代的中國青年要以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增強做中國人的
志氣、骨氣、底氣，不負時代，不負韶
華，不負黨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這番

話字字鏗鏘、擲地有聲，對香港年輕人
更具有高度的啟示意義。
香港青年朋友，這是一個新時代
的到來。國家發展欣欣向榮，為我們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而香港迎來
了 「愛國者治港」 良好局面，長期困擾
的內耗問題得到了有力解決，再加上大
灣區發展規劃的加速推進，可以說是機
遇處處。只要我們抓緊時代機遇，胸懷
祖國、踏實進取，一定能在建設國家、建
設香港的同時，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

能者上 庸者下 唯才得善治

香港青年事務發展基金會理事長 陳文偉
特區政府上月二十五日宣布人事
變動，原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免職，保
安局局長李家超升任政務司司長、警
務處長鄧炳強升任保安局局長、警務
處副處長蕭澤頤升任警務處處長。有
學者認為，這是中央發出特區政府需
強硬應對內外反中勢力的信息，也隱
含政府需要具備的施政作風為二十三
條立法做準備。
回顧黑暴期間，特區政府的應對
一度顯得進退失據，對 「修例風波」
的定位不準，未能及早察覺這是一場
內外反中亂港勢力合謀下的 「以推翻
特區政府為手段，企圖脅迫中央承認
香港作 『半獨立』 ／ 『獨立政治實
體』 為目的的一場政變」 。
當局早期回應 「黑暴」 時，往往
只發出蒼白無力的 「遺憾聲明」 ，而
沒有採取任何強而有力的具體行動，
也沒有以法律手段捍衛社會安寧，市
民只見到警方及少數紀律部隊在前線
以十分克制的手法應對 「黑暴」 ，其
他部門卻各自為政，作壁上觀，難免
予人一種一盤散沙的印象。幸特區政

府及時堅定立場，警方果斷執法，對
暴徒零容忍，徹底改變香港亂象。
有報章報道，攬炒派在2019年
區議會選舉中贏得多數議席後，當時
擔任保安局局長的李家超，在選舉後
第二天的政府早禱會上，反對特區政
府向所有當選議員表示祝賀，並提醒
當中有大批當選人是激進反政府分
子，與黑暴大有關係。最終政府就
沒有按照慣例向當選人發表祝賀聲
明。
事件讓筆者想起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9年秋季在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
幹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發表的講話：
「領導幹部要主動投身到各種鬥爭中
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於亮劍，在矛
盾衝突面前敢於迎難而上，在危機困
難面前敢於挺身而出，在歪風邪氣面
前敢於堅決鬥爭。」
習主席這番話雖然是對培訓班上
的幹部說，但特區政府同樣須學習、
領悟。
同樣是2019年秋季，香港的黑
暴正處於最激烈的階段，竟然有人就

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吳建東

警方依法應對黑暴致歉。筆者不禁反
問，為什麼有人會在大是大非問題面
前選擇妥協退讓？
毛澤東主席在抗日期間提出 「鬥
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
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
求團結則團結亡。」
事實上，過去無論是政府內部還
是建制派當中，都有一部分人奉行綏
靖主義，事事對反對派忍讓、退讓，
以 「安撫民意」 。不論是2003年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2012年推行
國民教育，還是2019年修訂《逃犯
條例》，都見到有人主張妥協，或有
人礙於選舉愛惜羽毛，不敢亮劍鬥
爭。
適逢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
就活生生地說明一個道理，革命先烈
為建立新中國敢於鬥爭甚至犧牲生
命，香港未來要解決深層次矛盾等不
同範疇的民生問題，就會牽動不同既
得利益者的利益，治國的愛國者們越
是面對更大的反對或反撲，越要堅持
原則、敢於擔當、勇於亮劍。



海恩法則對香港的啟示

國安法頒布實施、特區選舉制度
▼
完善，不代表香港一切問題都已經
解決。

「拉布」 等極端行為，來行使所謂的
制衡權力等等。
中央看到香港特區制度的弊端，
主動出手撥亂反正，透過完善選舉制
度鞏固特區的行政主導模式，又透過
申明 「愛國者治港」 為治港者定下清
晰、劃一的標準。那到底香港政治亂
局可否完全終止，政治氣氛又是否可
多雲轉晴，仍待進一步觀察。
這些寫於十幾年前的學術論文，
部分就制度問題都設計出答案了，為
何問題至今仍未解決？造成制度失效
的背後原因有沒有被關注到？為何沒
有將這些專家學者的可行建議落實，
為香港帶來轉機？

目中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健美運動員、
演員出身的阿諾舒華辛力加，同樣也跨
入政壇，2003年當選加州州長，管治加
州長達七年。所以不必強調經不經驗，
唯才得善治。
當今國際形勢風雲變幻，香港經歷
了大亂更加要大治。對香港在動盪中湧
現出來的 「願幹事、真幹事、幹成事」
付出了努力的人肯定要褒獎，這是對他
們 「敢想、敢做、敢當」 勇於擔當作為
的認可。也是對有些人 「不敢想、不願
想、不去想」 的鞭策，更是對他們 「不
作為、怕擔當」 行為的問責。
為官避事平生恥。學歷再高、經驗
再豐富，沒有為民的心，只會讓人民處
處受苦，當官不為民造福，不如回家賣
紅薯。香港不光要堅持 「愛國者治
港」 ，更要打破傳統，讓能者上，盡其
才，創造 「敢想、敢做、敢當」 的新局
面，讓有能者有 「盼頭」 ，幹起事來有
「勁頭」 。
「庸者下，劣者汰」 給那些自認為
只要不犯事、不出事、專門避事想穩坐
「釣魚台」 的人一點警醒。 「能者上，
庸者下」 就是為更多的優秀人才創造向
上的平台，打造一支對國家、對香港特
區忠誠，勇於擔當的管治隊伍。 「唯才
得善治」 ，讓香港堅持 「一國兩制」 ，
發展經濟，造福蒼生，再創香港輝煌。



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吳欽武

航空業界有個 「海恩法則」
（Ohain's law），意指每一宗嚴重事
故的背後，必然有29宗輕微事故和
300宗未遂先兆，以及1000宗事故隱
患。這個法則若放諸香港政治，也頗
有參考價值。今天香港面對的政治問
題，絕非 「從天而降」 ，只是過往的
蛛絲馬跡被忽略，在經歷 「反國教風
波」 、非法「佔中」、 「修例風波」 等
事件，我們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筆者最近有幸跟隨香港知名學者
張贊賢教授學習香港公共行政的課
程，張教授分享了三十多篇有關領域
的專家學者所著論文以供閱讀，從行
政主導到立法制衡、從公務員體系運
行到政策制定中的公眾參與等等，不
一而足。
這麼多篇文章多數是2003年至
2010年間出版，來自香港與海內外
知名學者，都一一對當時的香港問題
研究深入、剖析入理，所指出的問題
對今天的香港仍有參考意義。
透過這些學者的智慧，我們發覺
香港今天的問題早已出現。比如有學
者指出，政治任命官員與公務員之間
的不協調，而導致施政不順等問題；
又如有部分立法會議員以 「謾罵」 、

李家超獲中央任命為政務司司長，
有部分人質疑其學歷。其實中外不少例
子都能證明，學歷並非做好管治工作的
先決條件。
古語云： 「英雄莫問出處，聖賢不
問出身」 ，世界上學歷不高卻取得成功
的人還少嗎？香港首富李嘉誠初中便輟
學，白手興家創立其商業王國；蘋果公
司創辦人喬布斯、微軟創辦人比爾蓋
茨，同樣沒有讀完大學，卻能成為創科
領航人物；帶領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
的毛澤東主席，也只有師範學歷。
「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 ，其
實是選人、用人的正確機制。中國共產
黨成功建立新中國，靠的就是發現人
才、破格提拔、不拘一格用人才。尤其
是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全面推進從
嚴治黨，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歷史性、
開創性的成就，靠的就是整頓那些存在
「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心態
的官員幹部，嚴格落實 「能者上、庸者
下」 的機制，嚴厲杜絕 「不作為、怕擔
當」 的心態，通過不斷提升幹部的擔當
作為能力，壯大骨幹隊伍，為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堅實基礎。
有人質疑沒有什麼經驗怎麼從政？
但美國前總統里根，1966年當選加州州
長步入政壇前，只不過是一名演員，他
有從政經驗嗎？但他仍被美國人視為心

如果說2019年為香港社會帶來
嚴重衝擊的 「修例風波」 是一次 「嚴
重事故」 ，多年來的反對派發起的遊
行、 「反國教風波」 等 「社會事
件」 ，又是否可看作是一次次的 「輕
微事故」 和 「未遂先兆」 呢？
雖然香港國安法已頒布實施一
年，特區選舉制度亦完善了，但不代
表香港一切問題都已經解決，如果仍
有人抱着救火的心態施政，不採取措
施化解深層次矛盾，不為我們這座城
市找出未來的方向，以達至防患於未
然， 「社會事件」 隨時又有機會發
生。問題是香港還能夠承受一次比黑
暴更大規模的衝擊嗎？

強化公務員國家意識
註冊社工、香港菁英會副主席 梁秉堅
行政長官日前率領特區政府官員及
政黨代表，到北京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周年慶祝活動，代表團成員對於行
程安排及參與的活動反應均十分正面，
充分反映活動具有深厚的教育意義。香
港同樣有不同的團體自發舉辦各式各樣
的展覽，讓香港市民可以有機會認識國
家發展的歷史。
教育是社會發展重要的板塊，正面
的信息能夠幫助青年建立正確人生觀和
價值觀。筆者最近出席了一些畢業典
禮，儀式中有嘉賓和校監的訓勉，亦有
同學的畢業感言，令人感動的是學校加
添了奏唱國歌的環節，同學們昂首高
歌，盡顯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校園中還有林林總總的展板，最吸
引眼球的是國家安全的宣傳展覽。與過
往部分校園由 「黃師」 主導，以各種方
法誤導學生，肆意抹黑中央和特區政府
相比，國安法出台無疑是為香港教育正
本清源，令校園變回純潔。
國安法頒布實施後，特區政府引入
公務員須宣誓或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

效忠香港特區的安排，這是公務員團隊
撥亂反正的 「基本操作」 。
筆者認為，過去特區政府招聘各級
公務員時，在綜合招聘考試中未有加入
黨史和近現代中國史內容，對於香港的
管治留下了一個空白點，令公共政策制
定時未有考慮歷史和國家因素，亦不夠
全面地配合國家發展的趨勢和需求。導
致部分公務員未能暢順配合特區政府推
行積極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融入粵
港澳大灣區的政策。有部門也未能充分
掌握國家的變化，調整政策和適切配合
相應的資源，導致市民特別是年輕新一
代未能及時獲得信息，以為自身的未來
發展作充分的準備。
故此，要做到人心回歸不能單單依
靠民間推動，如政策未能好好配合和支
持，愛國教育又怎能做得好呢？是次行
政長官率領政府官員及政黨代表參與黨
慶活動，是特區政府管治態度上的良好
轉變，除了校園外，特區政府未來更應
把愛國教育推動至各級公務員中，確保
政策能貫徹至實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