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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要做港青少年教科書
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日就《 「一國兩

制」 下香港的民主發展》（以下簡稱白皮書）
舉行的吹風會上，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
員、中國社科院台港澳研究中心研究員支振鋒
在回應《大公報》關於 「白皮書將對香港青年
發揮哪些教育作用」 的問題時表示，白皮書要
做打破歪理邪說的 「解藥」 ，要做香港青少年
的 「教科書」 。通過閱讀白皮書，才能讓香港
青少年真正了解中央才是香港民主制度的設計
者、創立者、維護者和推進者，反中亂港分子
才是香港民主的攪局者、破壞者。

支振鋒答《大公報》：播下正確民主觀種子

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
長王振民表示，中央政府此時此刻聚焦民主，再次發表
關於香港問題的白皮書，這是第二本白皮書，可以說是
恰逢其時、意義重大、影響深遠。讀了白皮書才意識
到，這次立法會選舉意義非凡，開啟了香港全新的民主
篇章，其先進性、優越性毋庸置疑，香港一定要堅定地
走自己的路，建設 「一國兩制」 下新的資本主義民主制
度。

新選制開放包容獨一無二
王振民表示，讀了白皮書才知道，香港只有堅定與

自己的親人、與祖國站在一起才有光明的未來，才有美
好的生活，才有真正優質的民主，西方政客假惺惺，號
稱要 「與港人站在一起」 ，有香港的年輕朋友告訴他，
「還是算了吧」 、 「離我遠一點」 ，再也不會上當，再
也不要傻傻地讓人家 「攬炒」 自己的家園，還要用香港
來搞亂14億家人的美好生活。

王振民還說，讀了白皮書才知道，中央對 「一國兩
制」 方針是如此的堅定執著，決心、信心、耐心從未動
搖，對港人如慈母般的信任，從未動搖。中央將繼續堅
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執行 「一國兩制」 基本方針政
策，香港 「一國兩制」 不僅健在，而且重回正軌，充滿
青春活力，各種各樣的謊言、謠言不攻自破。

王振民強調，讀了白皮書才知道，香港的民主如此
開放包容，外國人都有選舉權，甚至有被選舉權，他估
計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獨一無二的。哪個國家、哪個地
方會允許外國人在自己的地方投票，還可以被選上，香
港是獨一無二的。香港的中國公民更是擁有雙份權利，
既有權治港，還有權參與國家治理。香港的 「一國兩
制」 對外國公司和個人如此的友好平等，是全世界最不
歧視外國投資、最平等保護投資者利益的地方，國家既
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大力支持香港同各國保
持交流合作，香港一定會向全世界更加開放。

香港立法會選舉之後，一些西方
國家聲稱新的選舉制度削弱了香港在
「一國兩制」 下的高度自治。對此，清
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港澳研
究會副會長王振民回應說，長期以來，
在西方一些政客看來，全世界的民主只
有他們那一種模式，眼中容不得其他的
民主形式。他們為什麼容不得香港有自
己的民主制度？這還是老殖民主義心態
在作祟，西方中心主義在作祟，體現了
他們的傲慢與偏見。

符合香港現實情況
王振民還說，香港民主發展有它

自身的現實情況和條件，它要能解決香
港的問題。判斷它的民主好不好，不是
說它和某一個國家的民主很相似，或者
一樣就是好、不一樣就是不好。要看香
港的民主制度能不能解決港人的問題，
這個制度有自己的邏輯和理據。那些政

客要把西方的民主強加於人，強行推
銷，這本身就是違反民主原則的。我們
當自己的家、做自己的主，用不着別人
說三道四、指指點點。

「在這些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
中，實際上是政客一手拿着鈔票，一手
拿着選票。」 王振民強調，香港新的民
主選舉制度究竟怎麼樣，兩次選舉實踐
已經證明。相信實踐將繼續證明這是一
套成功的選舉制度，這是民主成功的故
事，讓港人得實惠，給
港人帶來福祉的故事。
在香港民主發展這樣
一個重大問題上，中
央和港人最有發言
權，豈容外國
政客置喙，
我們要堅定
地走自己的
政制道路。

對於香港應如何進一步優化營商
環境的問題，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
研究員、中國社科院台港澳研究中心
研究員支振鋒表示，營商環境一直是
香港的金字招牌，其實 「一國兩制」
是香港營商環境的根本保障。全世界
其實都關心香港的營商環境。作為國
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香港是中
國的，同時它也是國際交往的橋樑，
外來投資的沃土。中央政府歷來堅定

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優化香港的
營商環境，保護投資者利益。

支振鋒說，內外敵對勢力是香港
營商環境的破壞者。近年來，反中亂
港勢力和境外敵對勢力一直在試圖破
壞香港法治，造成嚴重的社會撕裂、
對抗和衝突，一度將香港由 「平安之
都」 變為 「動亂之城」 ，使投資者失
去安全感，遊客對香港也望而卻步。

支振鋒指出，在關鍵時刻，國家

才是維護香港營商環境的最堅強後
盾。隨着國家出台實施香港國安法、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標本兼治
的舉措，依託中央堅強支持和大灣區
廣闊發展腹地，香港社會由亂及治，
營商環境不斷優化，經濟迅速反彈，
並為外國投資者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
間。

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支振鋒強調，現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正在面臨撥亂反正、由治及興的新
階段，所以特區政府下一步要抓住國
家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帶來的發展機
遇，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 等國家重要的建設戰
略，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香港
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能，努力解決長
期困擾香港的各類深層次矛盾和問
題，進一步優化提升營商環境。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馬靜整理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中
國社科院台港澳研究中心研究員支振鋒
說，少年強則國強，青少年是香港和國
家的未來，是民族的希望。實事求是才
能辨明是非，香港民主發展史是香港回
歸祖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閱讀白
皮書，了解香港民主和 「一國兩制」 的
來龍去脈，並且還原歷史真相，才能讓
香港青少年真正了解中央才是香港民主
制度的設計者、創立者、維護者和推進
者，反中亂港分子才是香港民主的攪局
者、破壞者。白皮書將幫助香港青少年
認清 「一國」 和 「兩制」 之間的正確關
係，樹立他們正確的歷史觀，從而增進
愛國主義和國情教育。

反中亂港勢力連孩子都不放過
「白皮書要做打破歪理邪說的 『解

藥』 。」 支振鋒表示，回歸以來，從非法
「佔中」 到 「修例風波」 ，反中亂港勢力
連孩子都不放過，很難想像，連孩子都不
放過的人，他會愛香港、會真民主嗎？這
是不可能的。但是反中亂港勢力連孩子都
不放過，他們不斷打着民主的旗號，宣傳
暴力恐怖思想，扭曲民主自由真意，毒害
了青少年的價值觀，使得一些香港青年成
為 「港獨」 、 「黑暴」 、 「攬炒」 等思想
的受害者，所以有必要通過白皮書來做
「解藥」 ，正本清源。

支振鋒還說，在這個情況下，白皮
書就要做香港青少年的 「教科書」 。白
皮書播下了香港正確歷史觀和民主觀的
種子，作為國家和香港的主人，香港青
少年就可以通過白皮書來 「明理、增
信、崇德、力行」 。香港社會可以把白
皮書內容與學校的國安教育、國民教育
相結合，依據白皮書內容編寫教材、青

少年讀物以及教師培訓大綱；還可以和
香港的社會組織合作，開展知識競賽
等，提升青少年學習白皮書的積極性。

讓青少年了解國家真正歷史
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國

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王振民指出，我們都
很關心自己的孩子出門不要亂吃東西，
但是很少有家長關心孩子在外不要亂學
東西。過去那些年，香港的孩子們學到
了什麼？學到的都是關於香港民主扭曲
的歷史，充滿着謊言、謠言的歷史。白
皮書實際上提供了一個正版的香港歷史
教科書、香港民主教科書，這值得香港
青少年認真學習，了解這個地方、自己
國家真正的歷史是什麼，這非常重要。
吃壞了肚子吃點藥就好了，但是學壞了
腦子怎麼治？很難的。香港青年的教育
問題，這件事情必須要做好。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基本法
委員會委員韓大元也表示，香港的未來
和香港每一個年輕人都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關心國家的發展、關心香港的發
展，包括政治的發展，對我們香港年輕
人的未來是非常重要的。無論是國家還
是特區政府，已經為香港年輕人的發
展，包括如何解決年輕人最關心的住房
問題、就業問題、發展空間問題，提供
了包括大灣區建設在內的很多政策上的
廣闊空間。

支振鋒還說，香港的教育、新聞、文
藝，特別是為青少年提供文娛產品的各行
各業，都應該行動起來，為包括青少年在
內的香港同胞正確認識 「一國兩制」 與香
港民主的關係，為實現香港民主的良性發
展，創造正向、健康、優質的作品，推動
香港民主向前發展的生動實踐。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馬靜北京報道

解 讀 白皮書

白皮書恰逢其時 意義重大 影響深遠

香港民主發展 不容外國置喙 一國兩制是港營商環境根本保障

▲支振鋒表示，可以把白皮書的內容與學校的國安教育、國民教育相結合，依據白皮書內容編寫教
材、青少年讀物以及教師培訓大綱。

▲王振民表示，讀了白皮書才知道香港的民主如此開放包容，
外國人都有選舉權甚至有被選舉權。

▲中央政府此時此刻聚焦民主，再次發表關
於香港問題的白皮書，恰逢其時、意義重
大、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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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為
了挽救香港、挽救青年、挽救民
主、挽救 「一國兩制」 ，一切都是
為了香港好，為了所有以香港為家
的人的根本利益。

──王振民

在這些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
中，實際上是政客一手拿着鈔票，
一手拿着選票。

──王振民

白皮書要做打破歪理邪說的
「解藥」 ，要做香港青少年的 「教
科書」 。

──支振鋒

中央政府採取一系列標本兼治
的舉措，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
治的重大轉折，推動香港民主發展
重回 「一國兩制」 的正確軌道。

──支振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