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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做好通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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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聽到真相的英國議會

正所謂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作為議
員，有義務通過聆聽，在討論政策前先了
解真相，實事求是地議政論政，這是議員
的天職。在全球化、你中有我的二十一世
紀，我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希望
與其他友好的國家與地區攜手爭取 「共
贏」 。

早前，英國國會邀請兩名香港立法會
議員，於下月到英國出席 「西敏寺研討
會」 ，主題為 「有效議會」 。本來這是英
國國會直接了解香港真實情況的大好機會，
惟英方日前聲稱 「香港情況惡化」 云云，
並撤回對有關方面的邀請。其所作所為，
令人質疑是英國議會偏聽反中亂港分子
的意見後所作出的荒唐決定。作為一個
聲稱 「民主至上」 的國家，英國沒有理

由躲在一邊、捂住耳朵，應鼓起勇氣打
破 「信息繭房」 ，拋棄零和博弈的心態，
直面真實情況，避免以冷戰思維去拒絕
聆聽有利雙方包括其本國發展利益的意
見。

成亂港勢力「應聲蟲」
毫無疑問，社會上仍有部分人對英國

式民主制度存有遐想，因此對於害怕聆聽
真相的英國議會此舉，或會感到失望。英
國議會曾是民主議政制度的前行者，尤其
對香港而言，一些人對英國的法治、民主
制度還是充滿憧憬的。撇開英國對其他國
家或地區實施殖民管治與剝削的成分，英
國議會文化亦曾備受廣泛推崇。如今，當
西方一些國家搬出種種歪理打壓抹黑中國
的時候，英國更應通過廣泛聆聽香港特區
議員代表的聲音，從而更準確地制定對華
政策，這才是對英國最大利益。

可是，英國的議員們卻忘記了兼聽則
明的道理，亦缺乏扮演中美兩大國博弈的

中間協調角色的勇氣，拒絕接觸真相，只
敢聆聽部分反華、 「港獨」 分子的聲音，
這何異於將其虛偽民主面貌面具給剝了
下來？英國議會如此做法，等同令英國
已陷入脫歐後遺症病榻中的英國政壇雪
上加霜，很難再重拾其在世界面前的公
信力。

筆者認為，英國人民與中國人民要加
強溝通，才是最明智的。英國國會議員及
香港立法會議員更應如此！無論以英國為
發源地的普通法以及英國引以為傲的政治
制度，一直十分強調聆聽權。英國議會應
大方地讓兩位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表達意
見，之後也可以表達不同意見。大家都應
該清楚，世界沒有一套制度是完美無瑕，
但任何制度的首要目標都是讓人民過上安
穩太平的生活，才能追求幸福發展，不然
無論制度表面上多麼吸引人，但無法讓人
民過上安穩的生活，無法讓人民有幸福感
和獲得感，都不值得我們稱道的，都只是
「假大空」 。

中央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
目的就是為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2019年
的修例風波威脅整個社會生存。放火及亂
擲汽油彈的行為隨處發生。市民無法正常
生活、工作及上學，連商店也因為意見不
同被暴徒縱火燒毀，無辜市民被石磚擲死，
活生生的老百姓被暴徒火燒；在這種社會
動盪的環境下，全國人大通過決定授權全
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香港國安法，並列入基
本法附件三在香港頒布實施。國安法頒布
實施後發揮 「一法定香江」 作用，令香港
社會回復秩序，市民的各種權利和自由得
到了更好的保障。

捂住耳朵始終不是辦法
相信英國國會議員也深明作為民意代

表、國會議員，不論其政治立場如何，但
必須要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人民。香
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必須愛國家愛香港、
愛包括香港市民在內的十四億中國人民，

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同時
亦要維護香港正常運作，確保立法會運作
不會被癱瘓，這是議員的天職，亦是再正
確不過的政治倫理。

修例風波期間，立法會大樓遭到暴徒
重破壞，議會運作幾近癱瘓。中央修改完
善特區選舉條例，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
則，堵截了反中亂港分子藉選舉進入議會
的機會，破壞了他們藉阻礙議會運作 「攬
炒」 香港的圖謀，這是高度負責任的體現，
何來 「惡化」 之說？

英議會撤回向兩名香港特區立法會議
員出席 「西敏寺研討會」 的邀請，只會讓
人感到英國國會心中虛怯，似乎害怕英國
選民會透過二人的發言接觸到香港的真相
後有所反思，從而會對英國政府盲目制定
的反華政策產生意見，因此最後選擇以低
劣手段取消兩位香港立法會議員的發言。
此舉實在世人特別是崇拜英國式民主的那
些人們面前摑了自己一巴掌！

立法會議員

抓住廣東發展機遇 再造一個新香港

法德對俄立場何以與美國截然不同？

俄烏衝突發生前後，歐盟最重要的法、
德兩國對俄羅斯的立場與英美等國有着明
顯的差異。

先是法德聯手竭力斡旋，兩國領導人
都分別親赴莫斯科，希望能夠阻止衝突的
發生。衝突發生後雙方元首的聯繫也沒有
中斷。法國總統馬克龍僅電話就和俄羅斯
總統普京通話了100多個小時。相反，對世
界影響力最大的美國根本就沒有任何斡旋
之舉，其行動還頗有火上澆油之意。早在
衝突發生前一個多月美國就下令從烏克蘭
撤回外交人員及家屬，並向波蘭、羅馬尼
亞等國增兵。至於輿論戰更是升級，甚至
俄烏衝突未發生前，美國媒體已在網站顯
示 「直播：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的烏龍標
題長達三十分鐘。

衝突發生後，法德在軍事援助方面非
常遲緩。德國政府即使連出口頭盔或防彈
衣等保護性軍事裝備都禁止，而且還阻止
愛沙尼亞援助烏克蘭德製武器。直到2022
年1月26日才同意運送5000頂防彈頭盔，
但仍然拒絕運送任何武器。為此基輔市長

稱此舉 「絕對是個笑話」 ，還諷刺德國下
一步是不是要提供 「枕頭」 。後來波蘭要
援助本國裝備的德製坦克，但德國不予放
行。理由是其他西方國家沒有這樣做。當
後來英國援助時，德國的條件又變為美國
提供才行。為此波蘭總理指責德國軍援烏
克蘭是 「迄今為止最不積極的國家」 。

法德不願衝突進一步惡化
再看法國，當美國給烏克蘭提供的軍

事援助已經超過45億美元的時候，法國僅
提供了1億歐元，而斯洛伐克這樣的小國都
達到了1.53億歐元，波蘭更高達16億美元。
就是當德國在壓力下同意援助坦克時，法
國仍然拒絕。

不僅如此，衝突發生後，馬克龍是唯
一與普京繼續保持外交聯繫的西方領導人，
此後也不斷出語為俄羅斯辯護，一再聲稱
不能羞辱俄羅斯，還說在未來結束俄烏衝
突的談判中，俄羅斯的安全也需要保障。
在面對強烈批評時，他堅持認為俄羅斯的
安全訴求關乎整個歐洲大陸的和平與安全，
他支持普京要求的提議，實際上就是在拒
絕全面戰爭。

法德如此自然是國家利益使然。雙方
的共性就在於它們和俄羅斯有廣大的緩衝
地帶，不存在直接安全威脅，同時俄羅斯

還帶來各種戰略利益。
德國一是它的經濟嚴重依賴俄羅斯的

廉價能源。俄羅斯的能源當然有替代，但
廉價卻是獨一無二。以製造業為主的德國
要想繼續保持競爭力，就離不開俄羅斯，
德國必須考慮經濟發展。所以在這場衝突
中一定不能站到第一線。

二是這場衝突受損最大的第三方是歐
盟，歐盟中受損最大的是德國。特別是海
底輸汽管道被炸一事震撼了德國。雖然沒
有證據誰是幕後黑手，但客觀上俄羅斯和
德國是最大受害者。目的顯然是要令俄羅
斯和德國能源永遠脫鈎，令其只能依賴美
國和中東。再考慮到德國力推的中歐投資
協定也被凍結，從德國的角度來講，這是
對自己的系統性絞殺，它當然不能束手就
擒。

從國際大棋局來看，美國扶持烏克蘭
站在對抗俄羅斯的第一線，扶持日本站到
遏制中國的第一線。德國的戰略作用所剩
無幾。再加上德國的實力又懷璧其罪，它
還和俄中兩國高度互利，而且現在英國已
經脫歐，如果德國再削弱，歐盟也就不再
成為潛在挑戰者了。

至於依靠核能的法國，能源和經濟並
不是主要戰略考量。一是法國認為在大國
競爭重返的時代，歐洲必須自主。這除了

歐洲自身要發展強大，外在條件一定是世
界多極化，這樣不再尋求霸權的歐洲才能
左右逢源。所以俄羅斯和中國一個都不能
少。

二是法國的國家安全。歷史上看，長
期威脅法國的主要是英國，此後是崛起的
德國，而不是俄羅斯。特別是德國，它三
度打到或打進巴黎，成為地緣上法國最大
的威脅。而且儘管德國兩度戰敗，但只要
有發展機會，就會很快超過法國。以今天
為例，德國無論是人口、經濟總量、工業
比重都碾壓法國，就是失業率、債務佔GDP
的比重、財政赤字、貿易赤字等衡量經濟
健康的指標德國都遠遠好於法國，而且雙
方的差距越來越大。

美圖打造沒有俄羅斯的歐洲
這也是為什麼法國強烈反對德國1990

年再度統一，它曾聯手英國一起勸說蘇聯
阻撓但未能成功。為此它的應對之道有二。
第一，要把德國納入歐元體系內，強化歐
盟的作用。第二就是傳統的聯俄政策。不
管是一戰還是二戰，只要德國崛起，法俄
（蘇）必聯手。即使在冷戰時，法國也是
西方陣營裏和蘇聯關係最為緊密的，更別
說冷戰後。因為俄羅斯存在，對於法國的
安全是戰略性的。

以上這些都決定了法德和美國的根本
利益南轅北轍，沒有調和的空間。

正是由於法德的國家利益需要，使得
它們均不約而同的 「偏袒」 俄羅斯。也正
是由於這種利益的不可妥協，美國也才不
在乎藉成立AUKUS搶下法國和澳洲600億
美元的潛艇大單，也不在乎歐洲因制裁俄
羅斯能源而出現短缺時以四倍於國內市場
的價格向其出售，也不在乎推行嚴重損害
歐洲利益的《反通脹法案》和《芯片法
案》。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也才會發生
匪夷所思的造成重大污染的海底輸汽管道
被炸事件。

總體而言，圍繞烏克蘭的較量早就變
成世界秩序的大博弈。美國為確保自己的
霸主地位，要打造一個沒有俄羅斯的歐洲、
沒有歐洲的俄羅斯以及沒有中國的歐洲和
沒有歐洲的中國。中俄歐則正好相反。雖
然三方都能清醒的意識到美國的戰略，但
俄羅斯陷入衝突泥潭難以脫身，歐洲由於
盟友關係、共同價值觀因素而限制了它的
反制行動。

現在唯一能保持行動自主的只有中國。
因此法德要想捍衛自己的利益，還需要更
大的決斷。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研究員

1月28日召開的廣東省全省高質量
發展大會引發香港高度關注。這場線上
線下共有2.5萬人參與的大會，是拚經
濟的 「動員令」 。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
在致辭中指出，依託粵港澳大灣區這一
重要動力源， 「必定能再造一個新廣
東、再創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跡。」

據悉，這是近年來廣東省召開的規
模最大的經濟會議。會議透露的信息顯
示，2023年廣東計劃重點項目1530個，
總投資8.4萬億元人民幣，年度完成投
資1萬億元人民幣，全年固定資產投資
增長8%。

躺平不可取奮鬥正當時
廣東一直是內地改革開放的領頭

羊，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排頭兵。2022
年廣東經濟總量達到12.91萬億元人民
幣，再次刷新省域經濟天花板，連續34
年全國第一。廣東省過去5年實現年均
5%的高增長。如果按照經濟體比較，
廣東經濟體量2019年排名全球第十三
位。經歷三年疫情的2022年，廣東經
濟總量按經濟體排名全球第九位，甚至
超越韓國、加拿大。

不過，雖然是中國第一經濟大省，
但廣東和全球第一經濟大省美國加州人
均GDP還是有着較大差距。2022年，
美國加州的人均GDP高達9萬美元左右，
而廣東的人均GDP才剛剛達到1.5萬美
元。這不僅意味着廣東需要跑步跟隨，
也意味着廣東向上的空間相當廣闊。

正是如此，在新一年全球經濟尚處
於混沌狀態下，黃坤明提醒廣東， 「這
個時候，躺平不可取、躺贏不可能、奮
鬥正當時。」 他表示，唯有通過高質量
發展向上突圍，以高質量發展的確定性
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實現現代
化，廣東只此一路，別無他途。

農曆新年的廣東 「第一會」 ，給香
港很大的啟示和思考，也催促香港奮
進。過去人們常說，廣東因為地理位置
靠着香港而獲得改革開放巨大成就。這
是毋庸置疑的。如今，我們看到，廣東
的高速和高質量發展為香港發展提供動
能和巨大機遇，也成為毋庸置疑的事
實。

借用黃坤明的一句話， 「再造一個
新廣東」 ，我們有無條件 「再造一個新
香港」 ？相信很多人認為是完全有條件
的，也有信心實現這個願景。畢竟40多
年的經驗證明，廣東與香港唇齒相依，
廣東發展越好，香港越有機會，反之亦
然。

在經歷了多年的坎坷和探索後，香
港 「一國兩制」 越走越順暢，政治生
態、輿論生態向好，民心思定、思發展
成為社會主流，政通人和的景象初起。
履職7個月的新一屆特區政府不負眾望，
在由治及興的路上積極且慎重作為，以
民為本、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正
在落實到具體的經濟民生實踐中。民間
普遍肯定特區政府施政， 「官」 「民」
關係進入回歸以來最和諧時期。香港
「興」 的動能更強勁。這一切是香港走

向大發展的根本基礎。
由上一屆政府提出、本屆政府積極

推動的北部都會區發展，得到社會廣泛
支持和肯定。南金融、北創科，這是

「再造一個新香港」 的巨大機遇和客觀
條件。當初香港提出這一規劃後，深圳
方面馬上有積極反響。靠近香港的羅
湖、福田、南山、鹽田等區很快作出
規劃，與香港北部都會區對接。如今
香港與廣東基本實現正常通關，北部
都會區發展的對接相信會有新的進
展。

加快「北都」建設融入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給再造香港插上

翅膀。大灣區是香港發展的腹地，也是
福地。廣東的製造業優勢是世界上很多
發達地區不具備的。在列入全國統計的
41個大類工業行業中，廣東省就有40
個，銷售產值居全國前三的行業有
25個。全國90%以上的無人機、50%
以上的彩電、40%以上的手機、30%
左右的空調，1/4強的工業機器人、20%
左右的冰箱和集成電路，均來自廣東製
造。

這對香港來說意味着：香港發展創
科產業有抓手，有配套；香港再工業化
進入大灣區的產業鏈、供應鏈有先天性
優勢；香港的金融優勢融入大灣區經濟
體；香港的高端服務業，伴隨大灣區發
展而成長……

據悉，接下來廣東將大招商、招大
商，辦好100場 「粵貿全球」 境外展和
廣交會線下展等。建議特區政府與廣東
方面合作，利用中央充分肯定的香港獨
特地位與優勢，粵港共同走向全球舉辦
招商活動，利用彼此優勢的合力，吸引
全球更多人才、資金與企業，共享中國
發展機遇，共襄大灣區發展盛舉。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常務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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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一年開始，隨着香港和內地
恢復正常往來，更多機遇正在迎面而來。
廣東省近日舉行高質量發展大會，廣東
省委書記黃坤明表示，依託粵港澳大灣
區這一重要動力源， 「必定能再造一個
新廣東、再創讓世界刮目相看的奇跡」 。
這對香港具有高度的啟示意義。香港要
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步伐，繼續發
揮 「一國兩制」 下背靠祖國，聯通國際
的獨特優勢，開創發展新局面。

不久前，中聯辦主任鄭雁雄在新春
致辭中指出，要讓 「興」 的動能更強勁，
需要我們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巨大機遇，
在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
增添不竭動力；需要我們積極參與國際
交流合作，在鞏固獨特地位和優勢的過
程中，提升核心競爭力；需要我們矢志
不移幹事創業，在團結奮鬥中凝聚強大
合力。上述三點可謂切中肯綮，點出香
港目前擁有的優勢，和未來應走的路向，
並勉勵香港需要把握國家發展新機遇，
大大鼓舞了香港社會各界。

把握好國家發展的機遇，同時必須
自強，鞏固自身的優勢。國家是香港的
最強後盾，隨着內地疫情防控政策的調
整優化，今年中國經濟增長將為世界經
濟復甦作出更大的貢獻。目前香港需要
破解產業固化、貧富懸殊等深層次矛盾
和問題，特區政府及商界要審時度勢，
擬定策略，善用香港優勢，包括自由港
地位、國際金融中心、數據對外開放程
度高、大學科研能力較強等，吸引粵港

澳大灣區境內的重要企業進駐，加快促
進北部都會區發展，積極融入大灣區，
獲得重要動力。同時要積極主動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巨大
機遇。

香港還要做好 「通」 的文章，更主
動地走上國際舞台，規劃香港新藍圖，
開拓新動能，以高度自信創造性地發揮
「一國兩制」 優勢，加快發展創科中心
和綠色金融、法律服務、中外文化交流
中心等，同時繼續發揮包容共濟、求同
存異、自強不息、善拚敢贏的優良傳統，
克服困難、攻克難關，在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大局中，發展香港，貢獻國家。

加快國際創科中心建設
在 「一國兩制」 之下，香港保持自

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普通法制度、
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等獨特優勢。隨着
香港經濟逐步復常，有序地恢復與內地
通關，為社會發展注入新動能。當前
「治」 的局面正全速向 「興」 邁進，香
港可繼續擔起 「超級聯繫人」 的角色，
接通國家與世界，重新 「動起來」 「活
起來」 。

未來五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也是香港
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的關鍵期，兩
個 「關鍵期」 疊加的時代令人憧憬。大
道至簡、實幹為要。和廣東一樣，香港
必須只爭朝夕、迅速行動，以奮鬥姿態
搶時間、搶機遇， 「一刻不耽誤地埋頭
苦幹」 。做好 「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
家所需」 這篇大文章，香港一定大有可
為、風光無限。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