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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早立《反假新聞法》清除暴亂隱患
香港國安法頒布實

施，特區選舉制度的完
善，使香港踏入由亂及
治的新時代。但是，港

英時期遺留下來的制度仍沒有改革，導致
法援、假新聞、煽動 「獨」 青的三大禍患
仍然可以聯動，威脅特區政府的管治和香
港特區的長治久安。

「獨立王國」不可存在

港英政府管治香港時實行高度集權，
嚴格控制各部門，所以管治不出問題。但
是，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聯合聲明》
後，英國人就扭鬆了香港管治機器的螺
絲，向司法、教育等部門放權，令不少部
門儼如 「獨立王國」 。回歸後，香港動亂
不斷，特區政府出現了 「強枝弱幹」 制度
的弊端，難以有效運作。到了2019年黑
色暴亂，外國和外部勢力可以公然出錢、
出計、出訓練煽動年輕人上街參與港版

「顏色革命」 ，將香港當作顛覆國家制度
的基地。

所謂的 「爆眼女」 其實並沒有
「爆眼」 ，她以私隱為由阻撓警方向醫院

索取其醫療報告，於是向法援署申請法援
不斷打官司，傳媒早前更揭發， 「沒有爆
眼的 『爆眼女』 」 原來已於去年9月逃往
台灣。

這些事件反映香港的管治機器嚴重變
形走樣，這裏面涉及兩個部門的不作為。
醫管局以保護病人私隱為由，對底因諱莫
如深；法援署向 「爆眼女」 提供法援，並
且宣稱規章規定，即使是殺人強盜，只要
其經濟貧窮，法援署一樣可以提供法律援
助。法援署還規定，案件進入法律程序，
除非當事人同意，絕對不可以對外透露提
供援助的理由和案情的細節。如此一來，
法援署就成了一個 「獨立王國」 ，誰也不
能查問其處事手法是否包庇犯罪者。

坊間出現所謂的《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禁止醫管局向警方發出病人的醫

療報告的說法，其實醫管局只需發出聲
明說該醫院當天沒有接收過爆眼的女病
人，這樣做的話，既符合法例，也起到
澄清的作用。醫管局的不作為，實際上幫
助了暴亂分子。

攬炒派能夠煽動暴亂，主要是靠製造
假新聞，許多 「黃媒」 、網媒、社交網
站、流動通訊軟件都成為了謠言製造工
廠。學校的 「黃師」 也是傳播謠言的渠
道，導致 「港獨」 分子能夠煽動年輕人參
與黑暴。

境外勢力亦以 「學術研究」 之名，資
助香港大學生參與街頭示威，這是赤裸裸
的破壞香港安全。這說明如法援、假新
聞、煽動 「獨」 青三位一體的聯合作業有
密切關係。

政府應及時地制定《反假新聞法》，
杜絕假新聞禍害，同時也要加強對於違反
國安法教師的處理。黑暴爆發至今，教育
局接獲超過二百四十個教師專業失德的投
訴，僅得三人被取消註冊，若果處理太過

寬鬆，只會使得港英時期遺留下來的 「獨
立王國」 長期運轉，導致特區政府無法有
效施政。

根據《法律援助規例》第17條，如
法院覺得有人以欺詐手段或失實陳述獲取
法援證書，法院亦可命令該受助人繳付署
長及訴訟各方的法律訟費。 「爆眼女」 不
斷用法援打官司，法院有監察的角色，若
果認為 「爆眼女」 涉及虛假陳述，法院就
應該要求法援署停止援助她，勒令 「爆眼
女」 支付各方訴訟。

如果法援署繼續由 「黃律師」 擔任有
關審批工作， 「獨立王國」 的黑箱作業就
會繼續下去。近年有好多政治人物利用法
律進行政治上的操作，癱瘓了政府的運
作。而一再給 「黃絲」 大開方便之門，有
關部門卻不需要問責，情況並不正常。

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律政司
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分別透過發文和
接受傳媒訪問，嚴正指出問題在於法援署
一人說了算，又缺乏監管機制、缺乏問責

交代、缺乏立法會設立有效機制嚴密監管
和把關。如果沒有法援，法輪功學員不可
能跟政府打8年官司，阻撓了食環署清除
抹黑中央政府的標語。

嚴格按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據法援署資料，法援申請人的財務資
格限額為約42萬元，而法律援助輔助計
劃的限額則為約210萬元，然則透過法援
獲申請人聘用的法律代表，一宗官司訴訟
最高可賺取200多萬元。換言之，密密獲
攬炒派利用法援泵水打官司的夏博義，最
高可賺取以天價計的公帑。

既然看到了港英遺留下來的機制出問
題，也看到了個別編制人員並不效忠於香
港特區，就應該按照憲法、基本法原則辦
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杜絕香港的
整體利益、法律秩序、繁榮穩定、國家的
主權和安全繼續受到損害。

資深評論員 

廣州加油 抗疫必勝
銘記歷

史，是為了
珍愛和平，
緬懷先烈，
是為了傳承

遺志。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
100年，筆者早前參加 「紅色之旅」
走訪位於本港抗日遺址，了解那段
鮮為人知的光榮歲月。毫無疑問，
唯有紀念歷經苦難與犧牲換來的正
義及勝利，才能有助於我們如今更
好地出發前行。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
換新天」 。2017年導演許鞍華執導
的歷史題材電影《明月幾時有》上
映，該片以香港抗日史上著名的 「東
江縱隊」 真實事跡為藍本，深刻揭
示了平凡人在戰火浮沉之下，在家
國大義面前如何捨生取義，用熱血
及生命守家衛國的故事。而通過此
次 「紅色之旅」 的參觀學習，更讓
筆者了解到香港在中華民族抗日過
程中所充當的角色，並因其不可分
割的血脈與命運，由始至終，在抗
戰的全局中都發揮不可替代的獨特
作用。

港人缺乏必要的歷史認識

忘記歷史就意味着背叛。身處
如今盛世的我們不能忘記也不應該
忘，正是因為有無數同胞甘願為民
族獨立、國家富強的目標無私奉獻，
甚至不懼犧牲，用鮮血和生命才鋪
下民族復興的塊塊基石，才換來美
好繁榮的今天。

筆者仍然記得2020年香港中學
文憑試一道涉及日軍侵華歷史試題
所引發的爭議，儘管當時有人聲稱
此為開放試題，意在考察考生們的
思維辯證能力，但是筆者始終堅信
無論多麼開放的考題在客觀歷史面
前，在是非曲直面前，在民族共識
面前都不應觸及底線，更不可隨意
拿來比對作評，而這種政治凌駕專
業的做法只會傷害民族感情，加深
集體記憶中的痛楚。

上述事件也充分證明了當前香
港社會對中國近代史，尤其是有關
抗日戰爭的歷史仍缺乏一個全面深
刻的了解及認識。但向公眾介紹有
關國家及香港的抗戰歷史，不僅有
助於增進香港市民對國家及中國近
代史的認識，亦會加強市民對國家，
對民族的歸屬感。因此，為促進香
港社會了解香港抗日歷史，增進國
家民族認同，筆者建議有三：

首先，利用現有資源面向公眾，
尤其是面向青少年開展多種形式的
教育及研習活動至關重要。現時，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香港歷史
博物館及香港海防博物館的常設展
廳均涵蓋有關抗日戰爭的歷史，但
在此基礎上，擴充原有展示空間，
增添展品陳列，豐富展覽內容，定
期舉辦專題展覽教育活動，把相關
歷史融入特定主體以更聚焦，更全
面、更深刻的辦法介紹有助於公眾
了解及銘記那段歷史。

其次，特區政府除舉辦官方紀
念儀式外，亦應積極鼓勵及推動民
間團體開展組織相關紀念活動以供

市民參與。其中，民政事務總署可
聯同不同社會團體在一些特殊時間
節點，例如每年的9月3日（中國人
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或12月13
日（國家公祭日），舉辦一些具有
特別意義的紀念活動將具有重要作
用，亦有助於加深市民對抗日戰爭
歷史的了解及認識。

重視及保存抗戰史料

最後，當局應重視及保存有關
抗日戰爭的原始資料及第二手史料，
以記錄香港的抗戰歷史並做研究推
廣。香港博物館曾於2001年進行的
「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口述歷史
研究計劃」 ，通過訪問三十一位原
東江縱隊的老戰士並將其口述資料
匯編成冊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儘
管如今很多老戰士早已過世，但他
們的後人大部分仍健在，有的甚至
還生活在曾經歷史發生的地點，例
如楊家祠（東江抗日游擊隊西線交
通站），而通過訪問這些後人並記
錄保存亦是延續歷史的一個重要做
法。

歷史是留給後人最寶貴的財富，
唯有銘記歷史，我們才能前事不忘，
鞭策激勵不斷奮進。借用內地最近
很火的一段話 「我們生在紅旗下，
長在春風裏，人民有信仰，國家有
力量，目光所至皆為華夏，五星閃
耀皆為信仰。」 一個國家，一個民
族只有團結一心才能所向披靡。銘
記歷史，警示未來，香港也不例外。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了解香港抗日歷史 增進國家民族認同

中國生命科學跨上新台階
2020年初，新冠疫

情在武漢爆發時，中國全
國一時風聲鶴唳。眼看着
武漢乃至全中國經濟或會

受到重創，美國喜不自勝，美國最希望中
國疫情失控，最好能夠把中國變回解放前
般。可惜事與願違，不但中國在短時間內
把疫情控制好，相反美國卻成為世界頭號
疫情重災區。中美兩國實力此消彼長，據
專家估計，中國GDP超越美國的時間點提
前至大約在2028年。

對中國而言，此次新冠疫情反而為中
國帶來了極大的契機。其中，對中國生命
科學領域，幾乎可說是脫胎換骨。

疫情危機變發展契機

中國在現代醫藥的領域向來是弱項，
長期以來，醫療設備、藥物大量依賴進口。
新中國成立之初，醫療、醫藥產業一片空
白，除大城市有一些現代化醫療服務外，
大部分農村就只有受過傳統中醫訓練的赤
腳醫生。在大城市的醫院裏，醫藥匱乏，
加上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戰略，中國與外國
基本上是沒有交往，救命的藥物也只能靠
香港輸入，只有少數人能使用。現代醫藥

產業基本上不存在。
改革開放後，西藥正式進入中國市場，

民眾發現西藥治病的有效性是遠比傳統中
藥強，形成了中國對西藥的剛性需求，衍
生了由香港進口藥物、保健品到內地的水
貨市場。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開始發展西藥
產業，先鎖定兩百種西藥進行研製，其後
有醫藥企業走上研發新藥之路，但取得歐
盟GMP及美國FDA認證的卻少之又少。原
因是世界上的醫療系統及醫藥研發由歐美
主導，而新藥物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人力、
物力、財力進行臨床測試。因此，有實力
研發新藥的中國企業寥寥無幾。

但新冠疫情將改變這局面。新冠疫情
的突然爆發及其傳播速度之快及廣泛，人
類史上未見。唯一能最終遏止此瘟疫的途
徑乃是開發有效的疫苗，而且必須快，不
能按照傳統程序的時間進行。對藥廠來說，
這會是挑戰及風險極大的嘗試。因此，此
次投入研發新冠疫苗的單位多有國家背後
全力支持。

對中國來說，挑戰尤其多。首先，這
是對中國醫藥技術的大考驗，和當今世界
最頂尖的醫藥單位齊頭並進比較。國藥和
科興得到世界衞生組織的緊急使用批准，

標誌着中國的醫藥研發水平已達到世界先
進水平。

中國新冠疫苗獲世衞組織緊急批准使
用，是中國製藥科技發展的里程碑。國藥
及科興是採用滅活疫苗技術，美國莫德納
的疫苗、德國BioNTech及輝瑞合作研發的
復必泰疫苗，都是採用mRNA技術。中國
目前也在進行mRNA疫苗研發，同時也開
始進行了以噴霧方式的疫苗臨床試驗。這
說明了中國的製藥工藝水平及創新已有頗
強的實力，加上中國的人工智能、大數據
的發展，為醫藥研發及醫療服務的深度和
廣度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接下來，中國醫藥發展將進入快速發
展車道。具備研發各種新藥物的條件，醫
療產業生態環境的形成，中國醫療產業將
如5G、新能源、電動車、電池、人工智能、
大數據等結合發展，成為中國未來產業發
展的重要支柱。隨着中國即將成為世界醫
藥最大的市場，中國也應該成立像美國FDA
那樣的權威機構，訂立國際認可藥物標準
的實力。

中國在進行新冠疫苗研發時，同時宣
布疫苗研發成果為全人類的公共財產。因
為新冠病毒乃是人類公敵，全人類必須齊
心合力共同應對。疫苗不應該成為獨家專

有，牟取暴利的產品。中國承諾疫苗的銷
售不會謀取暴利，對於貧困國家還會捐贈。
至今中國已出口超過三億劑至世界多個國
家和地區，多國領導在感受雪中送炭之情，
也率先公開接種中國疫苗。

反觀美國在新冠疫情肆虐之時，還囤
積了約二十六億劑的疫苗，在世衞組織多
次呼籲之下，才宣布捐出八千萬劑疫苗。
當兩腋插刀的準盟友、世界最大疫苗生產
國印度面對新冠疫情肆虐，急需原材料生
產新冠疫苗時，美國居然以國內生產法為
由，不肯供應製造新冠疫苗的原材料給印
度，可謂冷血之極。其他西方國家的冷血
程度也不遑多讓。以較富裕的財力購買及
囤集遠超過本國所需的疫苗，造成疫苗分
配極不公平。

中國擔起了大國責任

當全球抗擊新冠疫情面對重重障礙時，
中國挺身而出擔起了大國責任，貫徹人類
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向其他國家提供力所
能及的協助，同時有效阻遏富有大國及大
藥廠借疫發財，或以疫苗作為工具脅迫弱
小國家，撈取地緣政治利益的機會。

目前，世界醫藥市場為歐、美所壟斷。

在利潤誘因驅動下，有新藥研發的方向偏
向以控制病情，而非治病的現象。目的是
讓病患者需長期服藥，如此，藥廠就可賺
取最大的利潤。但這就造成了特別是貧困
國家的人民及國家的困境。而中國醫療、
製藥方面若本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在這方面進行研發及執行，當可在某種程
度上糾正此偏差。

中國過往出現的醫療水平低、服務水
平差、看病難和看不起病問題，原因在於
整體醫療水平、管理落後所致。新冠疫情
爆發初期，內地醫療系統也曾發生一些管
理、溝通問題。但在中央政府統籌調度下，
內地醫療系統展現出強大有效的執行及管
理能力，展現出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的精神，還看到不少醫務人員為他人而犧
牲的感人故事。

相信，中國的醫療服務及醫務人員態
度及服務精神，會因這次疫情而得到極大
的提升。疫情亦展現了中國生物醫藥水平
的躍進，應對災難的應變能力，醫療制度
及管理的提升，擔當大國的責任。同時
也展現了中國和平發展，與帝國主義靠
戰爭、殖民、掠奪、剝削崛起，完全不同
的情況。

時事評論員

連日來，廣州疫情牽動
着人們的心。作為國家的 「南
大門」 ，這座常住人口超
過1800萬的國際大都市，正
在爭分奪秒與病毒賽跑，嚴防

疫情外流，守護國家安全。
為什麼變種病毒株B.1.617.2（Delta）會在廣

東出現社區傳播？這幾天，大家都了解到一個信息，
那就是 「廣東為國擋病毒」 ，而廣東的重任又主要
落在廣州身上。目前每天全國入境人員90%在廣東，
全省有300多個集中隔離點，每天被隔離人員有近
3萬人，為此服務的工作人員有近2萬人。可以說，
他們每天都在與病毒交鋒。在國家抗疫成功的背後，
廣東作出了特殊貢獻。

展現出英雄城市的品格

木棉花是 「花城」 廣州的市花，又名英雄花，
一如這座英雄城市的品格。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在武
漢爆發後，廣州醫護工作者聞令而動，逆向前行，
馳援湖北。84歲的鍾南山院士以其戰士的勇敢無畏、
學者的錚錚風骨和懸壺濟世的仁心仁術，感動無
數國人。在最近廣州抗疫過程中，也湧現出不少
令人淚目的感人事跡，產生了許多溫暖人心的鮮活
圖景。

自5月21日荔灣區出現本土確診病例以來，廣
州迅速行動，多個區域陸續展開大規模核酸檢測。
醫護工作者頂着酷暑和暴雨，穿着悶熱的防護服，
戴着起霧的護目鏡，夜以繼日地工作，衣服被汗水
浸透，讓人心疼。一張醫務人員冒雨為市民採樣、
頭頂着紅色塑膠櫈 「擋雨」 的照片登上了熱搜。 「我
報名，通宵也可以！」 廣州志願者群的聊天紀錄刷
屏網絡。13萬名志願者奮戰在抗疫一線，哪裏有需
要，哪裏就有他們的身影。部分社區實施封閉管理
後，居民積極回應政府號召，嚴格居家隔離，足不
出戶，社區工作人員協助做好物資保障。烈日炙烤

下，市民自覺排隊，沒有怨言。
前幾天看到這樣一則新聞，道路兩旁分別排着

兩條隊伍，仔細一看，這邊隊伍正排隊做核酸檢測，
對面那條則是排隊買燒臘。這就是熱愛生活、樂觀
豁達的廣州人！他們說： 「淡淡定，有錢剩。」 疫
情很快就過去了！政府的決心、醫護的專業、人民
的達觀，共同構成了疫情下廣州依然井然有序的積
極畫風。

重建香港包容仁愛精神

廣州抗疫的場景不禁讓我聯想到香港。過往大
家十分珍視的 「獅子山精神」 ，就是艱苦奮鬥、努
力打拚，就是開拓進取、靈活應變，就是同舟共濟、
守望相助。然而，香港近年來受到社會事件影響，
社會變得分化對立，家人朋友間的關心變得淡薄，
大家似乎正在背離和拋棄傳統的獅子山精神。

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責怪政府這裏做得不夠、那
裏做得不好，處處牢騷抱怨，卻沒有想想自己可以
為香港貢獻什麼力量。一個社會的發展，不能單靠
政府或某些團體，而是需要政府、民間和工商界齊
心協力共同建設。尤其是防疫抗疫這樣事關千家萬
戶、每位市民生命安全的大事，更需要人人支持，
人人出力。

香港是個移民城市，雖然有原居民，但我們大
部分人的父輩、祖輩都是來自廣東、福建、上海等
地，因此，香港這個城市是包容的，香港人是有愛
心的。然而，在過去幾年的社會事件中，我們看到，
一些人排斥新移民、排斥內地人，以往那種包容和
仁愛精神消失不見了，實在令人痛心。

疫情仍未結束，我們要在疫情防控新常態下繼
續生活。我們為廣州加油，在萬眾齊心抗疫下，相
信廣東有能力在最短時間打贏這場疫情防控戰。我
們也期待香港重新煥發 「獅子山精神」 ，重新回復
成為一個友愛包容、和諧繁榮的共同家園。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聯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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