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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峰王承天

慶祝中國共產黨誕辰賦詩三律
（一）

九九年來肝膽真，歡欣鼓鼓慶華辰。
興邦反霸心昭日，強國科研志革辛。
北斗星通巡玉宇，宏圖絲路澤生民。
紅船舵手傅青史，磅礡錘鐮萬戴新。

（二）

百載先賢薦血行，紅船燈亮播光明。
承前啟後宏鬥志，救國興邦壯激情。
不忘初心揚正氣，更揮巨擘拓新程。
神州築夢絲路廣，舉世民和樂太平。

（三）

碧血丹心九九年，傳薪有繼慰先賢。
滄桑幾歷抒豪氣，雷雨交加視等閒。
救國抗倭驅魑魅，興邦開放壯波瀾。
經綸偉略有舵手，習習和風不夜天。

《陳薇新冠疫苗》
病毒瘟情四海傾，衛生災害虐蒼生。
花旗政客慌無策，草料官僚畏競爭。
武略文韜培壯志，忠貞智慧育精英。
最佳防治方針確，院士陳薇疫苗呈。

返步奉和
逸峰兄《陳薇新冠疫苗》/老頑童

逢凶化吉救星呈，古國人才勝美英。
學藝西洋專切切，揚光故里直爭爭。
新冠疫禍騷塵世，解藥針苗護眾生。
川普葡萄酸帶澀，心惶手亂玉山傾。

靈子

香港迎來止暴制亂機會
「香港景致更佳，全部

實力派……香港幾好都有，
我點捨得走！」相信跟筆者
一樣在香港居住超過三十年
的人，一定都會記得這句廣
告歌詞。這首廣告歌亦是
八十年代香港移民潮的印記

之一，見證了香港人在那個黃金時代下對回
歸祖國表達出的自信和期盼。而在香港《國
安法》獲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特區政
府於當晚刊憲公佈，即日生效後，筆者腦海
中便一直反覆哼唱著這幾句歌詞，「香港幾
好都有，邊那捨得走」。

事實早已證明，香港在回歸後不僅經
濟、社會得到了跳躍式的發展，同時得益於
國家「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香港經濟亦被激發出更多的活力。當年
那些誤信謠言移民他國的港人，到頭來只能
「空悲切」，徒自悲傷。（可參考《港真》
早前文章﹕「中國來去自由」）

惟亂港勢力及反對派政客回歸後仍未肯
善罷，更以鼓吹所謂的「自決」與「港獨」
意識，蠱惑年青一代，令香港成為國家安全
的隱患。因此這次中央為香港立法可謂是正
本清源，從源頭上遏止了亂港勢力擾亂香港
社會、荼毒年青一代的邪惡用意，亦給予了
特區政府最好的「武器」，為止暴制亂，社
會早日回復秩序和平靜提供了機會。

事實上，從一眾反對派議員及亂港分子
頭目近日忙不迭地與「黑暴」割席，甚至譴
責亂港暴徒的暴力行徑等都可以看出，《國
安法》已顯初效；而前香港眾志常委羅冠聰
等人在《國安法》出台後不到一日便潛逃外
國等事例亦反映出，亂港勢力有作鳥獸散之
趨勢。相信當特區政府逐步落實《國安法》
相關規定及警隊成立國安處後，亂港勢力將
再無生存空間，試問能怎不讓人在心中輕哼
「香港幾好都有」呢？

惟部分西方國家似乎仍未肯放棄「亂
港制華」的意圖，仍提出放寬居留權、支援
香港人權等理由，妄想藉著引發新一輪移民
潮，來擾亂香港社會穩定。同時間，這些西
方國家近期更不斷散播所謂的「走資潮」，
妄圖打擊香港金融市場的穩定，影響市民對
特區政府的信心。

不過，無論從國際投資者及國際社會
的反應來看，《國安法》不但是得到全港市
民廣泛的支持，更是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
同。這點從53個國家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共
同發言支持香港國安法，就反映出公道自在
人心。誠然，放眼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會容忍在自己的領土上長時間存在國家安全
漏洞，而當香港將國家安全漏洞補好後，必
然可以藉著「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規劃再創經濟奇跡，未來香港的景致必定
會變得更佳，試問誰還捨得走？

李秀恆

國安組班速　港止暴可期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二十次會議於上週二（30
日）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法》，並列入基本法
附件三，其後特區政府立即
將該法案刊憲，並於當天晚

上宣佈正式生效實施。至此，香港長期於國
家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漏洞及隱患終被堵
上，這不但結束了香港回歸23年未能對國家
安全問題立法的難題，亦使執法機構得到了
對抗「黑暴」的強大「武器」，令市民看到
了有效止暴制亂的曙光。

筆者認為，港區國安法是中央對「一
國兩制」行穩致遠所提出的新要求，只要港
人不踰越及挑戰「一國」的底線，不觸犯分
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等四項危害國家安全
的極端嚴重罪行，日常生活根本不會受到任
何影響，而寫入無追溯力的條文則有利社會
化解矛盾，重新出發。此外，從國務院和特
區政府迅速完成與國安法相關人事任命也可
以看出，中央對落實國安法的堅定決心，若
其他國家的反華勢力仍妄想借香港事務製造
事端，對華施壓，恐怕只會自食惡果。

亂港制華 癡人說夢 
國務院於上週五（3日）任命中聯辦主

任駱惠寧為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廣東省委常
委鄭雁雄為駐港國安公署署長，李江舟和孫
青野為副署長。同日，特首林鄭月娥任命劉
賜蕙為特區政府警務處副處長，擔任警務處
維護國家安全部門的負責人，而港區國安委
及律政司負責國安案件檢控的部門亦都相繼
成立。特區政府更透露，由林鄭月娥擔任主
席港區國安委，將於稍後時間召開第一次會
議，全面推展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要知道，上週五僅是港區國安法生效
的第三天，如此迅速地完成人事任命工作，
一方面顯示了中央在推動國安法立法前，已
對相關人事安排有了周詳的部署，獲委任的
官員不僅具備豐富的國安工作經驗，亦熟悉
香港的情況，相信在執法、檢控等機制逐步

成型後，香港國安機構能發揮足夠震懾力，
遏止「黑暴」及意圖顛覆國家政權的極端暴
力分子的活動，令社會秩序回歸正常。

另方面，人事任命如此快速完成，亦
突顯出中央和特區政府在落實國安法上的緊
密配合，盡早令相關負責人全部到位，以確
保法律能夠馬上有效落實。惟部分西方國家
仍欲借香港事務挑起事端，更藉暫停與香港
的引渡協議，以及禁止出口軍事用品等理
由，把香港內部事務政治化、國際化，以圖
向中國政府施壓。

可是放眼世界，有哪一個國家會容忍
在自己的領土上長期存在國家安全漏洞？所
以，這些西方國家的官員和政客在批評港區
國安法時，不但存在著明顯的雙重標準，亦
曝露了其「亂港制華」的意圖。正如特首林
鄭月娥指出，外國官員和議員批評《港區國
安法》，認為立法要經過香港立法會的程序
是「癡人說夢話」。

整頓教育 刻不容緩
正所謂「蓋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

而難於法之必行」。目前香港已有了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例，行動部門及檢控部門亦正在
組建，未來如何令各部門各司其職，竭盡所
能執行香港國安法的規定，將會是維護國家
安全和香港社會繁榮的關鍵。

不過，從警方早前公佈的拘捕數字可
以看出，現時不少心智未成熟的年輕人被亂
港勢力煽惑，以為通過違法暴力的手段便能
達成所謂的民主訴求。因此特區政府在落實
國安法的同時，亦要狠抓教育，從源頭上阻
斷「港獨」和分裂國家的歪風邪氣在校園內
散播、氾濫。事實上，教育工作同樣是維護
國家安全的重要一環。特區政府未來除了要
考慮將中史科重新納入中學必修科外，還要
加強對中國現代史和《基本法》的教育，統
一編寫教學準則，培訓合資格的前線教師，
只有正本清源，才能重建年輕一代正確的國
家觀及價值觀，讓年輕人真正學懂分辨事非
黑白，守法識禮。

作者為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謝如意

偽善與自作聰明者總很懸
世界上誰最吊兒郎當和

猥瑣膚淺？是偽善和自作聰
明者。這些偽善與自作聰明
者的命運總是懸、很懸！

看看在「國際警察」
之名的美國政局裡，那發動
侵略伊拉克戰爭的首腦奧巴

馬，竟能獲得世界諾貝爾「和平獎」令人
啼笑皆非；看看那死硬要抱住美國的大腿
搞「台獨」的蔡英文，獲得連任的能耐就
是心裡慌慌地訓練如何快速從台灣逃跑，
真是貽笑大方。

從國內外這兩者看出，凡是偽善和
自作聰明的人，往往都是「腦殘」又自以
為是聰明透頂的人、是吊兒郎當胡作非為
變本加厲的人、也是命運很懸，隨時都會
跌落生活的萬丈深淵的人、是色厲內荏的
「紙老虎」！

這些為非作歹的人為什麼總要以偽
善的面目出現？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鼓吹
「自由、平等、民主、博愛」娓娓動聽，
還是許多包藏禍心的人也屢屢兜售貌似
善的口號，比如什麼「獻愛心」、做「慈
善」而斂財振振有詞，都說明他們心底裡
也明白，善，是世界人民共同景仰和追求
的，只有依靠善才有號召力。然而，不幸
的是他們的虛偽。因為他們的一切「善」
論偽裝下的行動，卻是以「善」欺世盜名
的謀私。他們這種自作聰明的偽善行為，
是世間最大的惡！其惡根就在於他們「自
作聰明」地把「善」作為對人類進攻的缺
口，他們樂衷於一手策劃和導演偽善作惡
的人間鬧劇與悲劇。這樣一種偽善和自作
聰明的人的命運之所以很懸，是因為這種
人言行不一陽奉陰違不得人心、是因為他
們荒謬絕倫自相矛盾自取滅亡！

因此，這樣一種人與全世界腳踏實地
造福的人形成截然相反的對比。他們都是
談起話來天上地下好像無所不能般地「高
水平」，但是做起事來總是「不著調」很
怪異也很「另類」；他們敢「不靠譜」為
非作歹「冒天下之大不韙」。他們肆虐的
地方，就是民眾被他們搞得烏煙瘴氣、處
在水深火熱的地方：高度壓制下令人難以
揚眉吐氣十分鬱悶、嚴重剝削下的赤貧使
人負債纍纍舉步維艱、天良喪盡的唯利是
圖的「赤裸裸的金錢關係」「窮得只剩下

錢」或如一絲不掛「窮得叮噹響」，成為
社會的「扶貧對像」。

這些偽善的人儘管「自作聰明」，
但的確也有幾分「聰明」。因為全球那些
自以為是「識時務」的人，就是最容易讓
他們的「自作聰明」「得手」的人。這些
「識時務」的人，就是「自作聰明」者相
準他們的弱點後，將表達蔑視和侮辱的
中指尖沾上一些蜜，然後叫「識時務」
者「聰明」地張開嘴巴，接著把中指輕鬆
直插到「識時務」的喉嚨裡，在讓「識時
務」者「享受」吃蜜的「快樂」時，其實
已經被偽善和「自作聰明」者「聰明」
「得手」侮辱到家了。這些「識時務」的
人吃了這樣的「蜜」，就像無知的魚兒吞
下了「釣餌」一樣，「幸福」只在瞬間，
馬上就要「命歸黃泉」！

這也像有些流氓和強盜頭子，他們
以一些可以得到分贓款的「利益」，誘惑
「識時務」的人去陰謀得到「分錢」，卻
唆使這些自私愚昧貪婪無恥卻又自以為是
「識時務」的人們去幹違法犯罪的勾當，
蠱惑他們去充當提供假證的罪犯、去當罪
惡者作惡的工具當「陪葬」者還「趾高氣
揚」，「喜氣洋洋」。殊不知他們的一腳
已經踏入死亡的邊緣了！

偽善與自作聰明者總很懸！這樣一種
偽善和自作聰明者的言論行動總是詭異乖
張，他們的命運總是很懸很懸，就像一個
差點兒窮得光屁股的「窮光蛋」，應是聯
繫一群不務正業的人湊成一個「丐幫」，
幻想依靠當「丐幫」的頭「呼風喚雨」
「偷天換日」；妄想通過跟人瞎起哄當
「丐幫」的乞丐而得到「分錢」「分一杯
羹」以苟延殘喘。實際上，他們因此難逃
「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命運，難免墮落
到他們身敗名裂禍及子孫的深淵！

偽善與自作聰明者總很懸！大到不
可一世如美國的總統或做著當「兒皇帝」
成「女皇」夢的人，小到社會上一些「名
不見經傳」又傻傻地要「逞英雄」或「附
庸風雅」的無名鼠輩，都是一群「可憐巴
巴」又「臭氣烘烘」的「人渣」，實在是
該讓正義的「暴風雨」早日到來，以便蕩
滌這些腐朽墮落的的「污泥濁水」，還我
們世界和生活無窮的溫馨與潔淨的天地！

寫於2020年7月9日晨

鍾藝

「外交」對等
古藉《公羊傳》上

記載有一則外交趣事：
「郄克眇，季孫行父
禿，孫良夫跛。齊使跛
者逆者，禿者逆禿者，
眇者逆眇者。」

譯成白話文是:「晉
國的郄克是個『獨眼
龍』，魯國的季孫行父

是個沒頭髮的禿子，衛國的孫良夫是個踮腳
走的瘸子。這三個人同時出使到齊國去。齊
國相應地派出三個外交大臣，也是一個瞎
子、一個禿子、一個瘸子，去迎接他們。」

這則記事之有趣的地方是：晉、魯、
衛三國派出的外交使臣竟然是「殘疾人
士」，而齊國妙在於來個「外交對等」，同
樣派出瞎子、禿子、瘸子予分別接待。

閣下不用犯疑，俗語說：「天下無奇
不有。」最近，中國寶島台灣就發生一件類

似的「外交」趣事。據香港中通社七月二日
電：「七月一日，台灣「外交部」部長吳釗
燮在記者會上宣佈，已於今年二月二十六日
與非洲索馬里蘭「外長」在台北賓館簽署議
定書，雙方同意以「台灣代表處」與「索馬
里蘭代表處」名稱，互設代表機構，台媒自
嗨謂「外交突破」！

二月份發生的事，緣何到七月份才公
佈？原因，外人不知道。但是，肯定存在
不少「內情」。據中通社的電文介紹：「資
料顯示，所謂索馬利蘭共和國，實際控制原
索馬里十八個省份中的五個，一九九一年在
索馬里內戰後宣佈獨立，但不被國際社會承
認，迄今被公認為索馬里聯邦共和國的自治
區之一。至於，為什麼索馬里蘭共和國不被
國際社會承認呢？一些台灣「名嘴」干脆揭
其「老底」，直指它是「海盜國家」。

與一個非洲貧困的「自治區」建立
「互設辦事處」的關係，不知台灣執政當局

有什麼值得驕傲和吹牛的？！除了花
錢之外，能企盼海盜予台灣商船保護
嗎？

中國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
長張文生挪喻道：「跟一個不被承認
的地區建立「邦交」關係，只能說
台灣與索馬里蘭具有同病相憐的感
覺。」。這種「外交」對等，猶如文
前所述的，殘疾使者對殘疾使者一
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