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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活動回顧

成員一同參加《百年偉業‧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周年》大型主題展覽。一起參觀一起討論，讓
我們更全面認識國家的發展，更清楚同伴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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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言智庫」五月份合辦「致知論壇」，邀請香港大學陳志武教授

對未來局勢進行分析

台下發問者眾，事後媒體關注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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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海報

工作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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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一  

敢言 2021 敢向 2022

2021 年，肖牛，數十名敢言者「勤力過牛」，先

後發佈了超過 150篇文章，製作了逾 100個小時的視

頻節目，舉辦了多個標誌性活動。因為 2021年有太

多令世界、令香港難忘的事，「就是敢言」為當中大

部分事件留下了意見與觀點。

「就是敢言」由幾位熱愛點評時事的青年人發起，

藉由分享對時事的觀點，互相啟發大家對社會，對國

家的看法。後來得到社會力量的支持，我們可以提供

更多元化的平台，讓更多有志關心社會的青年朋友一

同敢言。

香港過去一年仍然受困於反覆的新冠疫情，國家

也在防疫與中美持續角力當中，世界多國則在疫情中

手忙脚亂。我們看到不同做法有不同的效果：香港

去年疫情管理中規中矩，運動員在東京奧運爭金奪

銀，選委會選舉、立法會選舉在完善選舉制度後順利

舉行。國家對疫情的處置雷厲風行，喜迎中國共產

特 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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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稿一

黨成立 100 周年慶典，又為世界籌備了讓人驚羨的

2022冬季奧運會。而西方世界在探索「與病毒共存」

的模式上付出沉重的代價。我們的敢言者，在一件件

關鍵時事上發表意見，陳述立場，無論是《香港人主

場》《時事敢講》還是一篇篇評論文章，都是我們對這

段歷史的註腳。

儘管疫情讓我們難以拓展大規模活動，「就是敢

言」在去年仍把握一些疫情放緩的黃金時間，策劃了

一系列活動：一年一度的培訓班請來了葉振東博士、

全國港區人大陳勇先生、嶺南大學歷史學家劉智鵬

教授等重量級嘉賓為學員分享各方面的專業知識，讓

我們在評論時事時不至於泛泛而談。

我們也積極拓展社區服務，去年推行「專業入社

區」計劃，三次透過互動講座形式，將專業知識帶入

社區，分享健康保養、義工培訓、財務規劃等多主

題，社區回響良好，疫情過後將會繼續拓展相關服務。

疫情讓我們無法跨地域訪問交流，但無阻「就是

敢言」的「冒險精神」。我們 2021年做出新嘗試，聯

合上海市海峽兩岸交流促進會、台灣嘉義大學、世

新大學、香港致遠基金會等團體，透過互聯網合辦

《我的城市印象》滬台港短視頻創作比賽，還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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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印象》港台青年民意調查研究。其中短視頻創作

比賽吸引三地 10多組成功入圍的作品，並在快手、

Youtube、 Facebook等多個平台，累計錄得超過百萬

人次的點擊播放量。而民意調查也反映了港台兩地

2,000多位年青朋友對彼此的印象，對推動港台進一

步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受到港、台多個媒體的

關注。

2021年艱難又充實，誠如開篇所言，我們「勤力

過牛」，「就是敢言」是個人數不多的中小型團體，但

穩步向前，走過了充滿挑戰的 2021年。

2022年，肖虎，新冠疫情第五波來勢如猛虎，感

染人數在正月期間不斷上升，這一年顯然又將有很多

新挑戰。但無論世道如何，敢言者都將繼續團結，敢

言敢行，繼續為 2022年留下紀錄。

 《敢言集 2021》編輯委員會

 壬寅年元月十五日 (公元 2022年 2月 15日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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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5日，向寶達社區保安員派發防疫物資

敢言 2022 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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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5日，向安利社區染疫居民派送抗疫物資

3月 9日，執委會代表郭浩景、吳志隆將一批抗疫物資分發到太
古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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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0日，高松傑副主席在影視名人楊明陪同下，向九龍城區多
間中學捐贈抗疫物資

3月 10日，向天水圍社區捐贈一批抗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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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敢言向有需要的會員提供抗
疫物資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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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1日，支援全港抗疫聯盟防疫物資包裝行動

4月 7日，向觀塘清潔工友捐贈抗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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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5日，向全港抗疫聯盟捐贈一批抗疫物資

4月 16日，敢言者親自攜物資探訪基層染疫家庭

4 月 16 日，「就是敢言」提供 300 份物資福袋，經民建聯大埔支
部派送給大埔基層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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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2日，向寶達社區事務促進會捐贈快測盒

4月 22日，向藍田啟思幼稚園捐贈快測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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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2日，向中華基督教協和小學捐贈快測劑

5月 6日，在觀塘區議會柯創盛主席陪同下，向區內學校捐贈檢
測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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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6日，在觀塘區議會柯創盛主席陪同下，向區內學校捐贈檢
測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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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二  

逆境踐行！ 
「敢言」在疫情中與香港同行

《敢言集》按照傳統應在每年第一季度推出，但

2022 年延到了年中才面世，這中間的時間，所有敢

言者與香港市民一同經歷意料之外的第五波疫情。

作為青年智庫，敢言踐行是我們的信條。很多敢

言者來自社區第一線，每日與民意同呼吸，面對來勢

洶洶的第五波疫情，甚至很多敢言者也不幸染疫，執

委會快速籌措抗疫資源支援會員，對市民在疫情初期

缺乏物資的困難更有感受。困難在前，敢言者不能只

是坐而論道，也要勇於踐行，與社會同脈搏。

執委會決定快速支援抗疫第一線，透過自行購買、

接受捐贈等形式，收集大批抗疫物資，與我們的友好社

區網絡結合，先後 10多次將物資分派到 10多個受疫

情威脅的社區，也發動逾百人次的義工行動，支援全

港抗疫義工聯盟的義務工作。我們鼓勵敢言者在保護

自己的前提下親歷疫情中的點點滴滴，為敢言者的輿

論工作提供更多深刻的體會，言論與民意「同聲同氣」。

特 稿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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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一個中小型的青年智庫，「就是敢言」沒有

很豐厚的財力去做大規模的慈善活動，所以我們集中

資源支援敢言者持續服務的社區，還有特別照顧未能

享用到大規模慈善資源的人群，以及配合地區性、全

港性的抗疫工作，讓我們的一份力量能夠有效發揮，

服務社會。

農曆新年後的 2月 24日，我們展開第一場社區

支援活動，安排成員支援東九龍藍田檢測站的工作，

翌日（25日）又帶同物資前往觀塘寶達社區，支援會

長洪錦鉉的社區工作，將檢測包等抗疫物資分配給社

區內的保安員，因為他們長期暴露在人群當中，工作

風險相對較高。

3 月初我們將活動擴展至敢言者長期服務的安

利、太古社區，此後副主席高松傑邀請影視明星楊明

先生共同向九龍城區多家中學捐贈抗疫物資，其後又

向全港抗疫連線捐贈物資，又發動敢言者在 3月底支

援全港抗疫連線的全港抗疫物資包裝行動。

3 月 16 日，就是敢言向民建聯大埔支部捐贈一

批物資，包括藥品及檢測劑等，支援區內 300戶染疫

居民，副主席許小哲、吳志隆更帶領一批敢言者將物

資送到居民手中。我們要特別鳴謝健鶴藥業的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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墅先生慷慨捐贈一批檢測劑予「就是敢言」，用於社

區救助用途。

踏入 4月份，疫情逐步受控，學校陸續復課，「就

是敢言」先後收到多家學校的求助，執委會即時籌集一

批物資，分派到多家學校，受惠機構包括幼稚園、小學

及中學。5月初更在觀塘區議會柯創盛主席陪同下，向

藍田區多家學校捐贈檢測劑。此外，我們了解到東九龍

的清潔工友對抗疫物資需求較大，我們經觀塘區議會配

對，在 4月底向前線清潔工友捐贈一批抗疫物資。

就是敢言的社區支援行動秉持「將關心留給最需

要的人」，行動由主席盧業樑、會長洪錦鉉、執行主

席陳曉鋒博士帶領執委會全力推動，王冠墨、許小哲

等會員慷慨解囊，共成其事。

我們欣見疫情在踏入 5月逐步放緩，社會漸漸恢

復活力，選委會也選出李家超先生成為候任行政長

官，香港是否要迎來否極泰來？「就是敢言」祝願新

一屆政府可以儘快穩定疫情，恢復經濟發展，讓市民

繼續相信「始終都係香港好」！我們也將繼續在自已

的本位上為香港的發展敢言踐行。

「就是敢言」執委會

2022年 5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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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祝賀香港青年輿論團體「就是敢言」的《敢言集

2021》新書出版。

「就是敢言」2018年成立時，我也曾出席其成立

典禮並擔任主禮嘉賓之一。早前，該書編委會吳志隆

先生跟我聯絡並特別告訴我「就是敢言」自成立以來

每年都會出版一本《敢言集》，輯錄上一年度優秀文

章，回顧社會焦點並藉此為新一年提供寶貴參考經

驗。話畢，他便請我為今年度《敢言集》作序並給我

寄來了邀請函和該書的審編稿。我閱讀這些稿件後

心想，年輕人能夠自覺每年為自己做一個工作總結真

的是一件非常值得鼓勵的事，因此，我便欣然答應了

吳先生的請求並立即動起筆來。

「就是敢言」是一個以發掘和培養敢於據理力爭

的評論人才，散發積極正面的輿論，為社會注入正能

量，並積極建言獻策，推動政府施政更符合民意的愛

國青年團體。四年多以來，該團體貫徹成立宗旨，各

譚耀宗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及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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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們敢於發聲，積極在各大媒體平台，透過文字、

視頻、民意調查和座談會等不同形式，表達對社會時

事的關注與發表眾多的有益建議，不斷為香港社會注

入新鮮正能量。經過全體成員的深刻耕耘，「就是敢

言」部分論述已經成功走出香港，並獲內地、台灣及

世界各地華文媒體採用，「就是敢言」全體成員讓香

港人的聲音走得更遠更廣，成績有目共睹。

同一時間，香港經歷了修例風波和當前的全球新

冠疫情大流行的艱難過程。幸得中央採取一系列標

本兼治的舉措，堅定推進依法治港，落實「愛國者治

港」，從根本上保障了「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香

港局勢才最終實現了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

2022年是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的重要時刻，完

善選舉制度已經為香港社會帶來了清新開闊的新氣

象，標誌著香港正式進入由治到興的新一頁。在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背景下，我衷心希望「就是敢

言」全體成員都能夠繼續做有擔當的愛國有為青年，

始終為國家發展利益敢於發聲、為香港市民福祉敢於

發聲；致力團結廣大的香港市民，凝聚社會各界的每

一份力量，一齊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出力，推動

歷史性變革，爭取歷史性成就，譜寫新的歷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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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英國政客扭曲聯合聲明 道德良心何在 
— 給英國外相藍韜文的公開信（一）

盧業樑

英國外相藍韜文先生 台鑒：

近半年，英國頻頻借《中英聯合聲明》（下稱「《聲

明》」）對香港問題說三道四，你們一再發言，要求英

國政府介入香港事務，提出英國「不論在法律或道義

上都要對香港負責」。

在討論《聲明》之前，你們如果對《聲明》簽署

之時香港的社會環境隻字不提，對《聲明》的歷史背

景—大英帝國搶佔香港 156 年的歷史避而不談，

對中國百年的民族苦難視而不見，那麼是否有理由

懷疑：你們及各位英國政府首腦（包括首相約翰遜先

生）一見到香港有風吹草動就拿出這 2,000字不到的

《聲明》做文章，「一葉障目，不見泰山」，騙了香港

民眾，騙了全世界，連自己都騙了。

本人試圖回顧《聲明》簽署前後，香港社會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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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政治狀況，以及大英帝國奉行殖民主義、販賣鴉片

的歷史事實，為以上懷疑尋一個客觀公道的答案。

港英治下的香港「民主」

你們指責香港國安法違反聯合聲明中的香港高度

自治及司法獨立，我有必要跟你們一起回顧，看看港

英治下香港是否有「民主」和「自治」。

香港 156 年殖民統治期間，香港總督受英國皇

室委任，手握所有權力，只須接受行政和立法兩局諮

詢。歷數港英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 1940-60年代在

任的 35 位議員中， 11 位來自滙豐、怡和、和記、

太古及嘉道理等英資銀行、洋行（佔 31%）；1970

年代在任的 24 位議員中，英資大班就佔了 9 位（佔

38%）；1980 年代在任的 26 位議員中，仍然有 8 位

（佔 31%）。至於立法局議員，不僅全部由港督委任，

毫無民主成分，且官守議員始終佔據多數，非官守議

員也以英資洋行大班為多。甚至在《中英聯合聲明》

簽署的 1984 年當年，總督委任的 30 位非官守議員

中，仍然有渣打銀行、太古洋行、大東電報（英資老

牌電訊公司）等大班的身影。同時，立法局的功能和

今天也大相徑庭，總督作為立法局主席，主持立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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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掌握真正的立法權和財政審批權，立法局僅僅

起輔助和諮詢作用（註：立法局主席一職一向由港督

出任，但自 1993年 2月起，該職由議員互選產生的

主席擔任。上述議員總數不包括港督在內 )。

1982年，你們的戴卓爾夫人在北京面見鄧小平，

中國政府明確表示將收回香港，這才會有後來的《中

英聯合聲明》，而其內容也只是有關香港應如何在

1997年回歸中國。

《聲明》簽署之後，在港英政府的主導下，香港開

始所謂民主化改革。 1992年彭定康上台後， 1993年

總督不再出任立法局主席，立法局地位快速提升，到

1995年形成由 60位議員經全面選舉產生的代議制立

法局。

在政改刺激下，香港政黨飛速發展— 1992 年

「民主建港聯盟」成立， 1993 年「自由黨」成立，同

年「香港民主同盟」和「匯點」合併成為「香港民主

黨」，1994 年「香港協進聯盟」成立，1996 年「前綫」

成立， 1997 年「民權黨」成立再加上已經成立的「自

民聯」、「民協」、「新民盟」、「穩港會」等，如今在香

港政壇上活躍的政黨在這個階段基本上都出現了。

眾所周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英國開始在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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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推行民主，留下傀儡操縱選票，繼續掌握當地的資

源和經濟命脈。英國自《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日起

在香港處心積慮的「政改」，居心何在？你們故伎重

施，在香港佈下層層政治陷阱，令回歸後的香港隱患

重重，為的不是香港百姓福祉，哪裏有一絲的道義

和責任？如今，你們反過來要替香港爭取民主、履

行「道義和責任」，你們的良心不會痛嗎？（未完，明

日續）

文章原刊 2021年 1月 25日《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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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英國政客扭曲聯合聲明 道德良心何在 
— 給英國外相藍韜文的公開信（二）

盧業樑

紳士與罪惡—中國鴉片之殤

再往前細數，更多塵封在歷史裏的問題將繼續叩

問你們的良心：為什麼《中英聯合聲明》在討論香港

問題，而不是曼徹斯特的問題？如果中國人到曼徹斯

特販賣鴉片會有什麼後果？中國人要求鴉片在英國

合法化經營，你同意嗎？

當年英國侵佔香港，向中國販賣毒品，何來的道

義和責任？你們奉行殖民主義，奪走我們的白銀，搶

走我們的土地—這是中國被強盜侵略的民族傷痛。

面對物產豐富的中國，你們買走中國的茶葉、絲

綢和瓷器，而英國的洋貨在中國沒銷路，大量白銀流

向中國，你們便成立東印度公司，開始向中國出售產

自英國殖民地的鴉片。 1836年，你們經香港走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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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的鴉片已經達到每年 3萬箱之多，中國人被

鴉片毒害得個個面黃肌瘦、家破人亡，你們就叫我們

「東亞病夫」。

1838年 12月，道光皇帝派林則徐去廣州禁煙。

林則徐虎門銷煙後，你們仍不肯承諾以後不再販賣鴉

片。你們以保護在華英國人為藉口，向中國宣戰，爆

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

你們覬覦香港，滿腦子都是大英帝國的商業

利益。

1840 年，英國國會曾就攻打中國議案，展開三

日激烈辯論，主戰領袖為外相 Lord Palmerston，反戰

領袖為自由黨的 William Gladstone（後來兩位都曾先

後當上首相）。 Palmerston極力狡辯宣戰原因並非鴉

片，而是因為清廷侮辱了英國使節，必須保衛英國名

譽和僑民安全。不過，連當時的英國報章都不相信，

中肯地把事件定性為「鴉片戰爭」。Gladstone警告如

因鴉片而宣戰，英國將永遠蒙羞。可惜最後國會仍以

少票數差距通過動議。

經過第一次鴉片戰爭，我們不僅賠償了 600 萬

両白銀，還要割讓香港島。之後，你們又聯同法國發

動「英法聯軍之役」（又名「第二次鴉片戰爭」），火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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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進一步攫奪了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到了

1898 年，英國人又向清廷提出租借界限街以北至新

界和離島 99年的「拓展香港界址專條」，這完全侵佔

了整個香港這塊「殖民地」。

你們手握諸多「不平等條約」，維持在華享有的

「特權」，包括「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權」、「軍艦

行駛停泊權」、「沿海貿易權」等。上海、天津、漢口

等城市十二處租界，一直淪陷在你們英國人手中，直

到抗戰結束，所有「不平等條約」才完全廢止。

這就是你們口中「道義和責任」背後的歷史真

相，包含中國人的血與淚，中華民族的恥辱與傷痛。

以和為貴禮儀中國

你們統治下的香港，一向「洋尊華卑」，英國人高

高地騎在香港華人頭上；當年港島半山，不准華人居

住，直至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香港華人才可以在

此安居。直到今天，滙豐銀行、渣打銀行仍然是香港

的發鈔銀行，而滙豐銀行八成純利，仍然來自你們這

塊前「殖民地」。你想像過中國銀行跑到英國，能發

行英鎊嗎？能賺取八成純利嗎？

香港原本是中國南方的小漁村，能夠從你們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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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殖民地」，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享有「亞洲四

小龍」的稱譽，獲得美好成果，這不是你英國人的恩

賜，而是中國人艱苦奮鬥得來的。香港的發展，就是

一部近代中國血淚史和中國人奮鬥史的縮影。（續昨

日，明日續）

文章原刊 2021年 1月 26日《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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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英國政客扭曲聯合聲明 道德良心何在 
— 給英國外相藍韜文的公開信（三）

盧業樑

中華民族以農業立國，以德以禮管治施教，幾千

年來，本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則處事，同

域外國家民族和平共存；修築萬里長城，無非抵禦外

敵入侵，直至野心勃勃的外敵兵臨城下，國人才會毫

不猶豫地予以還擊。

眾所周知，西元 1405 年起，鄭和多次「下西

洋」，所率領的航海船隻就有兩百多艘，船員 2.5 萬

人，鄭和所乘坐的帥艦（「寶船」），排水量就達到

7,600噸，整個隊伍可以媲美現在的航母戰鬥群。鄭

和隊伍所到的地方，包括蘇門答臘、蘇祿等共計 30

多個國家，航程保守估計，遠達紅海、非洲東岸。

中國始終與世界共同繁榮

當時的中國國力強盛，但中國沒有選擇叫鄭和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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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別國資源領土，開闢殖民地，稱霸全世界。立國經

歷幾千年，中國人更知曉和平的難能可貴，既沒有壓

迫其他民族的野心，也沒有自認「天下第一」的狂妄

心，而是希望世界可以「和平共存」。當年鄭和下西

洋的目的，就是想把文明帶給世界，把先進技術傳授

予世界，讓整個世界共同繁榮。

英國學者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明確指

出，在近代以前的數千年裏，歐洲幾乎沒有自己的發

明與發現，而近代西方的科技及機械的源泉是在中

國。他認為，中國不僅開拓了歐洲中世紀的技術前

景，而且她的許多工藝支撐了歐洲的文藝復興、海洋

擴張和軍事革命，乃至支撐了英國的工業革命……一

個接一個歐洲劃時代的變革—印刷革命、發現美

洲、環球航行、伽利略革命和啟蒙運動等—都是

基於從東方借來的發明，再來做充分的發展。

請以道德良心作反思

英國經濟學家埃里克 L．瓊斯（Eric L. Jones）指

出，早在 10世紀的宋朝就揭開了世界性工業革命的

序幕；通過「戰爭與和平」（絲綢之路、蒙古征服、

鄭和遠航）的技術傳播，它就為歐亞大陸兩邊（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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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國和日本）向此方面的變化，準備了前提條件。

工業革命之後的歷史，相信你再熟悉不過，西方

繼續擴充全球市場，貿易戰爭爆發，進而西方帝國主

義殖民全球，開啟持續數百年的侵略殖民歷程。而中

國，因為滿洲人顢頇無能，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戰

火紛飛，生靈塗炭，割地賠款，被殖民被支配……直

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才漸漸找回自

己在世界的位置。

中學時代，我已在課本中學習《孟子 ‧ 論四

端》：「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今天，

若果你們仍然握著這紙飽含中國歷史最沉痛最恥辱

的百年記憶的《聲明》狂呼亂叫，是以問：你們有無

惻隱是非之心？你們的道德、良心和歷史責任何在？

順候台安

 盧業樑於香港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續昨日，全文完）

文章原刊 2021年 1月 27日《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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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立足大視角看「變革香港」

洪錦鉉

當我們在思考「變革香港」時，我們必須要知道

現在的香港！那麼，從什麼視角看香港？從什麼高

度看香港？從什麼維度看香港？從什麼時間軸線（縱

向）看香港？從什麼面向（橫向）看香港？從什麼心

理狀態看香港？未來幾篇文章，我將嘗試與讀者分享

所想所思。

唐朝韓愈《原道》：「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

天小也。」「坐井觀天」的寓言故事最早出自《莊子‧

外篇‧秋水》，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

拘於虛也。」即北海神若說：「對井裏的青蛙不能夠

與牠溝通討論關於大海的事情，是因為井口局限了

牠的眼界。」小學裏的井口小鳥與井底之蛙的對話故

事，更是眾所周知。井底之蛙堅持說，天只有井口

大，牠天天坐在井裏看天，絕不會錯的，牠寧願生活

在井裏。井口小鳥告訴青蛙，你錯了，天是無邊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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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鼓勵牠跳出井來看看。

還有一個成語故事《夜郎自大》，出自《史記 ‧

西南夷列傳》，夜郎是漢朝時西南地區的小邦，國土

小，只有一個漢朝的縣大，人口少，沒有什麼物產。

夜郎邦主一直以來受到他人吹捧，自以為國大人多，

天下最大。有一次，漢朝使者來到夜郎。他問使者：

「漢朝和夜郎哪個大？」

井底青蛙那狹小的視角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牠局

限了心境，以致不願跳出狹小的環境，迎接廣闊的世

界。更可怕的是「一地之主」互相吹捧，聽信吹捧，

自身產生錯覺，以為外在的一切都在圍繞自身轉動，

以致自以為是地產生非我不可的錯覺，「夜郎自大」

便是如此。

從自身看香港、看國家、看世界，外在是狹小

的，自己生活的香港是不可取代的。香港人曾經自

信，香港公務員效率世界最高；香港港口物流世界第

一；香港是一個禮貌之城；香港是一個購物天堂……

所以「大香港主義」一直困擾著香港人，而無視自身

優勢正在消失。年長一代生活在過去的風光，年輕一

代被教育成生活在想像中的過去的風光，無視中國內

地改革開放的變化。約在 1998年，深圳提出在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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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區合作發展高新科技園區的建議，被香港當時的

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拒絕，如今深圳的高科技發展已

拋離香港。至今還有不少香港人選擇性地拒絕正視祖

國的進步。無視中國的變化，也就看不到世界的變化。

從世界從國家從香港看自身，自身是渺小的，

自身雖然渺小，卻是敢於正視自身。「變革香港」的

討論，必須要扭轉香港人「港不港，中不中」的畸形

意識，敢於正視自身不足，就是要推動香港人從世界

從國家看清楚香港所處的位置，保護國家安全，思考

香港繁榮發展的方向，促進香港人生活在更公平的

環境。

文章原刊 2021年 2月 16日《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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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西方抹黑中國疫苗的文化因素

范逸豪

新冠病毒已經在全球範圍內肆虐超過一年，今天

的世界輿論焦點再不是某地每日确診多少，或某某地

方多少天維持 0 确診。現時全球疫情焦點均集中在

「疫苗」上。在全球眾多疫苗當中，中國研發的科興

新冠滅活疫苗無疑是當前最受全球關注及引起討論

的一支。「中國研發」、「有效率 91.25%」、「有效率

50%」、「有效率 78%」等褒貶不一的標籤均令科興疫

苗在這半年間成為輿論的中心。

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均開始接種不同國家研發的

新冠疫苗，香港也在 2月底開始進入接種環節，儘管

早前巴西總統受西方媒體消息影響而多次「唱衰」科

興疫苗，但因科興疫苗自身的各種優勢，巴西最終

還是在 1月 18日正式開始新冠疫苗接種，截至 2月

底，巴西已為醫護人員、原住民和老年人接種 845萬

劑疫苗。而疫苗接種效果良好，至今巴西並未出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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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疫苗導致的不良反應，獲得巴西官方、民間及專

業界別的一致好評。正如巴西球王「比利」早前以 80

歲的高齡前往接種並豎起大拇指讚好；巴西微生物

學專家甚至發聲稱：「我們現在擁有的是一支安全且

非常有效的疫苗，它十分適合巴西的現實情況。便於

運輸、存儲，不需要超低溫冷凍設備。這是一支真正

的疫苗，可以在巴西實現生產，它將切實為巴西的醫

療系統減負緩解巴西疫情。」

正所謂「行外看熱鬧，行內看門道」，一般大眾

看待一支疫苗很多時都是直接通過媒體宣傳，媒體

往往說「某某疫苗有效率百分之多少」，便直觀地以

該數據作為其「最終成績單」來評定其優劣。但事實

上，一支疫苗從無到有要經過研發、測試、各種臨床

檢測、數據分析、生產、運輸、儲存、獲批准接種、

受種者的反應等多個程式。非專業人士很難在茫茫

的數據當中，看清各款疫苗的優劣。某些媒體往往會

基於其政治立場的原因，對某疫苗在研發中出現的問

題進行渲染、誇張甚至抹黑，製造公眾恐慌，以達到

其政治目的。舉個例子：在早前的疫苗研發時期，部

分媒體報導中國製造的部分疫苗數據披露緩慢，從而

得出結論指中國刻意隱瞞數據中的負面資訊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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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研發技術不成熟等等。但事實上，中國科興疫苗

外，其他幾支疫苗數據披露緩慢的主要原因在於：中

國疫情防控得當，沒有足夠的感染樣本數提供及除科

興外的另外幾支國產疫苗作數據分析。

科興是目前國產的幾支新冠疫苗裏資訊披露最完

善的，自去年 5月開起，從臨床前期到一期、二期及

現在的三期都有詳細的試驗數據。這歸因於科興疫苗

的臨床試驗均是在土耳其、印尼、巴西等國外新冠

重災區。另外，早前巴西第三期臨床數據公佈，有效

率僅 50.38%，這一數據又被某些媒體扭曲解讀為中

國科興疫苗成效不及美國瑞輝、德國莫納德的疫苗。

單看這一個數字的話，公眾很容易忽略數字背後

一些關鍵資訊，例如：巴西數據有效率從 78%跌至

50.38%，是因為第三期實驗時 78% 是指「感染症狀

明顯和危重症病例」，而最終數據的 50.38% 把輕症

也算了進去。若嚴格來說科興算是達到了「有效率超

過五成」的標準線，但與瑞輝及莫納德的 90% 相比

還是有一定差別。聽上去是不是覺得有點兒沮喪？不

用急，上述的數據僅僅代表了在「保護人群、阻斷傳

播」方面，瑞輝及莫納德的臨床試驗時局比科興的較

好，但事實上部分媒體很少會告知觀眾或刻意迴避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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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實驗中得出的數據分析結果：科興疫苗另一個

強勢之處在於，受感染之後的保護，臨床實驗數據顯

示，接受科興疫苗接種的人，發病之後 100%不會轉

變為危重症，也就是說，接受了疫苗接種的人基本上

算是「保住了一條命」。當然科興疫苗還有易於運輸、

儲存條件不苛刻的其他優點，這也是巴西等發展中國

家所需要考慮的重要條件，故最後，巴西才選擇了大

量購買科興疫苗，並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接種，其

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

隨著各大疫苗實驗數據的完善，越來越多地區開

始接納、採用科興疫苗。國外部分有政治目的的媒

體不能從疫苗的有效性對科興疫苗進行攻擊，它們轉

而從中國向部分國家和地區出售疫苗、支持這些地

區抗疫的動機上做文章，還無中生有了一個名為「疫

苗外交」的詞語。繪形繪聲地抹黑中國在全球支持抗

疫的動機。在它們看來，中國願意優先供應疫苗給其

他國家和地區，是企圖「挾疫苗以令全球」，逼使這

些國家和地區支持中國的爭霸之路。在西方各國（特

別是奉行「美國人優先」的美國）眼中，他們不能理

解，在自己國家還沒有得到完全滿足需求及完全解決

問題之前，為何要優先供應及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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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諸多國家「起源於海洋文明、崛起於殖民主

義、激變於民族主義、完善於資本主義」，一直以來

都是通過掠奪、吞併、侵略等手段一步步在各種絕

境中艱難發展至今，在他們的基因裏，「物競天擇、

適者生存」才是真理，故此很難理解東方儒家文明、

中華文化中的「包容」、「求同存異」、「謙和中正」的

對外精神。從古到今，哪怕中國歷史上最強大鼎盛的

唐朝，對於周邊的外族、少數民族、異域國家，都持

有一種包容性質，從來不會恃著自己國力的強大而欺

侮其他弱小的國家。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發展，這種包

容性的理念，古今歷史中比比皆是，足見經過歷朝歷

代的傳承，這種精神依然貫徹至今。故最後奉勸西方

各國（美國）：切勿以西方（美國）標準為世界標準，

更不要強逼全世界去符合你們所謂的標準。

文章原刊 2021年 3月 24日《巴西僑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