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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会候任议员梁颂恒、游蕙祯日前在
立法会宣誓时公然侮辱国家民族，并宣扬“港
独”，后又硬闯立法会议事厅瘫痪议会。梁、游恶
劣言行遭到香港各界齐声挞伐。香港各界通过联
署、集会等各种方式表示：绝不能让这种公然违
背“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人进入立法会。

基本法不容挑衅

两名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及曾钰成，分
别在《紫荆》撰文和接受访问，痛批梁、游言行。

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在最新一期《紫荆》
杂志中，以《立法会议员应“不忘初心”》为题
撰文，强调立法会议员的职责是为香港社会服
务，确保香港繁荣稳定，令市民安居乐业，而鼓
吹“港独”会破坏社会稳定，损害香港经济，将
香港推上绝路。

她在文中指出，反对政府的议员愈走极
端，采取拉布和流会的手法，阻挠政府议案通
过，更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她慨叹今时今日的立
法会变化令人扼腕叹息：一些激进的议员把街头
抗争带入议事厅，在公众场合冲击政府活动及官
员，“带坏细路（小孩）”，令年轻人误以为可任
意出位。

范徐丽泰引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在今年5月视察香港特区时曾告诫的要“不忘初
心”，指反对派议员近年的表现与“初心”背离，
而由反对派催生的激进分离势力更乘势崛起，企
图进入立法会。个别蒙混选入立法会的候任议员
在立法会上公然宣扬“港独”，是公然挑衅香港基
本法及国家，必须坚决遏止，否则将会把香港带
往绝路。

曾钰成则在《紫荆》的专访中指出，特区政
府要采取适当措施，不能让“港独”在社会上特
别是校园里，肆无忌惮地进行宣传。他指，学校
有言论及思想自由，但不能鼓动学生支持“港
独”，因为此举“违宪”违法。

不要祸害下一代

香港副校长会主席黄晶榕近日参与学界联
署，批评梁、游言行。他说，香港是国家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立法会必须依法办事，作出合理判
决，否则应由香港特区政府，甚至提请中央政府
处理，不容游梁两人再次进入议会，守住这一关
至为重要。
“请政客还学校宁静，不要拿我们的孩子作为

政治斗争的工具”，黄晶榕说，请政客放过学生，
不要将学生变成反学校、反社会、反国家的政治
工具，还校园宁静，否则香港就要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国情研习促进会副会长何京文狠批，两
位候任议员在宣誓仪式说出辱国字句，违反议员
要维护“一国两制”，遵守基本法的原则。他认
为，绝对不应该让两人再次宣誓，否则说粗口，
辱国的人都能做议员，会对下
一代造成很坏影响，“原来不读
书，说粗口的人都可以做议
员，4年任期内，可获得1000多
万元的可观收入”。

必须追究法律责任

对于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
彦押后为梁、游两人宣誓的决
定，曾钰成认为，在法院就政
府司法复核梁、游两人的宣誓
资格作出裁决前，梁君彦暂时
不让两人宣誓的决定是合适
的。根据香港基本法第七十二
条，立法会会议议程是由主席
决定的，故主席有权作出押后
宣誓的决定。

一些香港反对派议员也批
评梁、游言行，但香港舆论指

出，这些批评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甚至有
包庇护航之嫌。香港《文汇报》评论文章指出，
反对派大佬们绝口不提二人辱国辱族、鼓吹“港
独”的叛国行为，近日更公然以“人链”形式暴
力护送梁、游强闯议事厅。反对派为让梁、游进
入立法会，罔顾法治、漠视民意，甚至倒打一
耙，把矛头指向梁君彦和香港特首梁振英，根本
是颠倒是非、混淆视听。

评论指出，梁、游辱国播“独”的行径，不
仅足以构成就任资格被取消，亦涉嫌违反《立法
会条例》第40条候选人声明及承诺誓言、《选举管
理委员会选举程序（立法会）规则》第103条的虚
假声明罪行、《刑事罪行条例》第 3条意图叛逆
罪，及第9、10条的煽动罪。而根据基本法第79
条及《宣誓及声明条例》第21条，他们不仅丧失
立法会议员资格，而且律政司必须追究其涉嫌发
假誓等违法责任。

据新华社香港10月29日电（记者
战艳、颜昊）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27
日闭幕，聚焦全面从严治党。香港媒
体积极评价六中全会，认为全面从严
治党意义重大，新通过的两个文件为
加强党的建设“再添利器”。

香港多家报纸连日来大篇幅报道
六中全会，相关的消息、评论、分析
等占据多个版面，认为中国共产党将
进一步从制度上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
《大公报》发表题为《承前启后从

严治党 以上率下强化监督》的评论文
章说，所谓“承前”，即将十八大以来
4年多从严治党的一系列新理念、新实
践、新做法、新机制进行整体总结、
提炼，上升到制度层面，扎紧制度笼
子，来管束权力之虎。所谓“启后”，
即六中全会之后，各地党代会换届选
举，都将在此次全会出台的两个文件
订立的治党新框架下进行。

文章指出，六中全会再一次吹响
管党治党的集结号。所谓全面从严治
党，首先是“全面”，从党中央到基层
党组织，实现全覆盖、全方位、全过
程；其次是“从严”，以党章治党，以
党规治党，敢管敢严，常管常严，制
度化、法制化、规范化。

香港《文汇报》发表社评说，全
面从严治党开创了治国理政新局面。
六中全会是内地在全面深化改革、决
胜全面小康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
重要的会议。全会呼吁全党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共同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确保党团
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开创治国理政
的新局面，努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进程。

香港《经济日报》发表社评称，
六中全会要推动的政治生态的大转
变，势将引领中国经济生态的大变。

政治生态的改变，直接改善的是营商环境，有利“万众创业，全民创
新”。
《香港商报》《星岛日报》等媒体也在重要版面大幅报道了六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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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爱港社团举行“反辱华、反港独”万人大集会。
本报记者 连锦添摄

香港各界以各种方式表示：

决不能让辱国者进立法会
本报记者 王 平

《一朵中国琉璃花——当代琉

璃艺术展》日前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中国文化中心揭幕。中国台湾琉璃

艺术家杨惠姗和张毅的12件中大

型琉璃艺术作品与比利时观众面对

面。本次展览呈现了杨惠姗“一朵中

国琉璃花”、“澄明之悟”以及张毅

“焰火禅心”等系列作品。图为杨惠

姗在琉璃花前。

本报记者 许立群摄

中国琉璃花
绽放比利时

无缘何生斯世，有情能累今生。与乔羽、黄霑并称
“词坛三杰”的台湾词作家庄奴，在其九十五载的人生
中，60多年笔耕不辍，共留下3000余首歌词，其中不少
是脍炙人口的情歌。《甜蜜蜜》、《小城故事》、《又见炊烟》
等风靡两岸的邓丽君歌曲，多数便出自他的手笔，《冬天里
的一把火》、《走过咖啡屋》等作品也是传唱不绝。

庄奴1921年生于北京，抗战爆发后响应“十万青年
十万军”，曾历经烽火战乱命悬一线，后于1949年辗转来
台，与大陆亲人 40年不得相见，刻骨乡情化作笔端沉
吟。今年10月 11日，庄奴的人生画下休止符。10月 29
日，全球首场追思音乐会在台湾新北市举行。

写首好歌快乐无穷

在由台湾慈济基金会举办的追思会上，庄奴的妻子
邹麟、儿子黄浩然、学生高原和邱琳、台湾知名导演李
行等嘉宾，与现场2000余名歌迷以歌声串联回忆。
“一事无成，两袖清风，写首好歌，快乐无穷。”黄

浩然在现场道出父亲的心声。台湾男歌手高原是庄奴的
大弟子，陪伴其走过三十载，名为师生，情同父子。
“老师真的特别照顾学生。”高原说，上节目、搞活

动、参加歌唱比赛，庄奴都一路陪着。被庄奴认作“小
邓丽君”的重庆学生邱琳对记者说，2005年纪念邓丽君
的全国巡演开始，几十个城市上百场演出，庄奴不顾高
龄，大部分时间都作为嘉宾为学生站台。

高原向记者回忆往事，前年在重庆，庄奴对他说
“老师对不起你，成也庄奴，败也庄奴，都是老师害了
你。”“其实他早期写了那么多非常流行的歌曲，也可以
写一个很主流给我，他说他偏不给我。”高原说：“老师
的歌以前大多是写给唱片公司或给艺人量身打造，他其
实有个理想，写歌表达自己对故乡和家人的爱，就做了
一系列大地情怀的歌曲由我演唱。”

用歌词传递思乡情

“少小离家老大回，相拥亲人洒热泪。左邻右舍争相
问，几时定居几时归。”歌曲《还乡》的音乐录影带中，
须发尽白的庄奴伸手拭泪。

1942年，从北平中华新闻学院毕业的庄奴投考空军，
掉头一去风吹黑发。南渡黄河，有感于中华民族苦难深重，
以雄浑壮阔的“黄河”之名自称，身份证上的姓名也由本名
王景羲调整为此并终身维持，这也是其子黄姓的由来。

1945年抗战胜利，庄奴回京探母，没曾料想，这一
面竟成为永诀。内战时再度离家，1949年飘摇渡海，直
至1990年，庄奴重回故土，已是雪满白头。飞机即将降

落首都国际机场，庄奴始终不敢望向窗外暌违已久的山
河，眼泪簌簌而落，称自己“近乡情怯”。

世事沧桑，旧迹难寻，胡同里的家，庄奴已经找不
到了。千言万语无从谈起，庄奴首先问妹妹：妈妈在哪
里？得知自己去台湾之后没几年，妈妈便已离世，他泪
如雨下。庄奴由此感到责任在肩，要用歌词传递海峡两
岸老兵思乡之苦、游子对故乡之爱。

临终不忘两岸土

有感于宋代诗人晁补之《视田五首赠八弟无斁》中
“庄奴不入租，报我田久荒”的诗句，他将“庄奴”用作
笔名并解释道，“庄奴用锄头耕种，我用笔写词，都是为
他人作嫁衣”。轻歌曼咏从此渐趋深沉，多有家国之叹。

此后庄奴频繁往返于两岸间，并参与多项海峡两岸
共同举办的文艺活动。在此期间他与重庆女子邹麟相
识，逐渐从挚爱的原配陈孟华离世的阴影中走出，并长
住于重庆，将其视作“第二故乡”。
“今年年初我在台北最后一次见到老师，他握着我的

手说，老师现在身体不行了。哪天老师不在的时候，你要
记得回到我大陆的家。台北的家前面有个小花园，去帮我
挖一块土，还有我最爱的那棵老树，去帮我拿几片叶子，记
得帮我带回重庆。”高原向记者说起这段，几度哽咽。

高原依照老师的嘱托，在10月15日公祭时将两岸的
泥土合拢一处。“老师临终不忘两岸的土，也希望我和邱
琳达成他的心愿，做两岸情歌对唱的搭档。我们一定争
取帮老师完成这个心愿。” （本报台北10月29日电）

感念两岸土 深情寄歌声
——新北追思会上忆庄奴

本报记者 张 盼 吴储岐

庄奴之子黄浩然（左一）、学生高原（左三）等人以

歌声怀念庄奴。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本报台北10月29日电（记者吴储岐、张盼）为纪
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缅怀其为中国民主革命事
业所建立的历史功勋，由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台湾

长城文教基金会、广东省中山市文联等共同举办的
“爱在中山 伟人故里”摄影图片展 29日在台北孙中
山纪念馆开幕。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王法伟表示，孙中山先
生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为国家的统一和
富强贡献了毕生精力，在海峡两岸享有崇高的威望。此
次来台举办摄影展，一是希望通过回顾孙中山先生革命
的一生和卓越的历史功绩，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
量；二是通过伟人故乡今昔变迁，展示中山人民建设幸
福家园的成果。

展览共分为“永远的纪念”“伟人故里”“爱在中
山”“幸福中山人”及“和美中山”五个部分，汇聚了孙
中山故居纪念馆、中山摄影家协会会员及中山市摄影爱
好者收集、创作的约150幅大小图片。其中，既有17岁
的孙中山、1912年孙中山在翠亨村家门前与亲人合影等
珍贵的历史图片，也有《长洲醉龙》《崖口飘色》《鸟瞰
翠亨新区》等展现中山今貌和市民生活的精美照片。展
览将持续至11月6日。

“爱在中山 伟人故里”摄影展在台北开幕

本报北京10月30日电（许秋玥）2016两岸互联网发展论坛30日在北
京举行。论坛以“共享两岸+平台，网聚健康新生活”为主题，两岸主管部
门负责人和两岸互联网医疗健康业界精英，医养结合领域专家、学者、企
业家等约300位嘉宾齐聚一堂，就“两岸互联网助力医养结合”与“大健康
产业发展”等热点话题交流经验，共享智慧。

本次论坛由中国台湾网、中国互联网协会、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
会、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台北市电脑商业同业公会、台湾生策会、今日新闻共
同主办。中国台湾网总经理兼总编辑刘晓辉在致辞中呼吁，让两岸一起为促
进两岸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服务平台和服务支撑，助力两岸的
医疗健康产业和专家为海峡两岸的人民提供更多元化的医疗健康服务。

两岸互联网发展论坛开幕
新华社南京10月30日电（记者张展鹏）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率领

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30日19时35分乘机抵达南京禄口机场，开始对南
京、北京两地的访问行程。

率中国国民党访问团

洪秀柱抵达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