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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 香港国安
法从实施至今刚好满半个
月， 您怎样评价这部法律
在香港的实施情况？

谭耀宗： 我觉得这部
法律产生了效果。 去年以
来，“黑暴”在香港持续了
很长时间， 对“一国两
制”、对国家安全、对法治
的冲击很大。 中央从国家
层面为香港订立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 是通过法治
手段解决香港面临的问
题， 进而保障“一国两
制”、 维护国家安全的重
要举措， 这一做法是对
的。

在香港国安法表决通
过前， 它就已经起到了震
慑作用——有些“港独”
组织主动关闭了， 有些反
中乱港分子也声明要与过
去切割或者离开了香港。
以后， 反中乱港的组织和
势力将不断减少， 这对香
港社会的稳定肯定有很大

帮助。
当然， 我们也不要以

为有了这部法律就万事大
吉了。 外国势力、 外部势
力还在等机会来攻击我
们， 包括在外交领域，近
期还在不断地抹黑中国、
扰乱香港。 这些势力历来
是希望通过这些手段来阻
止中国发展， 这是他们最
终的目的。

羊城晚报： 从目前的
实施情况看， 香港国安法
还有没有需要进一步完善
的地方？

谭耀宗： 我觉得暂时
还没有发现大的问题。 我
们希望通过这部法律的实
施慢慢地积累经验， 让它
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
更大的作用。

当然， 以后如果发现
了这部法律有些地方不太
清楚或者有需要改善之
处， 都可以通过合法的途
径进行修订完善。

羊城晚报： 您作为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 参与
了香港国安法的立法 ，您
怎样评价这部法律？

谭耀宗：从 5 月 28 日
全国人大通过涉港国家安
全立法决定到 6 月 30 日
香港国安法表决通过，我
们只用了 32 天时间完成
了审议、表决等工作，我觉
得这很了不起。 因为立这
部法律有不小的难度，难
度在哪里呢？ 怎样在这部
法律中坚持“一国两制”，
怎样兼顾两种法律制度的
差异， 怎样确保法律既能
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又切
实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
益， 怎样让法律条文的表
述更严谨， 这些都是立法
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 这
么短的时间里， 立出这么
一部具有广泛共识的法律
是很了不起的。 现在回过

来看， 这部法律把方方面
面都考虑到了， 既坚持了

“一国两制”， 又重在解决
香港的现实问题， 同时还
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信
任。

比如， 根据香港国安
法规定， 很多国家安全案
件仍保持由特区处理 ，这
体现出中央对香港的信
任、支持。 而且，这部法律
的精神首先是防范， 然后
是制止，最后才是惩治。 另
外， 香港国安法关于追溯
力问题的规定与国际上刑
事法律通常的规定是一致
的，就是不溯及既往，不搞

“秋后算账”， 这里面也可
以看出中央具有很大的容
忍度， 不是希望打击多少
犯罪分子， 而是希望这些
组织、 这些人不要再继续
反中乱港， 否则将承担法
律责任。

羊城晚报： 在立法过程中 ，
是怎样听取香港民众意见的？

谭耀宗： 第一， 我们要认识
到，国家安全是中央事权，香港国
安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立
法法所立的一部法律， 所以不能
把这部法律的立法过程等同于在
香港立法的程序和过程。第二，这
部法律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听取了
香港各界的意见———听取了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的意见， 听取了全
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
的意见， 听取了港区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政协委员的意见，听取了
香港法律界的意见等等。 大家都
希望早点完成立法工作， 早日恢
复香港的秩序、安宁和法治。

立法过程中， 除了我之外，
有 10 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受邀
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正因
为这部法律以后要在香港施行，
所以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都非常
努力，甚至晚上也在加班开会研
讨。 我们对法律草案中的每一条
都很重视———它的含义是什么、
怎么理解等等，并且对一些条款
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大家最终的

目标就是让这部法律能够坚持
和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羊城晚报：为更好地实施香
港国安法 ，您认为接下来还需要
做哪些工作？

谭耀宗：我们需要让大家知
道，香港国安法跟香港人的利益
是一致的，它等于给了我们一个
保护， 而不是压制我们的自由。
所以， 要不断地宣传这部法律，
正确对待这部法律。

特别是对香港年轻一代来
说，很多香港年轻人出生在 1997
年香港回归以后，对过去的历史
不了解，对国家的认同感比较欠
缺，过去一年来发生的事对他们
冲击很大。 很多香港年轻人对香
港基本法是怎么来的、香港国安
法是怎么来的都不太了解。 所
以，一定要从理解宪法和香港基
本法这两个基点出发，让香港年
轻一代有更深的了解。

另一方面， 媒体的作用很
大，媒体对人的影响非常大。 我
觉得媒体不能让整个社会充满
假的消息，所以，香港还有很多
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羊城晚报：过去一年来 ，香
港发生的一些事让一些香港人
从过去的朋友 、 家人关系走向
了对立 ， 一定程度上撕裂了社
会。 如何消弭这种社会裂痕，您
觉 得 未 来 香 港 需 要 做 哪 些 工
作？

谭耀宗：一年多来，香港社
会的分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这种社会分裂对香港的发展没
有好处，也带来了很大破坏。 比
如，有的朋友之间、家人之间的
分歧， 破坏了原本非常美好的
社会关系。

怎么消弭这种对立， 我觉
得特别要注意的是， 不要被他
人误导也不要被错误思想误
导， 特区政府和民间都要往这
方面做些工作。

在努力寻求共识方面，我
们做了一些努力。 比如，今年 5
月 5 日，我们成立了“香港再出
发大联盟”， 发挥民间力量，提
出了四点共识：一是坚持“一国
两制”，这个非常重要；二是积

极重振香港经济； 三是守护香
港法治；四是团结社会。 我们从
民间角度做出了努力。

羊城晚报： 对于香港国安
法在未来的实施 ， 您有什么期
待？

谭耀宗： 我们希望这部法
律能起到防范、 制止和惩治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的作用。
社会稳定了， 香港的经济就可
以快一点恢复。

我们现在也在不断鼓励大
家，有了香港国安法以后，大家
要明白， 这部法律是为了保护
香港的， 为了香港社会更稳定
的。

过去一年来， 香港面临双
重打击，一个是“黑暴”，一个是
疫情， 这些对香港经济带来了
很大的创伤。 现在，我们在支持
香港国安法的同时， 还要想办
法不断地消弭社会上的对立、
裂痕， 然后让大家从香港的利
益出发，从香港的未来出发，集
思广益，实现香港的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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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香港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接
受羊城晚报专访， 谈香港国
安法立法及实施的背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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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安法
实施半月
已产生效果

在香港国安法实施满半个月
之际，羊城晚报记者 7 月 16 日专
访了参与香港国安法立法的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民建联前主
席谭耀宗。

1949 年 12 月出生于香港、祖
籍广东惠州的谭耀宗对国家有份
特别的感情，“我跟中华人民共和
国同龄，也同心，出生在大时代，跟
国家特别有感情。 我祖籍广东，爸
爸是海员， 海员都是很爱国的，这
就是我的‘DNA’。 ”接受采访时，
谭耀宗这样阐释了他的爱国爱港
之心。

谭耀宗表示，在香港国安法立
法过程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非常
努力，致力于让这部法律能够起到
坚持和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的作用。 如今，实施半个月来已产
生了效果。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图 /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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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中乱港势力将不断减少

短时间内达成共识很了不起 社会稳定才能促进经济恢复

接下来要做好法律宣传工作

消防队员、老师等齐力帮助

118名中考生被转移出洪区

谭耀宗

“感谢消防队员，中考加油，奥利给（加
油）！ ”16 日，羊城晚报特派江西记者在鄱
阳县油墩街镇桥头小学， 遇上了一群正要
乘坐大巴前往镇上，准备参加 17 日中考的
学生们。 他们感谢的是消防队员和其他力
量的帮助———此前十天，家乡被大水淹没，
断电断网失联，孩子们一度不知如何是好。
而中考前一天的 16 日上午，这 118 名来自
桥头初级中学的考生， 一个不落地被转移
出洪区，17 日将顺利参加中考。

别怕，我们来了
加油，好好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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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洪水提前
离校后“失联”

“当时的心态都有点崩溃
了，复习还不到位，又遇上了
洪水。 ”来自张家畈的考生张
丽红对记者说。

7 日， 随着持续的暴雨，
当地水位不断上涨， 圩堤面
临着崩溃危险。 于是，学校决
定让原本住校的初三学生提
前回家。

当时，张丽红和很多同学
一样， 认为不过回家待两三
天， 所以只用书包装了一点
学习资料。 可是，让她没想到
的是， 滔滔洪水将周围的村
子都淹了， 连自己家也未能
幸免。

张丽红的父母都在外地
打工， 所以在这十天的时间
里， 她只能待在外公外婆家
里。 在最初的两三天，家里还

停电了， 与外界失联的张丽
红更加焦虑，“只能一遍遍地
鼓励自己。 ”张丽红说。

她的同学吴慎飞，显然更
加有先见之明。 当接到通知
要回家之后， 意识到可能要
发大水的他， 用两个大袋子
装满了学习资料和考卷。 随
着洪水来袭， 他住到了位于
山上的外婆家。他告诉记者，
最难受的是无法与外界联系
的状态，自己很焦虑，却又不
知道该怎么办。

老师划船为
学生拿学习资料

考生着急， 老师们更着
急。

桥头初级中学毕业班 92
班班主任黄训兵说， 在联系
不上学生们的时候， 自己格
外焦虑。 由于学校也被洪水
淹了， 三个毕业班的班主任

都划着小船回学校， 将所有
的学习资料从教学楼里搬了
出来， 当时大水已经淹到了
二楼。 在一些家长的协助下，
老师们将这些资料送到每一
个学生家里。

在电力和网络都恢复后，
班主任不断地将复习资料 、
模拟试题发在微信群中，尽
可能降低洪水对学生们参加
中考的影响。

校长吴为说，自己和学生
们都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大
洪水，“没有先例， 当时也没
有意识到洪水会这么厉害 ，
把圩堤冲垮。 118 个学生被
困，而且一开始都联系不上，
学校 40 多名教师中有 20 多
名也在洪区，联系不上。 ”吴
为当时的焦虑心情可想而
知。

在洪区的供电恢复后，吴
为马上组织老师给每一个学
生打电话， 一方面确保他们
都安全， 另一方面也要督促

他们学习，抓紧时间。
得知学生们都平安，吴为

才算是稍稍松了口气。

一个村一个
村地找人并转移

13 日， 学校开了个会
议，决定尽可能动员有能力
的家长， 将孩子在 16 日送
出洪区 ，送至集中点 ，然后
统一安置 ，参加中考 。 对于
其他家长， 学校多方联系 ，
希望得到消防 、救援的力量
帮助。

幸运的是，学校确定的集
中点———桥头小学，恰恰也是
从湖南赶来增援的郴州消防
支队的驻扎点。 得知学校面
临的困难， 消防支队义不容
辞，与上饶消防支队一起，伸
出援助之手。

16 日， 消防队员带着几
名老师， 乘坐皮艇一个村一

个村地找过去， 通过联系家
长和村干部， 将相邻的考生
们集中到高地， 统一进行转
移。 从 9 点至 12 点左右，被
困的 118 名考生都平安抵达
桥头小学集中点。

“上半年的疫情，下半年
遭遇洪灾， 对于学生们的中
考发挥肯定会有影响。 往年
来说， 我们都是在中考前两
天才放学生回家， 让大家抓
紧时间进行冲刺。 但洪水一
来，就影响了备考节奏。 我们
只能尽可能地降低影响。 ”吴
为说。

不过， 让吴为欣慰的是，
学生们的精神状态都不错 ，
甚至有不少学生对洪水感到
很新鲜。“这样的心态，说明
同学们很放松。 ”吴为说。

“虽然要自己一个人面对
这些困难， 但我还是会放松
心态，迎接中考，会取得好成
绩。 ”在接受采访时，张丽红
这样给自己打气。

文 / 羊城晚报特派江西记者 温建敏 李钢
图 / 羊城晚报特派江西记者 姜雪媛 宋金峪

休假中的兵哥哥
就地“入武”抗洪

刘凯

消防队员正在转移学生至安全地区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江洲人 ，
家乡有难 ，我理当挺身而出 ，何况我
是一名现役军人。 ”

16 日 ，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洲
镇北堤槐洲村段 ， 抢险人员正在给
大堤挖排水沟铺砂石 ， 一个绿色军
装的身影格外显眼 ，他姿势挺拔 、动
作利落。

他叫刘凯 ，是一位现役军人 ，也
是此次江洲洪灾 “征召令 ”中数千返
乡青壮年的一员。

休假中主动应召抗洪
26 岁的刘凯 ，是东部战区的一

位现役军人，二级士官 。 “我是 6 月
19 日回来休假的 ，3 年没有回家 ，
这次申请了休一个月”。

刘凯是江洲镇槐洲村人 ， 但家
里在九江市区买了房子 ， 所以休假
基本上是在市区，没有回江洲。

7 月 10 日 ，刘凯准备晚上和朋
友聚餐 ， 却在刷手机时看到了江洲
镇政府给江洲在外游子的一封信 ，
读完整封信 ， 刘凯内心久久不能平
静。 “江洲是我家，我当时就想：我是
一名军人，我要回去抗洪”。

一刻也没等 ， 刘凯立即推掉当
晚的聚会 ，赶回江洲镇 。 “我马上向
部队报告 ，接着赶回江洲 ，在我爸的
陪同下去了村委会报到”。

武警部队“编外”战士
“刚回到江洲后 ，惊呆了 ，洪水

已经超过了大堤，正在漫水。 ”
刘凯立即加入了抢救大堤的工

作 ，挖土方 、堆沙袋 ，一干就是十几
个小时。 本来村里是排了班，刘凯却
不管是不是值班 ，每天都赶去大堤 。
尽管每天都要承担大量工作 ， 但刘
凯仍觉得不够 “带劲 ”，没办法干最
累最艰苦的活 ， 因为这些活都被解
放军官兵“抢走了”。

“旁边是江西武警九江支队在
争分夺秒地执行任务 ， 我觉得特别
亲 切 ， 就 起 了 加 入 部 队 班 组 的 念
头。 ”了解到刘凯放弃休假来抗洪的
背景后，武警九江支队现场指挥员破
例把刘凯编入抗洪突击队伍，每天报
到后，一起干活、一起吃饭。

抗洪前线上阵父子兵
15 日，江洲镇的洪水缓退，抗洪

形势向好。武警部队撤往别处执行任
务，刘凯只好再次回到槐洲村的值班
点，此时跟他搭档的是他父亲。

刘凯的父亲刘元才其实也是每
天都在堤坝上守着 ， 什么活都干 。
“我包了一些老乡的地种 ，如果堤坝
保不住 ， 我的损失很大 ， 所以我尽
最大努力保堤其实也是为了自己。 ”
刘元才不愿意别人拔高父子俩。

但刘元才同时对儿子刘凯 “应
召 ” 抗洪的行为十分欣赏和高兴 。
“刚开始我是不同意的 ， 你是部队
的 ，还是要跟部队集体行动 ，怎么自
己跑去抗洪？ 但儿子最后说服了我，
我很高兴他在部队的熔炉里成长起
来了，有担当意识，有思想境界”。

刘凯的 “迷彩梦 ”也来自 1998
年的抗洪经历。 当年他只有四五岁，
但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是穿着迷彩服
的解放军开着冲锋舟挨家挨户把他
们救出去的。

这个梦在刘凯读完大学后依然
强烈，刘元才也只能表示支持。

刘凯的休假期 7 月 19 日就要
到期了 ， 但是家乡的洪水却让他担
忧 。 “如果这边的情况没有好转 ，我
准备向部队申请继续抗洪 ， 哪怕是
抵消我明年、后年的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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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凯 (前 )和乡亲们一起抢险保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