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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swer to the title question is obvious: China has the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Hong Kong's security, especially against any 
threat or interference from foreign country or organization. As for Hong 
Kong's future, Hong Kong is principally responsible for its own future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OCTS) agreement (established in 
1997 when Hong Kong was returned to China  from British colonial rule) 
which allows Hong Kong to maintain its economic system and local 
government to maintain its current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corporate, 
commerce, finance and civic laws (The basic laws for governing Hong 
Kong's daily operation as a financial center). Naturally, Hong Kong as a 
part of China may receive national support to enhance its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in the global arena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he 
recently completed mega project – the Zhujiang-Hong Kong-Macao cross-
ocean bridge (This new world wonder certainly adds another jewel on 
Hong Kong and Macaw's crowns and expands their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Zhujiang linking to Mainland China) is an example of such 
national support.  So, why is there fuss about Hong Kong getting a 
National Security Law established and unanimously (2878 yes: 1 no: 6 
abstain) passed by the Chines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hat is 
comical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is that they sought the opinion of former 
Hong Kong Governor, Christopher Patten, as if he should know better 
about Hong Kong's security than a Chinese!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analyze 
in this article the security issue for Hong Kong from Hong Kong people 
and Chinese points of view. 

What is National Security and Who Provides It?
In the U.S., we Americans know very well that anything our 

government considering it damaging to the interest of the country and/or 
its people is a national security matter, from a foreign country flying a 
missile or plane over our territory to terrorists bombing our streets. 
Naturally, we expect our Federal Government to provide our national 
security whether we live in New York City, Buffalo or a far away island, 
Honolulu. So it is without doubt, China is responsible for Hong Kong's 
security and anything that threatens Hong Kong and/or its people  is a 
national security matter to China, regardless how much Hong Kong or its 
people is tied to the nation's economy just like New York City, Buffalo or 
Honolulu would expect the same national security protection.

What is the Nature of Hong Kong's Recent Unrest?

Hong Kong had many protests when it was ruled as a colony under 
the U.K and after its return to China. The U.K. would quash any protest 
especially against the British rule under British law and/or Hong Kong 
law British had set up. Prior to returning Hong Kong to China, the U.K 
hastily expanded Hong Kong's Civic Laws but no national security law. 
Of course, it makes no sense for the British to defin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When recently Hong Kong's unrest became more 
violent involving external interference (such as unpatriotic behaviors 
beyond vocal expression to burning, destroying properties and hurting 
people, carrying the flag of the U.K. and the U.S.), it naturally calls for 
national security law to protect Hong Kong and China. Thus, the 
passing of the Hong Kong security  law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s necessary and timely.

National Security under One Country and Two Systems (OCTS)
OCTS clearly defines one country which means that all regions and 

systems are governed under one constitution and one sovereignty. The 
two systems may be different but certainly can not be two opposing 
systems challenging the one country rule. In Hong Kong's situation, it 
is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at OCTS allows Hong Kong to maintain 
a different system, most importantly its economic system with laws and 
government mechanisms to maintain its free trade status,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corporation laws, commerce laws and 
financial, including monetary, laws. These laws and additional civic 
laws can make Hong Kong to function as a free trade city and as a 
financial center. However, if Hong Kong is threatened by any unrest 
(such as any color or flower movement as instigated by external and/or 
internal forces) then its special free trade status will collapse. Hence,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ust establish a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What Is Wrong with Hong Kong ? Can National Security Law Cure 
the Problem?

Historically Hong Kong was not only a heaven for free trade but it 
was also a heaven for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t was not all fict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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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ywood movies to feature Hong Kong as a spy city where MI6, CIA, 
SVR RF etc. are active. Should Hong Kong let that continue after it was 
returned to China? Of course not, since most of the spy agents are spying 
on China in addition to each others. Spies were underground, covered or 
hidden, so it was not simple to get rid of them. During the recent Hong 
Kong unrest last year, the external influence became obvious when the 
protests became more organized, trained, equipped and more violent and 
vocal with anti-national security behavi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s 
expected to be applied to prevent and punish these offenses and having 
no effect on law-abiding Hong Kong citizens.

What Can Be Expected from the Hong Kong Security Law?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certainly will be a deterrent for foreign anti-

security operations in Hong Kong. China and Hong Kong have all the 
rights to implement and apply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Perhaps, there 
will be a little more unrest instigated by the vulnerable and concerned 
foreign organizations, but in due time, the law will have its full effect. 
With the existence of this law, we may also expect two things to happen. 
The first is that the Hong Kong educational system will begin a self-
cleansing process to remove some of the teachers and teaching material 
deemed to be unpatriotic and worse anti-national security. This practice 
is maintained in every country, certainly in the U.S. public schools. The 
second is that the Hong Kong judicial system will be served by Hong 
Kong citizens rather than by foreign nationalities, an anomaly that would 
never be accepted in the U.S. or U.K.. This is also critical for the security 
law to be effective, since the judges will interpret and apply the law.   

Following the above analysis, it is clear that the foreign countries 
have no right to criticize China for implementing a need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When the U.S. raises a threat to not granting Hong Kong 
the free trade status ov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ssue, it is almost 
laughable since the U.S. currently enjoys a ludicrous trade surplus with 
Hong Kong ($31 Billion in 2018)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s 
designed to protect Hong Kong's stability and her trading system 
benefiting the U.S. and hundreds of her trading partners. As for 
Christopher Patten's comment: China's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may 
impact the freedom of Hong Kong citizens, it is more than laughable 
since the Hong Kong citizens know very well what kind of second 
citizenship they were under the British rule. If the U.K. would dare to 
offer all Hong Kong people British citizenship to prove her claim that 
Hong Kong people preferred British rule, I bet that only a handful of 
applications would take place, an humiliating immigration event that 
would clearly indicate that the days of sending undesirable people away 
from England to Australia is over. The Aussies would not go back to 
Britain today even if bribed!   

So, please do not make waves to hurt Hong Kong, it will hurt the U.S. 
and U. K. more with humil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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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新冠病毒的失控,後有"黑人

命也是命"的全國性抗議示威,如果

說2020年是川普最難過的一年, 那

麼,從6月1日開始的一周就是眾叛親

離,內外交困,危及他執政的歴史性

的一周。美國動蕩的根本原因是什

麽？如何走出困局? 華人又該如何

自處? 

川普逃入地下掩體 硬漢形象破裂

5月25日(週一)明尼阿波理斯市發

生白人員警以膝壓喉,執法過當導致

黑人弗洛伊德死亡事件,觸發了各地

廣泛的抗議活動,開始時川普保持沉

默,激起更大不滿,事件迅速蔓延擴

大,週末全美各地演變成打砸搶的暴

力行為,白宮周圍尤為激烈,川普與

家人都感覺到威脅,在特勤人員的建

議下 ,退入白宮的地下掩體躲避。 

消息被媒體廣泛報道,令一向以硬漢

形象著稱的川普,感到羞辱,也令他

的傳統支持者失望,6月1日川普高調

宣佈調動憲兵部隊,空降兵部隊,加

上原來已經動員的國民警衛隊到首

都維安鎮壓暴徒,並揚言如果各州長

及 市 長 無 法 平 定 暴 亂 ,他 將 動 用

1807年的"反叛亂法"命令正規軍進

入各地平叛。 

爲了彰顯他的硬漢形象,他堅持要

走出白宮,因此傍晚軍警開始武力清

除Lafayette廣場示威群眾,在國防部

長、司法部長、國安助理,及穿戰鬥

服裝的參聯會主席等的簇擁下,走到

教堂門口,拿著一本臨時找到的聖經

留影存證。 消息傳出引發各方質疑

是為個人政治目的濫用權力。 

馬蒂斯炮打川普 ㈤角大樓不聽

亂命

6月3日晚,美國《大西洋月刊》刊

登爆炸性新聞——2018年12月辭去

防長職務的廣受各界尊敬的退役陸

戰隊上將詹姆斯·馬蒂斯忍無可忍打

破沉默 ,用極不尋常的斥責抨擊川

普 。  "我 目 睹 了 本 周 正 在 發 生 的

事,憤怒、震驚......'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這句話刻在美國最高法院的牆

上。 這恰恰是抗議者們公正的要

求......對於那些嘲弄我們憲法的在

位 者 ,我 們 必 須 拒 絕 並 且 追 其 責

任。......唐納德· 川普是我有生之年 

見到的第一位不試圖團結美國人民

的總統,甚至連假裝嘗試一下都不願

意,相反,他還要分裂我們" 馬蒂斯繼

續批評道,"我們正見證(他)3年來故

意而為之所帶來的後果。 我們正目

睹(他)3年來缺乏成熟領導力所帶來

的後果。我們完全可以撇開他,團結

起來,利用我們這個社會與生俱來的

力量,正如過去幾天所顯現的那樣。

這並非易事,但這是我們對我們同胞

的責任。 "

稍早前,美國現任防長埃斯珀曾在

聲明中將美國城市形容為"戰場",川

普更是曾威脅出動軍隊"統治街頭

"。 馬蒂斯明顯對這種言論非常不

滿。"我們必須拒絕任何把我們的

城市比作"戰場"的想法,還要求我們

的 軍 人 去 統 治 它 的 想 法 ",馬 蒂 斯

說,"在美國本土,我們只有在形勢所

迫的時候,在極為罕見的情況下才能

由州長下令出動軍隊"。 

緊接著,另一位前陸戰隊上將,前

川普白宮幕僚長,約翰  · 凱利,也發表

聲明支持馬蒂斯,迄今已經有跨黨派

的超過百名退休將領公開反對川普

企圖動用現役軍隊鎮壓抗議群眾。 

在強大的壓力下,國防部長埃斯珀和

參聯會主席米利上將及各軍種指揮

官相繼發表聲明不支持動用現役軍

人,而且下令已經調動的軍隊返回到

原駐地。 

這個事件是史無前例的對現任總

統的羞辱 ,也重創了川普的威信。 

充分展示了軍界實力派對川普的決

策能力和內政外交政策的不信任,預

示川普總統生涯的終結。 

美國動蕩的本質豈止是黑白衝突? 

華㆟如何㉂處? 

抗議運動進入第二周以後警民都

回歸溫和理性的正道,參與群眾也包

括各個族群,地域延伸到中西部傳統

的共和黨州及小城市,顯示美國人民

普遍的反對種族歧視的良好願望。 

而且,這個訴求迅速擴展到世界許多

地方 ,證明平等 ,平權是全人類共同

的追求。 

但是令我憂心的是華人的反應,爲

什麼一向以追求人權爲號召的港臺

青年卻集體失聲? 而在美華人不少

也持有與美國極右翼力量同樣的論

點 ,對抗議活動持負面的態度 ,我覺

得必須嘗試回答一些他們的關注。 

1.弗洛伊德是罪犯,不是英雄,示威

者不應該將他捧為英雄

他是罪犯 ,而且是慣犯 ,但是他罪

不 至 死 ,更 不 應 該 以 這 種 方 式 死

去,但是由於他死亡的過程被全程錄

像 ,他成爲廣大人民 ,特別是年青人

和非裔族群長期不滿的象徵,但是很

少人會說他是英雄。 

2. 反 對 妖 魔 化 警 察 及 执 法 人

员，反對"断绝警察經费"，因而反

對"黑人命也是命"運動

美國法律對員警的行為是有嚴格

的 要 求 ,但 是 美 國 有 萬 餘 警 察 機

構,各地員警的實際執法方式也相差

甚大,但是至少在南加州的各警局對

所有違法行為的處置方式是沒有歧

視性的。 絕大多數員警都是奉公守

法的 ,不能被全面妖魔化 ,斷絕警察

經費是少數極端人士的訴求,不可能

成功,但是執法過當的員警必須受到

懲罰也希望因此帶動改革! 

3.當今的美國有無制度性歧視? 

黑人在求學 ,就業 ,升遷有沒有受到

歧視? 如果沒有,黑人是否須要反求

諸己?

自從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以來,美

國法律上就不允許對特定族群的歧

視,而且聯邦對歧視性的犯罪執法甚

嚴,對黑人權益的保障更是政治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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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的標桿。 但是,五十多年來儘管

一些黑人精英在政治界 ,軍界 ,體育

界,商界,法律界... 展露頭角的大有人

在 ,但 是 作 為 一 個 佔 美 國 人 口

11.3%的 族 群 卻 僅 佔 國 家 雇 員 的

1.4%,而犯罪率、性病率、貧困率、

死亡率及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卻是人

口比率的3-5倍! 這當然有歷史的原

因,但是越來愈多的黑人也意識到必

須審視自身的問題而不能完全的用

被歧視的歷史做為藉口。 

4. 過去40年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制

度是美國矛盾的深層次原因,華人如

何自處? 

黑人的困境主要是經濟原因,從民

權運動以後到1978年間黑人的收入

和資產都逐步改善,但是從1978年後

基本上沒有進步,這和美國的技術工

人階級和美國農民階級的遭遇類

似,主要原因是自從美元和黃金脫勾

後,石油美元機制建立後,新自由主義

政策主導了美國,開始無節制的發行

美元，狂借世界各地的資金應付美

國狂升的國債，並掠奪世界各地資

源，直接導致產業外移,經濟成長過

度依賴少數的新科技創新、金融投

機、資產的表面膨脹,使得人民拋棄

了勤儉、儲蓄、基礎建設、長期投

資等的傳統美德。 爲了維護少數金

融寡頭及為其服務的"精英階級"的

利益,不惜四處發動戰爭導致了世界

動盪、貧富懸殊!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們其他族裔,包

括華人、印度人,都可以向上攀升? 

簡單說,1.是許多新移民者是在母國

受過高等教育,比較容易搭上新科技

和新金融的列車。 2.其他族群有比

較強壯的大家庭支援,因此容易集資

第一桶金 ,趕上美國資產狂漲的大

潮。 

黑人維權活動不是華人的敵人,而

是 朋 友 ! 事 實 上 今 天 華 人 受 益 於

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很多,否則絕大

多數的華人不可能移民美國。 控制

美國的金融寡頭集團承襲了英帝國

的分而治之的策略,轉移美國問題的

真正原因。 這些力量在過去幾十年

來一直製造分裂,在國際上,原來是反

共 ,後來反恐 ,反非西方民主價值國

家 ,現 在 反 華 ,在 國 內 製 造 黑 白 衝

突 ,警民糾紛 ,大學入學標準等等。 

我們必須問為什麼? 誰是真正受益

者? 黑人是受害者,員警又何嘗不是? 

美國的根本問題是價值觀的問題,一

個具體表現就是金融制度的腐化問

題,希望這次病毒危機和弗洛伊德問

題,可以促成一個全面反思的機會。 

過去幾年的世界發展顯示美國現

有制度將面臨大調整。 在調整的過

程中,美中關系將面臨重大衝擊,美國

華人,不論來自何處,政治傾向如何都

將受到衝擊,支持民權活動不單是正

義的,也將是保護我們的最好方式。 

而美國的憲法精神是保障民權和全

民普遍福利的,沿著這條路走才是正

途。 

◎張文基

Who Protects Hong Kong's Security and Its Future?

五月，人大公告香港國安法，川

普隨後宣佈取消香港特惠，香港政

策法生效。香港反送中到今天，香

港人突然要面對前所未有，從未預

料到的新局面。

23條的立法一再押後，一人一票

普 選 ，太 陽 傘 佔 中 ，到 光 復 香

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香港政府

和建制派，表現如綿羊，作為虛弱

離題，外籍法官另有解讀，年軽一

輩拒中反中，一國兩制的一國內

涵 ，面 臨 最 大 的 考 驗 。在 這 時

刻，川晉吹起反中號角，擧起美國

第一的大旗，中美脫鈎，新冷戰格

局已成。香港位處中美冷戰的最前

端，已到了不得不選邊站的時刻。

香港近百年來，一直是中國政爭

戰禍之外的唯一福地。一九九七

後，香港人沒有確切認識到中國大

陸空前高速的成長，香港自我區

隔，自以為依然可以高人一等，自

我距離中國日遠。其實，香港位中

西文化交匯之處，大國掘起，中美

強權利益衝撞難解之際，香港此

地，中英雙語互通，文化的，政治

的負擔最輕，最容易被多方面的勢

力接受。香港可以把握如是空前良

好的機遇，做好自己可以優勝為之

的角色。香港可以是中西文化互相

認識瞭解的最佳平台，香港可以是

中外各種勢力匯聚溝通拆衷的中立

之地，香港可以成為居住，衛生，

教育，醫保，平等，自由，自治都

為人稱善的中國示範城市。因為以

上的實力，香港在貿易，金融，服

務，觀光，都會是永遠的東方之

珠。要做到這一點，就要認真認識

一國兩制的精要，接受一國的現

實，然後用平和的心態，坐下商討

細作香港一國兩制的內涵，這才是

我們今天香港人首要之務。

鄧小平摸着石頭過河的時機已

去，摸着石頭過河，可以退後橫向

再向前。我們香港今天只有一條

向前開車的直路，不向前，要不

被壓蹍而過就被排擠滯後。

美國的香港政策法，取消香港

獨立關稅，其實影響不大。依據

產地來源証的要求，中國大陸貨

經 香 港 去 美 ， 本 就 要 缴 纳 高 關

稅，香港本地工業力薄，銷美關

稅無關痛癢。反而是香港進囗美

國貨金額數倍大於港貨出口到美

國，貿易損失的是美國。嚴格限

制科技產品經港到中國，在中美

貿易冷戰中，美國殺華為示威，

重傷香港，但己擺明中美脫鈎，

對中國的損害，就增加不了更多

的難題。在香港的美國生意人，

有利可圖則留，無利可圖則去，

川晉的去留之說，對美國精明的

生意人來說，擺明是你說你的，

我做我的。

最有殺傷力的應該是金融，會

重傷香港的金融地位，但對中國

損害不大。反而會加速人民幣及

早國際化的力度和硬推的決心和

信心，中國和南亞各國，尤其是

邊 境 貿 易 ， 早 已 實 用 人 民 幣 交

易。在中美幾近冷戰的對峙中，

中國應早已把這風險計算在內。

歐加各國，盤算利害，根本不值

得因香港和中國反臉走絕，何利

於我哉?

香港走到今天如斯地步，所謂

攬抄的極限，不外如是！你要攬

抄，那就如數給你。香港政客，

芸芸年青學子，在冷氣房內喊，

時代革命，光復香港，到裝修行

街（破壞阻路）已經法寶用盡，

技窮於此，沒有更多能量也得不

到香港人更多的支持。這些人無

能無實力更無冒死去武裝革命，

排除武裝造反，現實就是現實，

一 國 兩 制 ， 改 變 不 了 。 一 國 在

前，兩制在後。

香港泛民和政治人物，實應重

新認識現實，把握機會，落實一

國兩制，為香港爭取最有利的兩

制自治。時機再逝，將會一去不

回，香港褪色成為不過是天津青

島這些二級城市。香港擁有所有

中國各城市最難得的有利條件，

在中西文化衝揰，中美大國脫鈎

比 力 的 競 賽 中 ， 香 港 的 歷 史 條

件，特殊的空間，給了香港人空

前難得的機遇，我們香港人要有

登高望遠的大格局，牢牢把握今

日時機，必定能夠再一次擦亮東

方之珠的耀目光輝。

雷大雨小：美國的香港政策法雷大雨小：美國的香港政策法雷大雨小：美國的香港政策法
◎何步正

與印兄相交已超過半個世紀以上。 最有印象的二

次活動,均與印兄在一起,一次是1970年4月10日在美國

首都華盛頓特區參加保衛釣魚臺運動,一起遊行走路

一天,另一次是1971年 5月15日,我與印兄開一小卡車帶

上擴音器,麥克風,作為指揮中心,帶大家遊行,跟進人數

約達千人之眾,現回想好像在昨天,哲人已辭只能回想

後來我去了西部,洛杉磯印兄仍留在馬里蘭,我們仍

抗疫抗議眾叛親離 川普危矣! 抗疫抗議眾叛親離 川普危矣! 抗疫抗議眾叛親離 川普危矣! 
「黑㆟命也是命」的啟示

懷念好友㊞鐵林先生

◎
王

㆗
平

每周通話二次,交流對世事看法及心得,真是孔老夫子

所言: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印兄有哲學家

的氣質,宗教家的熱誠,我們是海闊天空無所不談,真是

令人羨慕,現已成絕響,好不令人傷感。 

編者按:由於篇幅限制,張文基的"人之相交 貴在知

心  憶 老 友 印 鐵 林 "一 文 ,請 點 擊  http://www.us-

chinafor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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