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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倒春寒的大氣候中，外部環境空前嚴峻，內部改革矛盾凸顯。內外難題疊加，形勢考驗着
「兩會」 智慧；左右認識交叉，舉國期盼着 「兩會」 定盤。相信 「兩會」 將向深層改革進軍，穩中求
進共謀發展，創新社會管理，引領中國邁向新的春天。

反對派渾水摸魚謀私利 □崔 寧

2月27日，美國《時代
周刊》網站刊登了該刊資深
記者邁克爾．舒曼的一篇文
章，評論中國經濟形勢。作
者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是
不可持續的，中國可能在
2014 年到 2015 年間爆發危
機。這篇文章大概是 「唱衰
中國論」的最新版本了。

實際上在過去二十多年中， 「唱衰中國」一
直時隱時顯。在美國這種論調最時興的是上世紀
90 年代初。一些美國政界和學界人士認為，既
然蘇聯共產黨執政七十多年的國家都可以這樣迅
速地分崩離析，為什麼中國不會步其後塵？一些
人公開發表文章稱， 「中國處在疆土分裂、政治
崩潰或民主革命的邊緣」。中央情報局高官在國
會聽證會上說，蘇聯和東歐發生的事情引導美國
情報部門去 「想……想像不到的事情。顯然我們
同樣需要考慮中國未來可能的選擇。」一些對中
國非常了解的人也認為，中國的 「現政權顯然只
是過渡性的政權」，到本世紀末中國就會起大變
化。但中國發展卻出乎他們的意料，中國非但沒
有垮，而且在鄧小平南巡以後掀起了改革開放的
新高潮，經濟持續高速發展。

中國走適合自己的路
「唱衰中國」並沒有銷聲匿跡。到了九十年

代末，這種理論又冒了出來，當時主要的說法是
：國有企業缺乏競爭力，銀行 「壞帳如山」，已經到了不能
自拔的地步，行將倒閉，長期的經濟衰退不可避免。但這些
人的預言又一次沒有兌現，中國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比較
成功地解決了這些問題，繼續保持了經濟增長的勢頭。

舒曼的說法把中國與所謂亞洲模式聯繫起來。按照他的
說法，既然中國遵循的是以投資拉動經濟的亞洲經濟模式，
既然日本和韓國都曾發生過危機，中國也在一步一步地滑向
危機的深淵。且不說有沒有什麼亞洲模式，難道歐洲的模式
或美國的模式就一定好嗎？歐洲現在不是面臨着嚴重的債務
危機嗎？而且這個危機的解決不是輕而易舉的事。至於美國
，此次世界金融危機不就是由美國過度金融創新、放鬆監管
、次貸危機引起的嗎？文章的說法有點像 「危機人人有份論
」，既然美國有危機，歐洲有危機，亞洲的日本和韓國都曾
發生過危機，中國也難逃危機，這就是作者的邏輯。其實，
中國經濟的發展不是在遵循什麼已有的模式。對於人口如此
之多、家底又如此之薄的經濟體來說，中國必須走出一條適
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這也就是鄧小平所說的 「摸着石子
過河」的道理，這也是中國過去三十二年的實踐。

以經濟增長說明一切
對於舒曼文章中提到的具體問題，限於篇幅，本文不能

一一進行剖析。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確實面臨着一系列嚴
峻的挑戰，諸如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社會老齡化，內需不
足，發展過多依賴投資和勞動力的投入，等等。國內對這些
問題的討論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惟其如此，我們才有倡導科
學發展觀， 「十二五」規劃才把調整經濟增長模式作為主要
任務。但中國人的結論是我們能夠成功實行這種調整，把經
濟發展持續下去。不但在二十年機遇期內可以實現持續高速
增長，而且還可以延長機遇期。這也是國際上的主流看法，
如最近世界銀行的報告就是這樣。

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民眾和媒體已經足夠
成熟，不會因為聽了 「捧煞」中國的話而忘乎所以，也不會
因為聽了唱衰中國的話而義憤填膺。美國是一個非常多元化
的社會，對同一問題有不同見解是正常的。實際上就在前幾
天，在《華爾街日報》網站上就以《唱衰中國的預言家為何
屢言不中？》為題發表文章，從投資、房地產、影子銀行、
勞動力、債務水平等五個方面批評唱衰中國的看法。我們會
冷靜地對待所有這些看法，只要其中多少有合理的成分我們
都會加以參考借鑒，因為，對 「唱衰中國」最好的回答就是
中國經濟增長本身。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深化改革 兩會定盤
□陳 群

中國電影需苦練內功迎挑戰
□秦曉鷹

「兩會」在料峭寒春中
開幕，意義不同往年。國人
少了幾分 「煙花三月下揚州
」的愜意，多了些許 「不可
沽名學霸王」的蒼勁。從
2008年開始，以美國次貸危
機為發端，發酵至當今的美

、歐國債危機，全球經濟經受着長達四年的倒春
寒。中國改革開放三十三年，發展成就舉世矚目
，但在全球倒春寒的大氣候中，外部環境空前嚴
峻，內部改革矛盾凸顯。內外難題疊加，形勢考
驗着 「兩會」智慧；左右認識交叉，舉國期盼着
「兩會」定盤。國人期盼中國龍年躍龍門，希冀
「兩會」書寫新春天的故事。

深化改革成共識
今年 「兩會」恰逢鄧公 「南巡講話」二十周

年。《人民日報》推出 「深化改革認識論」系列
文章，疾呼 「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
危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世界銀行發布報
告稱 「中國急需深層次改革」。 「寧要微詞，不
要危機」的警式語，表明了中共高層態度。

從理性講，改革開放不是問題，多少人反對
改革開放呢？但實際中，改革開放問題不少，引
發了深刻而尖銳爭論。新華網的文章指出，一是
民間改革力量積聚──改革開放源自安徽小崗村
農民，現今這種自下而上的改革內在動力又有了
相當積蓄；二是經濟改革迫在眉睫──政府力推
經濟轉型，但既得利益者消極懈怠、特殊利益集
團阻撓掣肘等等，都讓深層經濟體制改革躑躅難

行，使 「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舉步維艱
；三是外部壓力──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世
界對中國 「守規則」地參與世貿更加期望，而當
今世界發生的種種變化與動盪也給中國帶來外部
環境壓力。近日媒體多引鄧公名言： 「不堅持社
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
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因此，深層改革將成
為 「兩會」重大主題。

穩中求進謀發展
把握穩中求進，邁向科學發展，以經濟社會

發展的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八大召開，是今年
「兩會」主題。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
「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物價基本穩定、社會大局穩定，轉變發展方式
、深化改革開放、改善民生。在近期各省、市、
自治區地方 「兩會」上，穩中求進、科學發展、
擴內需、控物價、調結構、惠民生、科技創新、
戰略性新興產業等字眼，頻頻出現在各地政府工
作報告中。

「兩會」代表雲集北京，恰逢中國經濟步伐
放緩之時。國家統計局1月公布數據顯示，2011
年一至四季度經濟增速分別為9.7%、9.5%、9.1%
和 8.9%。社科院經濟學部主任陳佳貴認為，
「經濟增速最好保持在8%到9%之間，為深化改

革、治理通脹、調整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創
造良好的宏觀環境。經濟增長速度過快，會使一
些深層次矛盾更加尖銳，不利於深化改革。」有
專家指出，中國可以稍微放慢腳步，推進經濟社
會轉型，穩中求進，讓經濟繁榮惠及更多百姓。

有民調顯示，民眾期待 「兩會」十大熱點問
題依次是：社會保障、收入分配、社會管理、教
育公平、醫療改革、三農問題、反腐倡廉、物價
問題、食品安全、房價調控。 「兩會」前夕，溫

家寶、賈慶林、李長春、李克強、賀國強等多位
中央領導肩負民眾熱盼，分赴廣東、上海、浙江
等地區進行調研，考察涉及就業、保障房建設、
金融安全、進出口貿易等諸多領域，意在為改革
攻堅、穩中求進、共謀發展、確保民生，掌握第
一手材料。中央領導基層調研關注民眾關注的問
題，使今年 「兩會」更加令人期待。

創新管理有必要
在此前一個 「兩會調查」中， 「社會管理」

的關注度已攀至第三位。中國經過三十多年快速
增長，物質財富迅速膨脹，社會矛盾與不穩定因
素也逐漸堆積。 「創新社會管理」已提上歷史日
程，不僅考驗着執政者，而且關乎中國前途命運
。對此，應始終保持高度警惕。2004 年十六屆
四中全會提出 「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2007
年十七大報告提出 「完善社會管理」；2011 年
中央黨校省部級領導幹部研討班把 「社會管理及
其創新」列為主題；同年7月1日胡錦濤在中共
成立 90 周年大會上強調， 「當前，世情、國情
、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我國發展中不平衡、
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制約科學發展的體
制機制障礙躲不開、繞不過……」同年8月，已
有 20 年歷史的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更
名為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從 「治安」
到 「管理」一詞之改，意味着中共執政理念的創
新，這將成 「兩會」又一熱點。

筆者以為，今年 「兩會」如乘改革之舟行至
中流，既有 「中流擊水」的開闊空間，亦遭 「浪
遏飛舟」的嚴峻挑戰。相信 「兩會」將向深層改
革進軍，將穩中求進共謀發展，將創新社會管理
，引領中國邁向新的春天。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反對派在香港第四屆行政
長官選舉如火如荼並即將產生
之際，利用 「民陣」這一平台
，再次上街，於周六組織遊行
活動，並提出 「踢走爛攤子，
還我真普選」口號。

從所提出的口號看，反對派是藉特首曾蔭權涉
及所謂 「利益輸送」風波及兩個建制派候選人此前
競爭白熱化，曝出所謂 「西九利益門」和 「僭建門
」事件，將原先預謀的主題擴大到要 「倒曾」，並
將特首曾蔭權的 「問題」與現行的選舉制度掛鈎，
歸咎於 「小圈子選舉」的結果。

一直以來，反對派都將香港的民主制度，尤其
是特首選舉制度，污衊為 「小圈子選舉」，這是他
們的一貫伎倆，並以此欺騙和迷惑市民大眾，推銷
他們賴以生存的所謂 「民主價值觀」。然而，隨着
香港民主制度安排，按照《基本法》規定的軌道循
序漸進向前發展，成為現實並取得巨大成就， 「小
圈子」說已經越來越沒有市場，成了反對派的舊衣
缽。

這次反對派又老調重彈，抱出舊衣缽，組織上
街，還是老一套，目的是企圖攪亂政局，破壞特首
選舉，挑戰中央政府權威，以謀取他們在目前民主
法治機制下得不到的利益，扭轉日益孤立和頹敗的
困局。

攪亂政局破壞特首選舉
為破壞特首選舉，反對派費盡心機。早前民主

黨、公民黨和工黨等還為此制定了所謂 「三階段策
略」。毫無疑問，這次 「上街」亦是其中的 「謀算
」之一。然而，反對派錯判了形勢。

特首選舉雖然出現了一些人們事先預料不到的
磕碰和曲折，且節外生枝，出現涉及特首曾蔭權的
所謂 「利益輸送」風波，但是種種不利因素並未影
響選舉順利進展的總趨勢。2月29日提名期結束時
，兩個建制派候選人梁振英、唐英年分別以三百零
五和三百九十提名票成為正式候選人。

在特首選舉的階段，兩人先後提出自己完整的
政綱，包括《明天在你我》和《齊心一意撐香港》
，並深入各階層，接觸基層民眾，了解民情，完善
政策理念，使參選政綱更加貼近民眾、更加切合實
際。這些其實都是民主制度務實發展的具體實踐和
可喜成果。

可是，反對派推出的唯一候選人，民主黨的何
俊仁，從特首選舉一開始，就不斷地鼓吹要把特首
的選舉變成 「民主價值觀」的競爭，企圖以空洞的
理念爭論，把特首的選舉引導到政治論戰中，脫離
香港社會發展實際，脫離民生基調。市民大眾並不
接受這一套，何俊仁的民意支持度一直在個位數字
徘徊，甚至被邊緣化。

不擇手段推銷「民主」理念
反對派為推銷他們的 「價值觀」，從特首選舉

一開始就大造聲勢。去年 12 月啟動 「全民初選」
，成立籌委會，並在全港市民中推動 「一人一票」
選舉反對派參選人的活動。儘管反對派設了 74 個
投票站，何俊仁勝出，但民調結果卻令人尷尬，超
過五成民眾對包括何俊仁在內的反對派兩個參選人
都不支持。接下來反對派還要在 3 月 23 日，即特
首選舉投票日前舉行一次 「全民選特首」，這項活
動主要由 「政治學者」鍾庭耀負責操弄，他甚至想
用自己的民調結果來影響特首選舉。能否達到他們
的所謂 「民主」 「人權」目的？看來同樣只會是一
場鬧劇。

去年底進行的選舉委員會選舉，反對派在一千
二百位選委中，掌握了約二百席。由於何俊仁民望

極低，沒有人氣，完全沒有希望，反對派就想利用
掌握的這些選委票作資本來達到想要達到的目的。

何俊仁曾一再揚言，如果建制派候選人需要
「過票」的話，必須要接受反對派所提出的條件。

這些條件包括了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推動所
謂 「雙普選」等。但結果至今沒有人理會。

左右選舉只是一廂情願
最近，反對派又藉此大作文章，企圖以不投票

或投 「白票」的方式，來增加特首選舉 「流選」的
可能性因素。繼工黨李卓人表示，其掌握的選委在
選舉特首時，會以離場抗議之後，公民黨的梁家傑
亦表示，反對派選委中將會有一半人不投票或投
「白票」。反對派 「金主」黎智英旗下的寫手，最

近就在其控制的《蘋果日報》上大肆鼓吹 「流選」
，號召選委投 「白票」，並將此形容為 「上籤」。
日前，在港台《議事論事》節目中，民主黨元老李
柱銘也聲稱， 「如果流選，對香港有益多過有害」。

為了對抗特首選舉，反對派希望 「流選」，並
為所動作。可是反對派所能夠控制的選委票，實際
上有多少呢？即使能完全掌控二百票，也只是全部
選委票的六分之一，相信左右不了大局，種種企圖
只能是一廂情願而已。

事關香港未來發展大局的特首選舉，已經進入
關鍵時刻。反對派利用一些民眾對特首曾蔭權近
期表現有不滿、對兩個建制派候選人有 「負面新聞
」感到困惑，而乘機以 「大民主」方式推銷他們的
舊貨並試圖以此挽回頹勢，只能適得其反。反對派
在現實體制下得不到的利益，也根本不可能從 「上
街」得到。

近日，北京某大學的一個
學術小組公布了一組 「2011 年
中國電影國際影響力全球調研
數據」。這些醒目的數據表明
：在接受調查的9個國家、18個
語種的海外觀眾中，半數以上
的受訪者對中國電影知之甚少

。僅有20%的觀眾對中國電影較為關注，而認同中國
電影具有影響力的更是降至 8.6%。也許，這項調研
在採集數據的方法上可能還存在着某些缺欠，但它
所反映的基本事實卻的確應該引來中國影視界同仁
的幾分震動；同樣，也能給那些對中國文化產業有
着掌控力的人們帶去幾分清醒。

「衝擊」 有助提高水平
然而，筆者以為，真正能給國人帶來震動與清

醒的，恐怕還是月前中美就 「允許更多的美國電影
進入中國市場並提高美國片方分賬比例」達成的協
議。按照這份協議，中國將在原本每年引進 20 部美
國電影的基礎上再增加14部IMAX或3D電影。同時
，美方的分賬比例也從原來的13%提高到25%。毫無
疑問，這份協議的出台意味着中國電影市場的大門
在國際化遊戲規則制約下被進一步推開，意味着中
國觀眾可以看到更多的美國大片；也意味着，中國
電影的生存空間在一個不會太短的時間內將受到擠
壓，而這擠壓的背後則是中國電影在藝術質量與市
場經營方面所必須應對的挑戰與考驗。難怪筆者的

一些影視界朋友在得知此消息後，通電話中說的第
一句就是， 「狼」真的來了。

那麼，荷里活這隻 「狼」會 「吃」掉我們什麼
呢？

筆者以為，從短期來看，它無疑將要 「吃」掉
一部分中國國產片原有的市場份額和利潤，這當然
會很痛。以 2011 年為例，中國電影全年票房為 130
億人民幣，其中國產片70億，進口片60億，國產片
險 「勝」。但就進口片單片票房來說，收入卻遠超
國產片的單片票房。可以想見，進口片數量及分賬
額度增加後，國產片票房會有很大部分被荷里活
「瓜分」掉。

當然，對那些靠僥倖，靠所謂的明星陣容，靠
吃老本，靠黑手操作市場，靠窺測政治風向，靠國
家財力支撐，去套取某種 「成功」桂冠的電影製作
者和電影投機商來說，也同樣具有相當的殺傷作用
。從長痛與短痛的辯證關係看，這種衝擊對提高中
國電影的整體製作水準，對堅持電影規律的正派的
製作人來說，最終將是一件幸事。

道理儘管如此，但面對着美國進口大片的來勢
洶洶，如果不下苦功、不做出扎扎實實的努力，要
想使挑戰變為動力、把危機變為機遇，仍然是一廂
情願。只有方方面面戮力同心，克服種種政策性障
礙，擺脫種種觀念上的羈絆，千方百計調動起中國
電影藝術家們的創造性，煥發出他們身上蘊藏的創
作靈感，才能真正拓展生存空間，從而逐漸擺脫窘
境與困局。

中國電影要擺脫困境，毫無疑義是要極大地提
高中國電影藝術家和大大小小的製作團隊（包括編
劇導演製片演員攝影及所有輔助人員）的基本素質
。人的變化是基礎性變化，是一種原發性的內生動
力，即人們常說的 「內功」。只有苦練這種 「內功

」，只有電影人的素養的提高，才能使中國電影的
整體水平躍升到一個可以與世界電影大國打拚較量
的新高度。

那麼，當前中國電影人急需提高怎樣的素質才
能有力有效地應對進口大片的衝擊呢？筆者以為應
該從兩個方面下功夫：

首先是要深入了解和感受正在發生巨大歷史變
遷的中國。中國正在經歷着千百年未有之劇變，這
種變化大到影響着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小到波及到
每個中國人的命運和每個中國家庭的生活軌迹。它
帶來日新月異的驚喜，也帶來瞠目結舌的震撼。無
數的悲歡離合無盡的尋覓追求無窮的人間活劇，就
發生在我們身邊。只要我們的電影藝術家能走出固
有的小圈子小巢穴小情調，就能夠找到極其豐富的
創作土壤和極其豐沛的情感源泉。

學用 「國際化語境」
其次，就是要努力學會用 「國際化語境」來表

現民族文化。我這裡說的 「國際化語境」是指能夠
讓世界其他國家、地區、民族所能接受的表現手法
、形式和敘事邏輯。如果說得更深一些，則是在
「國際化語境」中普遍具有的、在人類進步的歷史

長河中形成的共有的人性追求、審美情趣與認知判
斷。正是這些理念的存在才能使世界上不同民族種
族國家和地區的人們產生廣泛的文化認同，也才可
能有相互理解、相互溝通、相互交流、相互學習與
相互欣賞。這，就是筆者所指的 「國際化語境」。
我相信，只要積極地把中國傳統的民族文化元素與
「國際化語境」加以結合與融通，中國就能逆風起

飛，成為新的電影大國、電影強國。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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