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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能夠解開死結的關鍵，就是實踐了謙卑為各個界別、各個派別服務的諾言。精誠所至，金
石為開。他熟悉門道、工作效率高、不恥下問，真真正正能夠為業界服務，謙卑誠意地做他們的公僕
，這種君子坦蕩蕩的作風和合作的熱誠，有力地融化了堅冰，推動了 「大和解」 的進程。

李柱銘三問意在抗中

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存在根本差
異，尤其在社會和諧的觀念上更是有
天壤之別。一般研究文化的學者皆同
意，西方文明較為好戰，強調物競天
擇、天人對立等觀念，主張凌駕甚至
征服其他文明。東方文明如中國及印
度等則講求兼容並包，提倡和而不同
、和平共存等觀念，以求達至天人合一的大同境界。

從西方國家的外交政策和國際關係可體現其文化特
質。例如過去數十年，美國與伊朗齟齬不斷，大大小小
的衝突多不勝數。自 1979 年伊斯蘭革命推翻親美的巴
列維政權（孔雀皇朝）後，美國對伊朗的發展變得警惕
起來。美國將伊朗列在支持恐怖活動國家的黑名單上，
經常以高姿態指責伊朗在行動上及財政上支持針對以色
列的恐怖活動，並對該國作出不同層面和程度的經濟及
軍事制裁。

伊朗以 「對抗」 回應美國
時有西方傳媒指，阿拉伯國家存在反猶太主義，更

聲稱伊朗領袖要將猶太人驅趕入地中海，這又為西方打
壓及禁止伊朗發展核武，提供保護自己的有利理由和條
件。為了對抗西方勢力，伊朗對美國作出不同的回應。
例如 1979 年 11 月 4 日，駐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遭攻佔
，六十六名美國外交官和平民遭扣留為人質，事件一直
持續到 1981 年的 1 月 20 日，長達四百四十四天，美國
譴責伊朗違反國際外交規則。1984年，美國駐黎巴嫩大
使館遭恐怖分子襲擊，二百多名海軍陸戰隊隊員被殺，
舉世轟動。

再以伊拉克為例，前總統侯塞因本是美國培植出來
的勢力，用以牽制敵對的伊朗。直到八十年代，侯塞因
推行核計劃並建成若干核反應堆，以色列對於伊拉克發
展核武的意圖感到憂慮和威脅，於是以捍衛國家安全為
由，出動直升機炸毀該國的核反應堆。前幾年，以色列
亦以相同理由派軍摧毀敘利亞的核子研究設施。

從以上事例可知，美國及以色列等西方國家不容許任何威脅其
利益的勢力存在。然而，採取高壓手段對付與之不合的伊斯蘭教國
家只會挑起他們的反抗情緒，並不是維持中東和平穩定的長久之策
。西方國家此種長期壓着別國的心態，與亞洲文化之包容及和平共
存的特性，差異甚大。希望強國不要出現估計錯誤的缺失，否則後
果堪虞。再者，中東有權發展核能作和平發展之用。所謂的伊朗核
威脅論是否存有偏見？這指控假設伊朗發展核能是為了摧毀別國而
作出的非理性行為。而為了維護世界安全，西方國家有責任和權利
對伊朗實施制裁。

從客觀層面看，上述假設不易成立。因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
家擁有較雄厚和先進的軍事實力，敵方準備攻擊的同時，他們可能
已先發制人。伊朗也明白雙方強弱懸殊，相信不會執意作出自取滅
亡的行為。西方國家基於一個虛浮假設就對伊朗採取打壓政策，是
否有欠妥當？

中國與西方 「競爭」 難免
冷戰期間，蘇聯傾舉國之力與美國進行軍事競賽，結果拖垮了

本國經濟，導致1991年蘇聯解體。普京自1999年上台後，雄心壯
志地振興俄羅斯，力圖使之恢復昔日超級強國的地位。普京的態度
強硬，過去十多年俄羅斯在很多政策和事件上與西方國家爭峰相對
，例如聯合國安理會的重要決議上，俄羅斯敢於與西方大國正面對
抗，多次行使否決權。相反，中國的表現相當克制，甚少行使否決
權，頂多投棄權票。俄羅斯外交上的大膽作風，無疑讓西方各國感
到威脅。而且，俄羅斯同屬西方文化，擁有喜歡競爭的特質。兩大
好勝陣容對壘，對抗狀態勢必維持一段長時間。

不久前《經濟學人》以普京作封面故事，指他的管治深受人民
質疑和反對，政權開始沒落。《經濟學人》在香港的影響力很大，
受很多香港商界高層、高級知識分子及專業人士推崇。事實上，該
雜誌存在取態，代表西方保守勢力的立場和觀點，其分析固然具有
一定參觀價值，但某些評論反映西方的期望多於客觀事實的發展。
本港很多論者往往照搬該刊的論調，乃是忠實的傳聲筒，因而有需
要弄清楚其立場及本質。

中國經濟發展迅速，與西方勢力產生競爭是不可避免的，但亦
要有所合作和妥協，這需高明且圓融的外交技巧。中國如何一方面
在國際政治較量中避免與西方正面衝突，另一方面又不受遏制地和
平崛起，是一個大課題。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

精誠大和解堅冰已融化
□李明俊

換個方式處理南海東海問題 □宋小莊

3月25日梁振英當選為行政長官，立即宣
布 「沒有唐營、梁營、何營，只有香港營」的
團結的方針。這顯示彌合因選舉而造成裂痕的
工程已展開了，雖任務艱巨，但推動對話的進
展比預期好。

履行對業界競選承諾
有一些人說，梁振英應該首先組織政府班

子，讓香港各界知道他的班底，這樣才有利於
增進溝通，化解矛盾。但是，有關組織政府班
子的工作要等他進京正式接受委任後進行，在
此之前，物色主要官員的工作就很難展開。梁
振英當選後首日到訪中聯辦，主要是商討短期
內到北京的任命安排，以及全面跟進落實 「十
二五」規劃、CEPA、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
港宣布的 36 項 「挺港措施」等工作，期望稍
後訪京能夠盡快直接向領導人反映，以履行
對工商界及專業界的競選承諾。

梁振英對香港事務的研究很深刻，他在未
到北京接受任命前，爭分奪秒，採取了以振興
香港經濟、紓解民困為主軸，爭取先機，推動
建制派的大和解。

他接連續4日訪問香港的基層群眾，其中
包括新界的原居民群眾，傾聽他們對於房屋問
題、交通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的意見。
七百萬香港市民在電視機前，看到了他和唐營
鄉事派冰釋前嫌，互相握手。緊接着，他又會
晤了銀行界、五大商會以及專業界的組織。這
些會見非常有用，因為裡面有不少是唐營的主
要精英，有利於加強溝通、增進了解、化解矛
盾、達成共識。連明顯反對梁振英的《蘋果日
報》也不得不大字標題說： 「梁振英冧掂銀行

界商界王冬勝、胡定旭接受大和解。」這樣就
說明，梁振英抓準了解決問題的核心，有的放
矢地解決問題。

一向以來，梁振英比較低調，很少出席工
商界的交際應酬宴會，互相溝通顯得不足，所
以，有人認為 「看不透梁振英」，擔心梁振英
政策大變，不能為他們的利益分憂，這是因為
隔閡引起了誤解。

工商界的最大利益在哪裡？他們最關心香
港的經濟發展前景、金融中心的前景、香港服
務業和專業人員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前景，李
克強挺港三十六招的跟進已拖延了一段時間，
梁振英剛剛當選，立即採用 「政府對政府」的
模式，與內地有關部門和省市直接對話，這是
過去的特區政府很少運用的一種方法。這就是
「走近城隍廟，何不求一支好籤？」梁振英在

政治上聰明的地方，正是善於運用 「一國兩制
」的優勢，用足了憲制允許的空間。中央人民
政府聯絡辦公室，正是要擔當溝通香港和內地
部門之間經濟、科技、文化、體育合作的功能
性部門，這是最高效率、最快速的渠道。

用坦蕩熱誠解開死結
梁振英能夠解開死結的關鍵，就是實踐了

謙卑為各個界別、各個派別服務的諾言。精誠
所至，金石為開。梁振英向銀行界、工商界、
專業界不恥下問，請教施政的方法，請教
CEPA 過去阻滯在什麼地方？香港的工商界、
銀行界和專業界有什麼具體的要求？有什麼辦
法可以使兩地的合作更快地落實？梁振英熟悉
門道、工作效率高、不恥下問，真真正正能夠
為業界服務，謙卑誠意地做他們的公僕，這種
君子坦蕩蕩的作風和合作的熱誠，有力地融
化了堅冰，大大地推動了和解的進程。

施政不能高高在上，不能擺出一副我比你

懂得更多的姿態。梁振英在當選後表示，會以
謙卑感恩之心，肩負當選特首重大的責任，與
市民一起共謀對策。他們已經認識到，唐營人
士以工商界、金融界為主，在這一個行業裡面
，熟悉運作，高手林立，對所有問題都非常精
通，也有很多計策。求教有利於施政，有利於
促進彼此間的隔膜，有利於更好地為工商界和
金融界服務。

已聽到基層群眾聲音
筆者相信，有了良好溝通和合作的開端，

今後在組織特區領導班子的時候，梁振英將會
更用心聽取工商、金融界精英的意見，在財經
領城用人唯才，廣開門路，真正落實 「香港陣
營」的大團結。筆者也相信，中央人民政府也
會樂見香港大團結、大和解，積極配合和支持
香港振興經濟、紓解民困的各項施政。

梁振英已聽到了廣大基層群眾對於房屋問
題和交通問題的聲音。筆者相信，他上任之後
會很快做一兩件紓解民困的實際事情：港鐵的
車票加幅實在太大，政府作為港機的最大股東
，有巨額的股票利息收取，完全可以成立一個
穩定票價基金，可以在調校票價問題上作出利
民的措施；房屋的問題非常嚴重，他也會拿出
正確的解決辦法，如增加臨時安置房屋安置劏
房住客，增加公屋的供應量；新界地區將會優
先發展，配合與內地的經濟合作，新界北區的
住宅發展和就業計劃將會結合起來，這樣既照
顧到地產商的利益、收入低的基層群眾的利益
，同時也照顧到新界原居民的利益。既然中央
政府挺港，有優惠措施，那麼，新的特區政府
就應該用足政策，用好政策，為基層人民群眾
謀福祉。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在操弄 「四一」遊行的第二
天，反對派輿論平台《蘋果日報
》即以 「西環亂港，李柱銘三問
梁振英」為題，宣揚了其核心成
員之一李柱銘的 「抗爭」。這個
民主黨元老，在這樣一個 「關鍵

時刻」又從幕後跳到前台，意圖很明顯，就是要不
擇手段，為反對派 「對抗中央」的逆流推波助瀾。

所謂的 「三問」，包括：梁振英應清楚向全港
市民說明，到底中聯辦有沒有干預今次特首選舉？
當選翌日高調到中聯辦 「拜訪」時，究竟有沒有要
求中聯辦不要干預特區內部事務？稍後上京接受委
任狀，會不會向中央直接提出，中聯辦干預特區事
務已經違反《基本法》22 條有關中央政府所屬各
部門、各省市政府等，不得干預特區內部事務的規
定？

李柱銘的這三問，建基於 「西環亂港」的荒謬

，表面上是要梁振英 「有所交代」，消除港人疑慮
，實際上卻是在直接挑戰中聯辦，挑戰中央人民政
府。他甚至要中聯辦 「收手」，要 「抵禦」中央政
府的依法有效管制。

特首選舉過後，反對派拋出 「干預說」，大造
「西環亂港」輿論，並以民陣挑頭，煽動 「四一」

遊行。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竭盡所能的表演和混
淆視聽的口號，都顯示了反對派在香港面臨新形勢
和社會處於轉變階段，將對抗的層級拔高，將抗爭
目標位移的陰謀企圖。

鼓吹「西環亂港」
「三問」的要害，首先在於無中生有，宣揚所

謂 「西環亂港」，無端製造 「干預說」。其次，將
中聯辦代表中央政府的這一性質故意加以含糊，貶
低為 「部門」和省區政府代表機構。李柱銘作為一
個大律師，對中聯辦的性質、地位和作用不會不清
楚，而有意加以貶低，不僅是要減弱中聯辦的權威
性，更重要的是為其 「西環亂港」的荒謬尋找所謂
法律依據，扣上違反《基本法》的大帽子，以愚弄

香港市民，支撐反對派毫無根據的指控。
眾所周知，《基本法》不僅明確規定了香港特

區高度自治的依據、界限和範圍，而且也規定了應
該由中央行使的權力。按照《基本法》規定，中央
政府在香港回歸之後在港設立了三個機構─中聯
辦、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和解放軍駐香港部隊。這些
機構都是香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為香港穩定
繁榮及維護 「一國兩制」作出不可或缺的貢獻。中
聯辦代表中央政府，其權責法定，不容置疑，更不
容挑戰。中聯辦不僅不會 「干預」 「亂港」，破壞
「一國兩制」，恰恰相反，落實 「一國兩制」 「港

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正是它的重要使命。

挑戰「一國兩制」
梁振英當選後，高調 「拜訪」中聯辦，不僅體

現了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也是特區政府或未來特首
尊重 「一國兩制」的表現。難道梁振英當選後要先
到中環花園道或金鐘法院道 「拜訪」才叫維護 「一
國兩制」嗎？梁振英 「拜訪」中聯辦合情合理，正
大光明， 「低調」完全沒有必要， 「高調」正展示

了新特首的新作風。梁振英在事後亦已向傳媒講述
了他此行的目的，所謂 「謝票」、所謂 「干預」
都是無稽之談，更無要求中聯辦 「收手」的前提
條件。

3月2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了中央政府
對梁振英的任命狀，並指出，這次特首選舉是依法
進行的，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有關法律的
規定。 「梁振英的當選，反映了香港社會對他的認
同、信任和期望」。對此，梁振英也表示將 「不負
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所託」。目前梁振英馬不停蹄
地處理與政權交接相關的事務，且將擇日赴京正式
接受任命。在如此背景下，李柱銘卻要求梁振英擇
機 「告御狀」，荒唐滑稽，令人作嘔。

暴露「港獨」意識
李柱銘的所謂 「三問」亦不是什麼新花樣，核

心完全是反對派的陳穀子爛芝麻。新特首順利產生
之後，反對派老調重彈，拋出所謂 「西環亂港」
「特首變市長」 「中環不如西環」等論調，就是要

破壞香港目前的大好形勢，破壞市民大眾對 「穩中
求變」的期待，破壞 「大和解」的可喜局面。

選舉過後，香港政情的發展和變化，候任特首
梁振英得到絕大多數民眾擁護，受到中央政府信賴
，反對派卻對此熟視無睹，對民意和中央的聲音亦
置若罔聞。此時此刻，李柱銘居然提出所謂 「三問
」，背離主流民意，違背潮流趨勢，只能是反對派
一貫與中央對抗，破壞 「一國兩制」本質的大暴露
，也再次令人領教了這個所謂 「民主之父」的 「港
獨」意識和強烈的 「反共抗中」立場和態度。

近聞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外交部、教育部等
十三個部門組成的全國國家版圖意識宣傳教育和地
圖市場監管協調小組，將於年內展開南海地圖的研
究和編制工作，並清楚註明釣魚島、赤尾嶼等區域
地名，以宣示主權，並向全社會公布。這項工作對
香港特區的國民教育而言，也頗具意義的。

這項工作本來應當盡早展開。如在 1982 年 12
月 10 日中國代表團在《海洋法公約》簽署時完成
最好。最遲也不應晚於 2009 年 5 月 13 日締約國向
聯合國提交大陸架劃界方案前完成。現有些晚了，
應加快進行。

中國擁有南海諸島主權
對南海諸島問題，這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已由國

民黨政府基本解決的問題。從唐朝到民國初年，中
國歷代政府都對南海諸島四大群島進行管轄，沒有
任何爭議。1933 年法國侵佔南沙群島的太平、中
業等島嶼，遭到中國漁民的反抗，中國政府也提出
抗議。1935 年中國政府的 「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
」編制《中國南海各島嶼圖》，詳列南海諸島島礁
的名稱。1939 年日本侵佔南海諸島。日本投降後
，並沒有交給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聲稱對西
沙群島、南沙群島有主權的國家。1946 年根據
《開羅宣言》和《菠茨坦公告》，中國政府內政部
、海軍都以及廣東省府從日本接管西沙群島和南沙
群島，並在島上設立主權碑。1947 年中國政府內
政部編制《南海諸島位置圖》，列出四個群島位置
，重新命名南海諸島全部159個島礁沙灘名稱，並

用 11 條斷續線（後改為 10 條，其中南海 9 條，東
海（台灣與琉球群島之間）1條，但未及釣魚諸島
）。1948年2月《中華民國行政區域圖》公布，向
世界宣布中國政府對南海諸島的主權及其附近海域
的主權或管轄權的範圍。新中國成立後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地圖》也有同樣的標誌，南海諸島先後歸
廣東省和海南省管轄。

「舊金山和約」 乃非法無效
對東海釣魚島等問題，明清兩朝皆屬中國海防

管轄範圍，從沒有由日本沖繩等管轄的依據。1895
年日本趁清政府甲午戰爭呈現敗局，提早竊取釣魚
島等島嶼，劃歸沖繩等管轄。同理，在二戰後根據
《開羅宣言》和《菠茨坦公告》，日本應將釣魚諸
島與台灣、澎湖列島等一起歸還中國，但日本沒有
這樣做。1951年9月8日，日本反與美國簽訂《舊
金山和約》，將屬於中國的釣魚諸島連同沖繩一起
交由美國託管。對此，周恩來總理兼外長代表中國
政府曾鄭重聲明，《舊金山和約》沒有中國參加，
將中國領土交美託管，是非法的、無效的。1971
年 6 月 17 日日美簽訂 「歸還沖繩協定」，竟將該
中國領土交還日本。

早在1958年9月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批
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明確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領土，包括中國大陸及
其沿海島嶼，和同大陸及其沿海島嶼隔有公海的台
灣及其周圍各島，澎湖列島、東沙群島、中沙群島
、南沙群島以及其他屬於中國的島嶼。」又明確，
12 海里（浬）的領海寬度 「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一切領土」。當時沒有提到釣魚島，但應理解
為已包括在 「台灣及其周圍各島」的表述內。

1992 年 2 月 25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第2條第2款也明
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陸地領土包括中華人民共
和國大陸及其沿海島嶼、台灣及其包括釣魚島在內
的附屬各島，澎湖列島、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
沙群島、南沙群島及其他一切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島嶼。」

出於中日友好的考慮，中日在實現邦交正常化
時曾約定不涉及釣魚諸島問題。出於改革開放的考
慮，中國不希望發生戰爭，爭取長時間的和平，集
中精神搞建設，對國家統一提出 「一國兩制」的設
想，對與鄰國發生的領土爭議提出互讓和一攬子解
決的方法，對釣魚島和南沙群島問題提出擱置爭議
、共同開發的想法。

事態未能朝向 「共同開發」
對南海諸島，1984 年鄧小平講得更具體。他

說： 「菲律賓佔了幾個島，越南佔了幾個島，馬來
西亞佔了幾個島。將來怎麼辦？一個辦法是我們用
武力統統把這些島收回來；一個辦法是把主權問題
擱置起來，這就可以消除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這
個問題遲早要解決。」

然而，事態沒有向 「共同開發」的方向發展。
到底應當何時處理呢？從鄧小平當時的講話來看，
是到本世紀末，GDP翻兩番達到1萬億美元。這樣
才有 2002 年中國與東盟《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
簽訂，中國依據宣言克制了，但東盟若干國家不但
沒有克制，反而變本加厲，加快掠奪的步伐。

與鄧小平期望的 1 萬億 GDP 相比，前年中國
的GDP已經達到5.7萬億美元。現在應當是審視鄧
小平提出的另一種解決辦法的時候。對此，國家應
當根據《國防法》和《國防教育法》的規定，開展
相關工作。 作者為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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