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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任特首對未來施政提出 「穩中求變」 的主張，也體現了傳統文化中 「和」 以及 「用中」 的思想
。這個道理不但在制定施政綱領是如此，在處理新舊政府交接、處理建制派內部矛盾、處理兩大陣營
的矛盾，最後實現全社會的 「大和解」 ，也是如此。

處理雙非不可一刀切 □曾淵滄

近來，中國在東海及南海的主權
爭議上，與周邊國家屢生糾紛。例如
早前菲律賓軍艦與中國漁政船的對峙
事件。中國船隻也經常與越南在海上
發生衝突，今年二月，越南傳媒指該
國漁船在西沙海域遭中國海監船槍擊
，船身中彈。日前，日本東京都知事
石原慎太郎在華盛頓演講時，揚言要買下釣魚島，中方
強烈譴責有關言論。

如何應對海域權益爭議，中國內地有不少討論。有
人認為中國應展示強硬姿態，捍衛海洋資源利益及國家
安全，以樹立威信。然而，東海及南海的主權分歧牽涉
到許多國家的利益，是一個敏感的地區。在鄰國的蓄意
挑釁下，中國在海域爭議上需小心處理。

「不打沒把握之仗」
筆者認為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對解決海域爭議具有指

導和借鑒意義。 「以弱勝強」、 「不打沒把握之仗」是
毛澤東軍事戰略的中心思想，無論在抗日戰爭或國共內
戰時期，面對敵方的精良裝備和強大軍力，毛澤東仍能
運籌帷幄，沉着應戰。一旦出手，往往以兩三倍的兵力
殲滅敵人，帶領軍隊取得戰爭的主動權和勝利。在現時
複雜的國際大環境下，中國應謹慎行事，步步為營，先
掌握主動權，再選擇最有利的時機出手，不應受群小挑
釁，便拔劍而起，挺身而鬥，亂呈匹夫之勇。古語有云
： 「小不忍則亂大謀。」

事實上，美國對於東海及南海的局勢演進有決定性
影響。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問題上的態度變得越來越強
硬，和美國在背後支持不無關係。例如中菲艦船在南海
對峙剛過不久，美國和菲律賓即明目張膽地在菲律賓巴

拉望島以西的南海海域進行聯合軍事演習，矛頭明顯指向中國。故
南海爭端最終會否鬧大，決定權在美國手上，假設美國能壓制群小
搞事，相信紛爭會很快平息。

有領導性的西方傳媒提出，國際仲裁是解決南海紛爭的最佳辦
法，又提議由印尼來牽頭仲裁。筆者認為此觀點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印尼部分海域毗連南海，絕對不是中立的第三者，不適合為仲裁
者。即使糾紛交由更高級的國際機構，例如委託聯合國處理，亦不
能保證仲裁結果是客觀公正的。現時不少國際機構受到某些強國影
響，立場存在取態，仲裁過程未必依照國際法公平進行，導致仲裁
結果可能出現偏頗。況且，要求中國和所有牽涉海域爭議的國家進
行集體談判是不切實際的做法，對中國也有欠公平，因為不同國家
存在爭議的水域不同，集體談判只會產生更多的混亂和爭端。假設
美國和其他國發生糾紛，相信亦會選擇單對單談判，而不是集體協
商。其實從上世紀開始，中國已提出以和平談判為原則，致力就解
決南海紛爭和東盟鄰國逐一協商。

最近，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出錢買釣魚島一事在國
內引起很大的反響。石原對中國一向十分不友善，過去幾十年經常
對中國說出挑釁性說話。有人擔心，若日本堅持將釣魚島賣給東京
市政府，即等於行使對釣魚島的主權，勢必引發中日外交危機。

中國若要避免和日本正面衝突，可說服美國運用其對日本的影
響力，使紛爭得以迅速解決。因為日本受美國軍事保護，沒有獨立
國防，外交上被美國掣肘，很多問題只能遵從美國的勸告。

選擇適當時機出手
在近日東亞局勢日益升溫的情況下，中國與俄羅斯亦密鑼緊鼓

地準備在黃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此前，中俄兩軍已多次舉行聯合
軍演，由於兩國毗鄰，接壤地帶漫長而廣闊，保持友好關係有利雙
方長遠發展。

俄羅斯雖為歐洲的一部分，卻和西方國家有着長久的歷史隔閡
和矛盾。兩者之間齟齬不斷，成為世仇。例如俄羅斯分別於 1812
年及1941年遭到拿破侖和希特勒的入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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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解
體。由於俄羅斯同屬西方文化，擁有好勝特質，過去十多年在很多
政策和事件上與西方國家針峰相對，並經常展示挑戰美國霸權的強
烈企圖及決心。相反，中國文化講求兼容並蓄，和平共存，並沒興
趣挑戰美國的地位或凌駕別國。

總括而言，面對現時國際上的各種糾紛和政治較量，筆者認為
，中國可借鑒毛澤東 「不打沒把握的仗」的軍事戰略，掌握主動權
，選擇適當的時機出手，並配合鄧小平 「韜光養晦，不強出頭」的
指導思想，採取自強不息的發展政策，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作者為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

大和解是穩中求變保障
□宋小莊

穩中求變緩解貧富懸殊 □余永賢

自中央提出香港特區要實現 「大和解」以
來，筆者一直關注香港社會的動向和媒體的反
應。儘管有人說，與梁沒有結怨，不存在 「大
和解」的問題；也有人說，由於涉及意識形態
和利益的衝突， 「大和解」是不可能實現的目
標等等。但公開與 「大和解」唱對台戲、否定
「大和解」論的情況，似乎不多。這是香港回

歸以來罕見的社會現象，說明中央的 「大和解
」政策是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也是廣大市民
擁護的。

施政成敗繫於 「大和解」
然而，對 「大和解」的內涵，香港社會的

解讀並不相同。一般人認為，這是候任特首梁
振英對全體社會的和解，也是全體社會對新任
特首的和解，是為了修補香港因學習西方的民
主選舉文化造成的社會撕裂。又有人認為是統
戰。但由於香港社會劃分為建制派和反對派兩
大陣營，各陣營又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團， 「大
和解」不可能是簡單的握握手、吃吃飯、聊聊
天的問題，而是長期的、複雜的、高智能的、
系統的社會工程。未來五年新任特首施政之成
敗、順暢，在某種程度上將繫於 「大和解」的
進展。

中華民族是講究 「和」的民族，中華文化
是講求 「和」的文化。中國古代民間傳說就有
「和合二仙」。《聖經．創世紀》也有 「和平

鴿」的故事，佛教法相宗也指形成心（精神現
象）、色（物質現象）諸法的因緣能夠和合的
性質和合性（Samagri）。可見 「和」也具有某
種普世價值和意義。

在中國， 「和」被古代思想家賦予哲學內
涵，是具有大智慧的。早在西周末年周幽王時
期的太史史伯就提出 「和實生物」的命題。
《國語．鄭語》載有鄭桓公與史伯關於周代弊
政的對話。史伯認為關鍵的問題是周幽王 「棄
和而取同」，而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他
還解釋說，所謂 「和」，在常理上，就是 「以
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 「以和五味以
調口，剛四肢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
以營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
十數以訓百體……夫如是，和之至也。」這就
是凡事不能 「求同」，只能 「致和」。

治理香港需要智慧
在政理上，就是 「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

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
一無聽，色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
這些話，說的是很深刻的。

古人講話，言詞簡奧。在哲學上說，就是
沒有對立的事物就難以發展，而兩個以上對立
事物的矛盾統一會產生新的事物，這就是 「和
實生物，同則不繼」的命題。這個道理不難理
解。

候任特首對未來施政提出 「穩中求變」的
思想，也體現了 「和」以及 「用中」的思想。
在頒發任命狀時，溫總理對候任特首的 「穩中
求變」給予高度的評價，認為穩不求變，變不
求穩都不好，要在 「穩中求變」中實現 「穩中
求進」的目的。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對
「穩定大於一切」的反思、是對香港事務片面

求穩、片面求變的揚棄。
應當指出， 「和」及 「用中」的前提是有

「兩端」的存在。 「和」及 「用中」既強調了
矛盾的對立，又強調了矛盾的統一。例如穩與
變，就是一對矛盾。穩是要求穩定，希望穩定
就不願意變；變是希望改變現狀，政變現狀就
可能不求穩定。如果片面強調對立，就往往穩

而不變，或變而不穩。如果片面強調統一，結
果就會既不穩也不變。只有解決了穩與變的辯
證關係，才能 「用中」，才能實現 「穩中求進
」。

這個道理不但在制定施政綱領是如此，在
處理新舊政府交接、處理建制派內部矛盾、處
理兩大陣營的矛盾，最後實現全社會的 「大和
解」，也是如此。但也要知道的是，矛盾的轉
化是有條件的，也是有原則的。在中國古代也
不乏善於實現矛盾轉化之佼佼者。例如春秋末
期的孫武，他在處理 「利與害」、 「眾與寡」
、 「強與弱」、 「攻與守」、 「迂與直」、
「奇與正」、 「勇與怯」、 「虛與實」、 「致

人與致於人」等方面，就體現了高超的智慧。
管仲也是此等人物，《史記．管晏別傳》認為
其為政有兩個特點，一是 「與俗同好惡，……
故論卑而欲行。俗之所欲，因而爭之。俗之所
否，因而去之。」二是 「善因禍而為福，轉敗
而為功。」

「零配額」 符合市民訴求
以 「雙非」問題而言，似可符合《史記》

所述的特點，可以好惡同俗，轉禍為福。針對
現任政府研究2013年私家醫院的配額問題，候
任特首提出2013年應當 「零配額」的目標。這
迎合了大部分市民的訴求，也表明了政府交接
的原則，要由現任政府配合未來政府的工作，
而不是相反。

然而這樣做也給現任政府和私家醫院造成
困惑。筆者雖然完全同意 「雙非」問題是法律
問題，而不是行政措施的論斷，也主張行政長
官是可以 「對症下藥」的最適當人物，但候任
特首還有必要提出確能解決這一法律的簡單方
法，才能處理好新舊政府交接產生的矛盾。對
如何實現 「大和解」，但願候任特首有更好的
、也更有智慧的、可以轉化矛盾的舉措。

作者為法學博士

最近，候任特首梁振英召開
記者會時表示，2013 年私家醫院
的雙非孕婦接生的名額應該是零
。他同時說，將來不保證雙非父
母在香港所生子女可獲得永久居
民身份。

梁振英的話引來三種反應：
第一種反應是部分反對派認為梁
振英在未上任之前對現任政府指

指點點，是越權，是逼現任政府成為跛腳鴨；第二種
反應是，另一部分反對派卻認為梁振英這麼做沒有錯
，因為 2013 年私家醫院收多少 「雙非」孕婦接生的
確是梁振英上台之後的事，現任政府的確不應該代梁
振英拍板決定該由梁自己決定的事；第三種反應是民
間反應，香港民間一般上是反對 「雙非」孕婦在香港
生孩子，因此對梁的話反應是正面的。有支持反對派
的電台主持，甚至在訪問反對派政治人物時問梁振英
已經在發表聲明後得了分，反對派該如何應對？

是的，梁振英在表態後，在民望上是得了分，也
因此，反對派也就點到即止，不敢在這個問題上死纏

不放，指梁振英未上任就對特區政府現任官員指指點
點，部分反對派也認為梁振英所談的是 2013 年的事
，他的確有權干預現任政府代他處理2013年的事。

很明顯，梁振英的施政理念很明顯與曾蔭權不一
樣，也因為不一樣，在現階段的過渡時間，一些跨越
兩屆政府交接的重大事務的決定的確很敏感。

事實上，不論是反對派、建制派，在梁振英談論
2013 年 「雙非」孕婦的名額之後，在立法會上一致
反對撥款興建垃圾焚化爐。梁振英倒是沒有在垃圾焚
化爐上發表過意見。

實際上，垃圾焚化爐的預算如果是在一年前放上
立法會，可能已經通過，現在立法會議員們一致反對
撥款，只是因為現在距離兩任政府交接的時間太短了
，不如留給梁振英決定。

有可能影響海外精英流入
為什麼梁振英沒有在垃圾焚化爐撥款上表態？一

個可能原因是他自己仍未有決定；另一個可能原因是
他也知道曾蔭權政府的確有權力在他的任期內興建垃
圾焚化爐，正如我之前提到，如果曾蔭權政府早一年
提出預算，可能早已通過。

或許，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為什麼現任政
府要提前為 2013 年的 「雙非」孕婦的名額做決定？

一些反對派的議員也公開指斥周一嶽局長不應該為
2013 年的事做決定。我倒是明白，為什麼現任政府
得提前為 2013 年的名額做決定。理由是一名孕婦懷
孕到生孩子，長達 10 個月，期間是需要預先做很多
檢查，一般上，孕婦是在懷孕一個多月兩個月裡才知
道懷孕，然後開始預約產科醫生與產房床位。換言之
，預約期與生小孩的日子約8個多月，明年一月想生
小孩的產婦現在已經要預約了。所以，現任政府的確
有必要在現階段宣布明年可以接收的雙非孕婦生小孩
的名額。當然，梁振英的政策與現政府的政策可能有
分歧。因此公開發表他的意見，並受到周局長的
配合。

香港民情是反對 「雙非」孕婦來香港生小孩。不
過，之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指出所謂 「雙非」的
定義要進一步細分。因為若照字面解釋， 「雙非」即
父母不是永久居民者。可是，香港有不少專業人士來
自海外，他們以工作准證的普通居民，非永久居民身
份住在香港，如果醫院完全拒絕這些人的妻子在香港
生小孩，那相等於逼這些人才馬上離開香港，這對香
港的經濟發展打擊很大。因此，我認為梁振英及其團
隊在現階段有必要與現任政府更進一步詳細討論所謂
「雙非」孕婦的定義。香港是個移民的城市，香港不

能拒絕海外人士的流入，我之所以對 「雙非」問題特
別敏感，是因為當年我的兩個孩子在香港出生時，我

自己仍然不是香港的永久居民。我在 1987 年到香港
工作，定居至今，1990 年第一個孩子出世，1992 年
第二個孩子出世，如果當時港英政府不允許我的妻子
在香港生孩子，我肯定不會留在香港。

「雙非」 定義需進一步明確
除了 「雙非」孕婦在香港生孩子的 「雙非」定義

需要進一步明確化之外，梁振英也提到不保障 「雙非
」子女將來能獲得永久居留權，我認為在居留權上，
我們也應該詳細區分，定義各種各樣的 「雙非」父母
，非永久居民可以是一般居民，這些人包括專業人士
，也包括家務助理，梁振英說他傾向以法律方法來處
理 「雙非」子女的永久居留權問題。前一陣子，一群
全國人大代表也公開簽名支持由人大常委通過釋法來
處理此事。基本上，香港民情是支持通過人大釋法來
解決 「雙非」子女永久居留權的問題。因此，我估計
梁振英很可能也會傾向於通過人大釋法來處理。

不過，我認為，在釋法之前，是有必要更全面的
考慮各種各樣的情況，不好因為民情洶湧反對 「雙非
」而一刀切。

該分開永久居留權與一般居留權，如果 「雙非」
父母根本就沒有住在香港，那麼不讓他們的孩子擁有
香港的居留權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如果 「雙非」父
母是住在香港，在香港工作的專業人士，我認為他們
的孩子是應該有香港的居留權。然後，等這些孩子住
滿7年，再派發永久居留權給他們，而不是一刀切地
將這些人的孩子趕出香港。

作者為城市大學副教授，博士

新特首提出 「穩中求變」，注重解決深層次矛
盾，其中最重要的是縮小貧富差距。香港貧富差距
的鴻溝巨大，雖然香港已很少絕對貧窮，我們在香
港不容易找到乞丐，飢餓的情況也很少，但是相對
貧窮嚴重。基尼係數是一個廣泛用來衡量不平等和
收入分配不平均的指標。香港的基尼係數是53.3，
在全球發達經濟中是最高的，僅低於非洲和南美洲
的 15 個發展中國家。這已經顯示香港政府的政策
出了問題，因為以香港較好的經濟條件，應該可以
在國際比較中表現得更好。

相對貧窮一直在過去十年惡化，基尼係數一直
保持增加的趨勢，顯示不平等的狀況惡化。統計顯示
收入最低的10%的人口收入在過去十年沒有增加。

政策錯誤導致貧窮
諷刺性的是香港的失業率只有 3.2%。低失業

率通常不會與高基尼係數同時發生。也許這說明香
港人是勤奮的，並且正努力改善他們的生活情況，
同時也更顯示相對貧窮的原因是錯誤的政府政策。

有些人認為一定程度上的收入不平均是正常的
，因為付出努力和具創意的人理應拿到更高的收入
作為獎賞，而且許多發達國家都經歷過一段高基尼
係數的時期。但問題在於香港的基尼係數持續處在
高位，並保持增勢。

關鍵的是，富有的可以更富有，貧窮的依然貧
窮，從貧窮到富有的流動性很小。若貧窮人口看見
有機會改善他們的狀況，他們的不滿不會太大；反

之，若看不到改善生活狀況的可能性，將會激起不
滿和憤怒。另外，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不僅是為了
避免社會不安；基於公平原則，我們必須提供公平
的機會給香港人去改善他們的生活。從經濟的角度
看，當所有人都有一個公平的機會去發展個人能力
並應用於經濟發展，香港會更加繁榮。

為什麼香港的貧富懸殊如此嚴重？有三個主要
原因：高地價政策和不受限制的炒賣導致了不合理
的資本成本；沒有注意經濟多元化；缺乏大學教育
機會。

四十多年來持續的高地價政策不斷把香港的房
地產價格推高，昂貴的房地產已經成為許多行業發
展的嚴重障礙。對自由市場的迷信使投機活動失控
。富有的人因炒賣變得更富有，這本身並不是一件
壞事，但過多的炒賣活動把其他經濟活動擁擠出去
了。另外，高房地產價格使貧窮人的住屋開支增加
，生活更困難。

此外，政府沒有經濟多元化的政策。1979 年
，曾經有一個多元化委員會，但之後多元化就讓路
給放任自由市場，不單沒有多元化的政策行動，反
而有直接的政策去促進單一的金融行業發展。香港
需要經濟多元化才能提供多種工作，增加職業流動
性，這是達致更理想的收入分配的關鍵。

教育是個 「彌合」 機制
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大學教育。大學教育對就

業流動能力來說非常重要。香港只有17%的成年人
口有大學教育，我們沒有足夠的大學畢業生。香港
需要有更多的大學畢業生去創立和營運知識密集或
技術密集的企業。

紓緩貧富懸殊的策略就正是從這三方面入手。

首先，要採取步驟抑制樓價上升，減少家庭住
屋負擔，並為低收入家庭提供適量的公屋和居屋。
另外，應提供土地給中小企業廉價使用，舉例來說
，政府可以購買空置的工廠大廈，然後廉價出租給
中小企業。不過，活化工廠大廈未必是好主意，因
為這可能鼓勵業主提高租金。

第二，政府應該推行促進經濟多元化的政策。
因為金融是高增值的行業，多元化的方向就是催生
其他高增值的產業，提供的職位要有相當的薪水水
準，否則不可持續。高增值的產業就主要是知識密
集或技術密集的產業，但不一定是高科技的產業。
這就是為什麼溫家寶總理忠告香港： 「發展小型的
科技創新企業，以增加就業。」

第三，增加大學教育的供應最為重要。創立和
營運知識密集或技術密集企業都需要大學畢業生。
短期來看，大學畢業生的增加似乎會減少畢業生就
業的機會。但從較長的時期來看，當足夠的大學畢
業生凝聚的時候，就有創新能力去創立他們自己的
公司。

香港不少人在一整天的工作之後，匆匆忙忙去
參加課程，提升個人發展，明顯可見社會對教育的
需求和壓力。這些課程雖然昂貴，所提供的教育產
品質量卻參差。

職業訓練局一般提供文憑水準的訓練課程。然
而，這種程度的訓練通常不足夠，因為要創辦高增
值的生意，通常需要比較高的教育程度。不過，一
旦高增值的企業已經成立，受過這些訓練的人可以
擔任支援的角色。

教育是對貧窮的終極解決辦法。教育是富人和
窮人之間鴻溝的彌合機制。教育幫助貧窮人自我更
新，打開隔代貧窮的鏈鎖。

作者為應用科技研究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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