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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所以能在驚濤駭浪中成為 「不死鳥」 ，完全是受益於 「一國兩制」 ， 「一國」 和 「兩制」
加起來，形成了香港獨特的競爭優勢。香港人要飲水思源，和十三億人同心同德追求國家的進步。井
水犯河水的做法最後只會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結果只會損害七百萬香港人的利益。

反對派退黨潮勢所必然

近日，城中最熱門的話題是民主黨中常委馮煒光、
公民黨創黨成員蔡海偉等資深成員公然 「賣黨求榮」，
應徵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等職位。我
們如何看待這一社會生活中突現的政治問題，其潛在的
意義又是什麼呢？

一、民主黨、公民黨及社民連
「大佬文化」 成災，二、三梯隊沒
有政治出路。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在現代社會的政治生活中，從
政的人士所追求者，一為意識形態，即所謂的 「理想」
和 「主義」；二為實際利益，如官位、高薪厚祿、政治
榮譽等。一般來說，雖然不同的人對兩者各有側重，但
是，完全放棄實際利益的從政的人士可以說是少之又少
。在香港這樣一個生存壓力巨大的地方，要讓從政的人
士不顧實際利益而去完全追求所謂的 「理想」和 「主義
」，無異為天方夜譚。

在香港的所有政黨和政治組織中，民主黨、公民黨
及社民連是 「大佬文化」最盛行、最嚴重的。數十年來
，這三個政黨內的主要領導位置、立法會議員的位置都
為黨內大佬把持，黨內的二、三梯隊中除了個別大佬的
心腹（如陳淑莊）能夠出頭外，絕大多數人辛苦耕耘數
十年，熬到四十多歲甚至五十多歲還默默無聞，不但政
治上毫無前途可言，而且在經濟上也一點都不富裕。在
這樣的政黨內呆久了，有能力、有抱負的二、三梯隊人
士心存異志是十分正常的，抱持愚忠理念的人反而是不
正常的。

本來，在特區政府架構裡，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職位
並不是什麼顯赫的位子，但是，卻引來不少反對派陣營
的中堅分子不顧叛黨的罪名前來應徵，如果不是留在黨
內毫無前途和希望，他們能這麼幹嗎？

二、逢政府必反的政策迫使二
、三梯隊叛黨。

在這次反對派陣營爆發的 「賣黨求榮」潮中，叛黨
出走最惹眼的，除民主黨和公民黨外， 「應徵」人數最
多的，不是別人卻是反對政府最力的社民連成員，這是
否很有諷刺意味？

在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對以政治或行政為職業的
人來講，政府無疑是掌握政治資源和職位最多的部門。

然而，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長期頑固堅持 「逢政府必反」的政
策，更禁止黨員加入政府。在這次馮煒光出走事件中，民主黨主席
何俊仁公開聲稱，民主黨不容許任何黨員加入問責團隊或行政會議
，馮煒光此舉已違背了該黨的決定和方針。民主黨議員李永達則指
責馮煒光 「賣黨求榮」，要彈劾馮煒光，並要求懲處馮煒光。

如上所述，民主黨、公民黨以及社民連由於 「大佬文化」盛行
，黨內的二、三梯隊既進不了黨的領導層，更成不了立法會議員，
而黨又不讓他們到政府內謀職。這實際上就是黨內高層只顧自己而
不顧他們死活，這樣的黨不叛，實在是沒道理。

三、梁振英是一位值得從政人士追隨
的政治人物。

一是香港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提出的政治主張給香港帶來了新
的希望。特別是梁振英提出的 「行之正道」、 「穩中求變」的施政
理念，重視土地及房屋政策、拓展香港的經濟版圖、改善民生、提
高管治水平的施政重點既宏觀又具體，既有前瞻性又有可操作性，
既正面回應了普羅大眾最迫切的訴求，又能保障工商業資本的合理
利益，確實是切實可行的。

二是梁振英作風硬朗、穩健、有氣魄，是香港不可多得的政治
人物。而反對派的一眾頭面人物要麼陰陽怪氣，要麼形容猥瑣，要
麼粗鄙不堪。兩相比較，在現在這樣講究個人形象的時代，梁振英
無疑更值得追隨。

三是梁振英堅持任人唯才，對反對派中有能力、有抱負的精英
人士也很有吸引力。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飲水思源 貢獻國家
□梁立人

中國在G20主力作用顯現

候任特首梁振英直言
，香港近年來的經濟增長
太慢了，相信他說的話是
相對新加坡而言。事實上
，新加坡近年來的經濟增
長高達 10%，而香港經濟

在今年第一季進一步放緩，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繼微增長 0.4%，較去年第四季的增長 3%，顯
著收窄。不過，特區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的管治
能力是無法相比的，前者受制於反對派的強力
對抗，施政受到嚴重干擾，舉步維艱，寸尺難
進；後者一黨獨大，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運
籌帷幄，決勝千里。兩者相較，可說是 「坐觀
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打破詛咒 穩中上進
毋庸諱言，回歸十五年來，香港可說是風

雨兼程，路途坎坷，由於政治紛爭激烈，一小
部分人利用 「一國兩制」作為他們的反共屏障
，展開了激烈的對抗，令社會長期處於不穩定
狀態。加上禽流感、沙士等疫症侵襲，亞洲金
融危機、全球金融海嘯和歐債危機的衝擊。難
有一天是平靜的。不過，儘管如此，香港的經
濟仍能在平穩中上進，回歸以來，香港的GDP
年均值可保持百分之三以上的增長，是世界第
十五大銀行中心；外匯儲備更高達兩萬五千多
億，外匯交易市場保持在世界前五名之內。這
一事實，打破了西方學者關於回歸後將出現
「香港之死」的預言。

香港之所以能在驚濤駭浪中成為不死鳥，
完全是受益於 「一國兩制」， 「一國」和 「兩

制」加起來，形成了香港獨特的競爭優勢，令
香港同時扮演了 「中國通往世界的窗口」和
「世界進入中國的門戶」的雙重角色。

香港毗連內地，位處全國最具經濟活力的
珠三角經濟圈內，既有天時又有地利，由於
「一國兩制」的關係，香港既屬中國的一部分

，同時又保留了資本主義的特色，故內地人來
到香港，既有回家的感覺，也有外遊的感受；
外國人來到香港，既有在外國的方便，也能體
會到中國的特色。一個只有七百萬人的城市，
能同時得到中國十三億人的關愛及全世界人的
注目，可說是得天獨厚，有如一個靠近萬頃大
湖的小水塘，是不愁缺水的。

受惠「一國」 屹立不倒
說句良心話，香港經濟之所以能屹立不倒

，完全是受惠於 「一國」框架下的保護。在
「十二五」規劃中，國家特別增寫了港澳專章

， 「支持香港發展金融、航運、物流、旅遊、
專業服務、資訊及其他高增值服務業，支持香
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國際資產管
理中心、高價值貨物存貨管理及區域分銷中心
，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
的地位，增強金融中心的全球影響力」；就憑
着中國的背書，香港才能取得投資者的信心，
成為知名的世界金融中心，集資能力長期保持
在世界前列；曾幾何時，由於香港製造業流失
，形成職業錯配，失業率大幅提升，國家為香
港提供了 「個人遊」和CEPA的方便；瞬時間
解決了香港的問題，光是個人遊，每年為香港
帶來過千萬的遊客及以萬億計的生意額，令旅
遊業成為香港經濟的新支柱，也給香港帶來大
量的就業機會。去年李克強副總理訪港，也帶
來了三十六項支持香港發展的優惠政策等等。

如香港未有回歸祖國，香港是不可能享受到這
些政策支持的。

由此可見，香港雖然沒有一個強勢的政府
，卻有一個強大的靠山，從長遠來說，只要特
區政府能處理好深層次矛盾，香港仍然有比新
加坡更大的優勢。

擺脫糾纏 續創繁榮
首先，香港歷年來累積了龐大的財富，香

港不但沒有負債，更有六千六百多億財政儲備
和兩萬五千多億外匯基金資產，是世界上財政
狀況最良好的地區之一。現在整個世界都受美
國經濟倒退和歐債危機的衝擊，多個國家面臨
破產的威脅，相形之下，香港政府財政有大量
盈餘，錢多到要還富於民，令不少國家感到又
羨慕又妒忌，這已是為政府管治打下良好的基
礙；在土地資源方面，香港只發展了約三成土
地，仍有近七成的土地尚待開發。只要下一屆政
府能擺脫反對派的糾纏，好好規劃，必然可以打
破以前的窘局，讓香港提升至一個新的高度。

更重要的是，香港人要飲水思源，和十三
億人同心同德的追求國家的進步。 「一國兩制
」給香港自由發展的空間，但並不意味着 「一
國兩制」鼓勵香港人用西方民主去挑戰中國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井水犯河水的做

法最後只會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結果只會損
害七百萬香港人的利益。

對新一屆政府而言，我們並不需要像新加
坡政府那樣至高無尚的權威，更需要的是對國
家的忠誠和熱愛，因為，香港繁榮所賴並非單
純是制度的優越而是國家的支持，前特首董建
華先生說過， 「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
港更好」，這絕不是一時即興的貪口爽，而是
平凡中見智慧的警句。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在特首梁振英公開招聘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之際
，民主黨中常委馮煒光和公民黨創黨成員蔡海偉也
報名應徵公職。但兩人競聘之事在被媒體披露後
，不得不被迫退黨。退黨原因，被兩政黨解釋為所
謂的加入政府與政黨黨紀相違背，更被批評為 「賣
黨求榮」。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大佬」掌控 淪「永遠反對黨」
候任特首梁振英為在7月1日上任後提升管治

力，着力解決香港存在的一些深層次亟需解決的問
題，特提出 「大和解」的理念。一是為彌補因激烈
競選對各種政治勢力的傷害，希望將各種勢力團結
起來、重整上陣。二是希望將各種優秀人才吸納進
入新政府，不論是 「唐營」中的各種優秀人才，還
是反對派中可以接受和妥協的溫和派，都可以進入
新政府為民服務。為此，候任政府成立了副局長和
政治助理遴選委員會，以期公平、公開和公正的選
聘各類政治人才，誠邀加入政府問責團隊。

作為一名政黨成員，無論是建制派政黨還是反
對派政黨，加入政府完全是合理合法的行為。首先

，香港基本法第 33 條賦予港人有選擇職業的自由
，這是憲制上的神聖權利，加入政府進入管治團隊
並不存在違法行為。其次，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等職
位沒有排斥政黨成員，更何況香港的特首選舉條例
也允許政黨成員競選特首。只要具備基本的資格要
求，並通過遴選委員會的考察，便可成為問責團隊
成員。政府非常歡迎有志之士加入政府。然而，馮
蔡兩人卻在加入政府行為被披露後被迫退黨，根源
在於兩黨長期以來的 「為反對而反對」的意識形態
並沒有加以修繕。

從歷史上看，民主黨自成立以來就走在中央政
府和特區政府的對立面，把自己定位為一個 「永遠
反對」的政黨，意識形態長期被幾個保守傳統、不
懂發展的 「大佬」掌握着，缺乏理性發展思維，只
懂的一味 「為反對而反對」。相比而言，公民黨比
民主黨走得更遠一些，可算是香港政治勢力中的
激進力量。長期以來，公民黨和民主黨在港人心
中樹立了一種 「反對性形象」，該黨成員在未告
知的情況下私下加入政府，明顯是打了兩黨一巴
掌，同時也暴露出其政黨內部存在的一些深層次矛
盾。

像民主黨這種反對派第一大黨有近 20 年的黨
史了，可是由於長期與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作對，
政治發展空間狹小，除了能夠參與每四年一次的立

法會選舉之外，幾乎沒有其他途徑加入政府實現政
黨理念。況且，民主黨其實並不民主，其黨內的政
治民主生活充斥着 「大佬」文化，政黨的政治主張
和地區競選名單也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黨內第
二、三梯隊根本沒有上位空間，政治前景一片黑暗
、毫無可能性可言。在長期上位無望的情勢下，黨
員加入政府也是無可厚非的。

雙重標準 亂扣「賣黨」罪名
不得不承認，政黨和黨員都有着自身的利益考

慮，政黨有着自己的理念和政綱，有志黨員也要為
日後發展前途考慮，這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民
主黨和公民黨卻在使用雙重標準，歧視性地對待本
黨成員。為什麼公民黨梁家傑可以參與 2007 年的
第三屆特首競選，民主黨的何俊仁也可以參加
2012年的第四屆特首競選，民主黨還就政改與中央
政府合作推動香港發展進步，反而馮煒光和蔡海
偉這次加入政府問責團隊卻要冠以 「賣黨求榮」
的罪名，還迫使其退黨。如果都要以此標準懲罰
加入政府的黨員，那麼梁家傑和何俊仁早就該被
割除黨籍了，所以這明顯暴露了他們的獨裁專權的
本性。

正因為民主黨內部這種專橫行為，才導致近年

來出現多次退黨事件。張炳良就因政見不同而被迫
退黨便是一個很好的案例。無論是加入政府還是參
與立法會議員選舉，都是抱着一個服務香港的心，
整合民意，為民請命。作為地區區議員的馮煒光同
時兼具民主黨中常委，為港島市民服務多年，在
以往立法會選舉以至今年 9 月的立法會選舉都沒
有一個資格，更沒有納入政黨長期培養對象。如
今想加入政府更好地服務港人，卻被加以批判和
割除黨籍，這樣的政黨又何談會有什麼政治前景
呢？

眾叛親離 政治前景堪憂
為了重塑政黨的 「反對派形象」，民主黨和公

民黨無情地把馮煒光和蔡海偉剔除黨外，這是一個
不負責任的政黨。同時為了轉移責任，又批判政府
不應將求官者曝光，這更是不值得一駁。

馮煒光和蔡海偉申請公職被迫退黨事件，充分
暴露出民主黨和公民黨 「為反對而反對」的意識形
態根深蒂固，同時還使用雙重的政治標準對待其黨
成員，必對政黨第二梯隊造成影響，長此以往，日
後退黨事件必然層出不窮，其政治前景令人擔憂。
香港面臨着2017年特首普選和2020年立法會普選
的政治變革，只有有勢力、有前途的政黨才能把握
機會，民主黨曾與中央政府合作，本是一個理性溫
和的政黨，不應該和公民黨等激進勢力同流合污
。無論是做區議員還是加入政府，都是秉持着一
個服務香港的心態，有胸襟、有魄力和有視野的
政黨是要培養人才，更好地服務港人，而不是只
顧及其的狹隘小利益，把加入政府說成 「賣黨求
榮」。

G20 第七次峰會在墨西哥
洛斯卡沃斯落幕。中國國家主
席胡錦濤出席峰會，會見了多
國領導人並發出當今全球經濟
最強音。他向世界介紹了中國
經濟穩定發展態勢，提出了中
方對當今全球發展的建議，號

召G20 「攜手應對世界經濟緊迫問題」。《紐約郵
報》指出， 「G20花了特別多的時間討論全球經濟
狀況，特別是歐元區形勢」。而中國在全球經濟不
景氣的大背景下，依然保持着高速發展，令與會歐
洲各國十分羨慕。因此， 「各國都希望中國能夠在
刺激經濟增長中發揮主力作用。」

中國貢獻實實在在
胡錦濤在峰會上指出，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總體

平穩。在外部經濟環境複雜嚴峻的大背景下，中國
有針對性地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加快轉變經濟發
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
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
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保持社會和諧穩定。
今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 8.1%，經
常帳戶盈餘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已降至 1.4%。為
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他還指出，
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將繼續
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正確處理
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
預期的關係。我們有信心繼續保持中國經濟平穩較

快發展，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
筆者以為，當今世界人民最關心的還是國濟民

生，因為這關乎幾十億人的生存質量。那種以冷戰
思維處事的種種舉動，不合民心，不符民意，不能
令民眾有尊嚴地生存。G20當中的西方發達國家，
應虛心聽取中方意見，不可再延着沒有希望的老路
混下去了。

應攜手而非掣肘
此次峰會是在世界經濟面臨諸多不穩定和不確

定因素、二十國集團在國際經濟事務中作用更受重
視背景下舉行的。中方期待峰會繼續致力於保增長
、促穩定，向世界經濟傳遞信心，向全球經濟治理
提供動力。中方希望各國做好五方面工作：第一，
體現二十國集團同舟共濟、合作共贏的夥伴精神。
第二，攜手應對世界經濟領域重大和緊迫問題。第
三，推動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
體系。第四，促進國際貿易健康穩定發展。第五，
繼續把發展問題作為二十國集團常設議題。中方希
望峰會能釋放G20重視發展問題、幫助發展中國家
實現發展的積極信號。

筆者以為，儘管美國 「入亞」、南海紛爭、中
東告急等世界性動盪因素不斷增長，但西方持續不
景氣與金磚國家仍保持良好發展的大趨勢沒有質的
變化，中國仍是世界經濟的穩定器。中方的立場是
無論東西與南北發展問題，也無論是發達與發展中
國家，所有國家都應攜起手來共同發展，而不是瞪
起眼睛相互掣肘。這對於當今全球擺脫經濟困境，
復蘇世界經濟，推動全球發展，都是第一要義。正
如胡錦濤指出的， 「二十國集團包括了主要發達國
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構成相對均衡，代表性較強，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促進世界經濟穩定和復蘇發
揮了重要作用，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台。在
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下，各成員應該本着同舟共濟、
互利共贏的精神，共同致力於保增長、促穩定，鞏
固並增強來之不易的經濟復蘇勢頭。」

擴大中國發言權
2008 年 11 月，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G20

首次峰會在華盛頓舉行。此後，在倫敦、匹兹堡、
多倫多、首爾、康城舉行了二至六次峰會，主題一
直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促進世界經濟復蘇等問題
。胡錦濤出席了歷次峰會，每次都提出了中國意見
主張，受到與會領導人高度重視。但也必須承認，
中國在世界上的發言權與所做的貢獻仍不平衡。中
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坦率指出， 「中國所承擔的
責任跟中方在全球經濟治理和決策過程中的發言權
並不相稱。」 「權利和義務是平等的，我們做出了
這麼大的貢獻，但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份額並沒有
完全反映我們現在的經濟實力和所做的貢獻」。

筆者以為，在國際事務中權利與義務都應是對
等的，這也應成為G20的基本原則。但很遺憾，當
今世界仍未擺脫核武話語、霸權政治、叢林規則、
強人當道這一套冷戰思維模式。在國際大家庭中，
中國一直扮演着 「多擔責任，多盡義務」卻較少享
有 「擴大權利，擴大份額」的老好人角色，這是極
不公平的。多年來，中國一直是世界經濟第一引擎
，一直為包括周邊諸國的所有國家作出力所能及的
貢獻，換來的卻常常是 「農夫和蛇」的故事，南海
「諸蛇吞象」即最新篇章。馬克思名言 「批判的武

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們是不是也該琢磨一
下了？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吹毛求疵 黃 牛

議論議論風生

有話有話要說

國際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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