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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政治力量竭力煽動社會情緒，既 「拒中抗共」 又把矛頭對準所謂 「地產霸權」 即社會基本
矛盾的對立面，是為了趕新特首及其管治班子下台，也是為了盡量爭取立法會更多議席，根本目的則
是爭奪香港特區管治權。只要堅持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長期而言，香港的政治
基本矛盾和社會基本矛盾必將得到妥善解決。

釣島之爭改變地緣政治 □彭 越

儘管傳媒把9月立法會選舉塑造為一個激烈的政
黨爭奪戰，儘管有民調預測 「泛民」在直選中只拿
到十八至十九席，各類推測和分析皆忽略立法會選
舉中的三大不變基數。

首先，無論 「泛民」在立法會功能及直選中拿
到二十三或二十四席與否，他們皆不能成為立法會
中奪取至少一半議席的政治力量。換句話說，特區
的 「行政主導」體制基本上不會受到大衝擊。雖然
「泛民」可能拿掉二十四席以阻止政府提出的法案

或政改方案得以順利通過，但情況將不是外界般描
述得那麼嚴重。

第二， 「泛民」將難以取得功能議席中過半的
議席，意味着功能組別的議員於9月後仍將起了制衡
由直選部分選出的議員之提案、動議和投票力量。
功能組別仍由建制派主導，亦意味港式 「上議院」
（即由功能團體選出之議員）仍可制約全面直選的
「下議院」（即由直選產生的立法會議員）。

最後，直選中的建制派仍擔當有效制衡 「泛民
」之角色。由於 「泛民」並不團結，建制派內的所
謂 「內訌」其實對制衡政治無大影響，因為兩個陣
營皆非常鬆散。故此，無論建制派在直選中能否取
得百分之四十的票數，而 「泛民」可否拿掉選票中
的傳統百分之六十，其實亦影響不大。

最大影響反而是政府管治及權威方面，由於
「泛民」將很可能仍維持立法會的少數政治力量，

而建制派仍將成為立法會內的最大政治勢力，預計
特區政府現今所受的批評將可能稍為減少。畢竟建
制派在立法會選舉後將會重整旗鼓，故此政府的所
謂 「管治危機」很可能在九月九日後穩定下來，特
別在施政報告的制度方面，行政立法兩個機關將會
回歸多點合作的夥伴空間。

總括來說，立法會選舉將不會有大驚喜，反而
將顯示三大不變基數之政治延續。而管治問題可能
隨着選舉結束而慢慢回復 「正常」。

作者為教育學院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席總監

識破和粉碎反對派伎倆
□周八駿

《鏡報》35周年憶徐老 □許智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
安排，使得第四任行政長官
選舉與第五屆立法會選舉在
2012 年同一年相繼舉行，這
是二十年才有一次的際遇。
今年香港政局，固然不取決
於這一因素，但是，這一因

素毫無疑問是加劇了香港政情的緊張和激烈。
經過近十多年經濟政治社會矛盾在相互糾

結中不斷演變，在去年第四季第四任行政長官
競選拉開序幕前，香港已形成兩個基本矛盾
——政治基本矛盾和社會基本矛盾。前者是
「拒中抗共」與愛國愛港的對立，後者則是由

貧富差距惡化而衍生的階級對立。第四任行政
長官競選始終圍繞着這兩個基本矛盾展開，但
在競選階段的大部分時間，準確地說，從2011
年10月至2012年3月中旬投票前一個星期，是
以社會基本矛盾為主，對競選結果產生了決定
性影響。

政情更趨複雜尖銳
值得重視的是，從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最

後一星期開始，直到第五屆立法會競選展開，
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上升為香港社會的主要關切
，同時，香港公眾對於社會基本矛盾的關切程
度未減；這就意味着香港政治情勢更加複雜而
尖銳。

一方面，分析和判斷當前和今後一段日子
香港政局不能脫離兩個基本矛盾，換言之，香
港何去何從取決於不以任何人主觀願望為轉移
的客觀條件。

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當前和今後一段
日子香港政局變化的具體過程，在頗大程度上

受制於香港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正由於反對
派政治力量千方百計爭奪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
權，加劇了並且繼續加劇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和
香港社會基本矛盾，當前和今後一段日子，香
港政治情勢將變得更加複雜而尖銳。

為什麼一本關於中國模式的小冊子成了反
對國民教育的導火索？為什麼反對國民教育的
風波演變成了繼2003年反對《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以來香港本地的最大政治事件？沒有香港
社會根深蒂固的「拒中抗共」思想和心理固然不
行，卻也離不開反對派政治力量的處心積慮。

反對國民教育風波，具有鮮明的反映香港
政治基本矛盾的特徵。特區第四屆政府上任僅
一個多月，先是發展局長因一件涉及房地產的
事件而辭職，緊接着，其繼任者又因為涉及房
地產的事情而遭攻擊。為什麼若干媒體以涉及
房地產的事情為焦點而香港社會大眾被吸引？
不正是折射地產市場已是香港社會基本矛盾的
一個縮影？

煽動 「拒中抗共」 情緒
反對派政治力量竭力煽動社會情緒，既

「拒中抗共」又把矛頭對準所謂 「地產霸權」
即社會基本矛盾的對立面，是為了盡快趕第四
任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下台，也是為了盡量
爭取第五屆立法會更多議席，根本目的則是爭
奪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

必須指出的是，鑒於新一屆政府已經宣布
惠民的五項政策措施，反對派政治力量眼看在
利用社會基本矛盾上無多少空間，就利用香港
相當一部分居民仍然持有的對國家主體政治體
制和執政黨的成見和偏見，竭盡全力催谷反對
國民教育風波。支持還是反對國民教育？堅持
還是撤回國民教育？已是當前和今後一段日子
香港政治的一道分水嶺，形成愛國愛港與 「拒
中抗共」的鮮明分野。

毋須諱言，眼下，反對國民教育風波是有

一定聲勢的。有些人擔心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
遭受打擊，有些人憂慮愛國愛港陣營在第五屆
立法會競選中損失選票和議席。於是，希望甚
至謀求妥協，同意國民教育科推遲或撤回。這
是政治懦夫的見識和行為。 「兩軍相爭勇者勝
」，軍事如此，政治何嘗不是一樣？

事實上，高舉 「拒中抗共」旗幟的政治團
體固然是一小撮，但是，主要由於歷史因素，
同情、支持反對派政治團體的香港居民為數仍
不少。與此同時，在社會基本矛盾中，大多數
香港居民站在居財富金字塔頂層的少數人的對
立面。於是，產生一種幼稚的政治觀點：欲佔
據香港的領導位子，必須同時在社會基本矛盾
和政治基本矛盾中站在大多數或多數一邊。

經濟一體化不可擋
這樣的觀點之所以幼稚是因為，從簡單統

計數據看，大多數香港居民在社會基本矛盾中
與少數富人對立。同時，多數香港居民在政治
基本矛盾中仍未認同、支持愛國愛港陣營，但
是，實際上，頑固支持 「拒中抗共」的人越來
越少，大多數香港居民的心理和情緒是矛盾的
。誰如果相信上述觀點而實踐之，那麼，必將
事與願違。

更重要的是，香港經濟與國家主體經濟一
體化已是不可逆轉不可阻擋的大勢所趨，任何
阻擋這一滾滾歷史洪流的政治團體、政治人物
必將落得 「螳臂擋車」的下場。香港居民，凡
是以香港為終身之家的，則必將順應這一歷史
潮流而建立並加深對國家歷史、現況和未來的
應有認識。

可以相信，只要堅持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
兩制」和《基本法》，在長期，香港的政治基
本矛盾和社會基本矛盾必將得到妥善解決。當
前和今後一段日子所面對的困難，不過是 「一
國兩制」與時俱進途程的一個階段。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最近釣魚島風起雲湧，8月15日中國香港保釣
人士衝破日本艦船的圍追堵截成功登上釣魚島宣示
主權，8月19日日本右翼人士也登上釣魚島，中日
對釣魚島的爭端趨於緊張。實際上，釣魚島之爭不
過是中日長期歷史競爭的一個縮影，更是西太平洋
地區地緣政治變遷的一個先兆。從地緣政治的角度
看，釣魚島的現狀一定會改變。

國力強有望重控釣島
一是邊界動態論。簡單來講就是一個國家的邊

界是隨着國力的變化而不斷變動的。二戰時的德國
將此觀點作為德國擴張生存空間的理論依據，使得
地緣政治學受到學術界的批判。其實拋棄特定歷史
時期的特殊狀態，從一般意義上來講，邊界動態論

反映了一個基本歷史事實，既一個國家國力上升而
鄰國國力下降時，該國的邊界很有可能向外擴展，
與之相反時邊界就可能會向內收縮。例如，蘇聯成
立後直到二戰結束，蘇俄國勢急劇上升，蘇俄的邊
界向西、南、東三個方向都有擴展；反之蘇共政權
瓦解後，俄羅斯的邊界大幅向內收縮，丟失了大量
國土。同樣，近代中國由於國勢日衰，相對於清朝
鼎盛時期，中國的邊界在東西南北各個方向都大幅
向內收縮，在東面就丟失了台灣及包括釣魚島在內
的附屬島嶼。現在中國國勢上升，根據邊界動態論
，中國重新控制釣魚島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是國家地理邊界與利益邊界差異論。也就是
說在一個國家的地理邊界相對固定的情況下，隨着
一個國家的國力和國際形勢的變化，該國的國家利
益或者擴展到地理邊界之外或收縮到地理邊界之內
。例如，二戰後美國國勢上升，其國家利益就溢出
國境進而遍布全球。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國力不濟
，利益邊界就大幅收縮，有些地區甚至收縮到地理
邊界之內（例如俄中央政府一度失去對車臣地區的

控制權）。歷史上由於朝貢體系的存在，中國周邊
有大量的藩屬國（包括被日本非法吞併的琉球王國
），因此中國歷朝都是利益邊界在地理邊界之外的
。近代中國隨着半殖民地化進程的加劇，西方列強
在中國不但強佔租界，還劃分勢力範圍，大多數省
份處於半獨立狀態，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地方相當
有限，國家利益邊界縮小到了極限。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以後，隨着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建立和國力
逐漸恢復，國家利益邊界逐漸外推，但至今在不少
地區利益邊界尚未推到地理邊界之外（如東海、台
灣、南海、藏南等地區）。今後，隨着中國綜合國
力的繼續增強，中國的利益邊界超出地理邊界完全
是有可能的，釣魚島重新回到中國利益邊界內也是
完全可能的。

三是邊緣地帶論。二戰後，美國地緣政治學家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則於20世紀40年代基於麥金
德的心臟地帶概念，提出了相應的 「邊緣地帶
（rimland）」學說。他認為，兩次世界大戰都是
發生在邊緣地帶，而且邊緣地帶在經濟上、人口上

都超越心臟地帶。我國正處在西太平洋地區大陸與
海洋交界的邊緣地帶，而且人口眾多，經濟趨於發
達，國勢日盛。陸權海權兼備的中國在國勢上全面
超越島嶼型的日本，中國奪回對釣魚島的控制權是
非常可能的。

妥應對釣島歸期不遠
四是綜合國力對比的變化將使釣魚島現狀的變

化趨勢不可逆轉。2010 年，中國 GDP 超過日本
（當年中國的 GDP 為 58786 億美元，比日本多
4044 億美元），居世界第二。而軍事力量方面，
除海軍大型艦艇稍弱外，中國的陸軍和空軍超過日
本甚多，戰略核力量則是我有日無。例如，在現代
常規軍力中最重要的空中力量方面，中國已經改變
了近一個世紀的弱勢局面，全面超過了日本
——在第三代戰鬥機的數量對比上，中國空軍
以 500：300 取得了優勢；中國預警機力量也後來
居上，並對日本預警機形成了全面的超越，對中國
空軍的空優作戰形成了極強的支撐作用。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雖然由於歷史的原因日本
暫時在釣魚島問題上佔據一定的優勢，但鑒於整體
上開始居於劣勢，目前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急躁冒
進並沒有什麼可怕的。時間在中國一邊，只要我國
妥善應對，假以時日，釣魚島必將重回中國的控制
之下。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我們敬愛的徐老──徐四民先生，他是香港一
面愛國愛港的不倒旗幟，他把《鏡報》當成了自己
生命的一部分，窮畢生的精力經營《鏡報》，把生
命獻給了《鏡報》。即使在彌留之際，他仍向前來
探病的同仁們詢問《鏡報》的情況，令在場人士均
十分感動，終身難忘。

愛國愛港的旗幟
1977 年 8 月創刊至今已 35 個年頭的《鏡報》

，經歷了港英統治下堅持 「愛國愛港，仗義執言」
的難辛和香港回歸祖國後過渡期間中英角力的風雨
，也見證了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和高度自
治環境下的繁榮和穩定；作為一本立足香港的民營
政論月刊亦在歷練中壯大，行銷亞非拉美五十多個
國家和地區，在這慶賀創刊三十五周年成果的時刻
，本人不禁緬懷《鏡報》的創辦人、愛國愛港代表
人士徐四民老先生，內心充滿了感慨。

上世紀 90 年代，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政治形
勢決非如今天這樣清晰明朗。儘管中英當時已簽署
了《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已進入回歸祖國的後過
渡期，但是有人仍唯恐天下不亂，在為香港 1997
年7月1日回歸祖國製造種種障礙，港英當局長期
的反共宣傳和社會各界當時與內地交往的欠缺，使
部分香港人存在着疑慮和誤解，一時風聲鶴唳，萬
馬齊喑，山雨欲來風滿樓。

回歸之前香港的政治生態，堅持愛國愛港主張
並非像現在這樣輕鬆自然或理所當然，當時香港各
界如有親近北京的言論或行為，仍然都會感受到有
形和無形的各種壓力與困難，一本政論雜誌能仗義

執言，針砭時弊，揭露港英，歌頌祖國，是需要無
所畏懼的膽識和勇氣的，徐老就是《鏡報》雜誌的
精神力量和中流砥柱，令本人產生十分的敬意。

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有幸經國家領導人的推介
，我與徐老有了直接的聯繫和交往，使我經常就時
事和政治等問題向徐老請教，聆聽徐老精闢的分析
。我對徐老的敬重，徐老對我的厚愛，使我們成了
忘年交。

回想當年我認識徐老之初，由於素仰他的愛國
、愛港、愛鄉的高尚情操，欽佩他對正義事業的不
懈追求和堅定信念，信服他對社會和某些政府官員
中存在的不良現象與不正之風所作出的大膽批評，
因而，對他秉承 「誠實敢言，振興中華」宗旨創辦
並經營《鏡報》產生敬意。相同的理念，相近的見
解，是我遵照徐老的囑託，最後參與《鏡報》事務
管理的重要成因。我和徐老對《鏡報》情感與使命
，可以說是 「心有靈犀」的。所以當徐老同我談起
共同為《鏡報》出力時，我是毫不猶豫，我倆可謂
一拍即合。2001年，我應徐老邀請正式加盟《鏡報
》，並獲推選擔任副董事長。

為鏡報做些事
在參與《鏡報》管理的十多年中，使我有機會

不斷加深對徐老的了解，也加深了我與《鏡報》的
感情。徐老早年僑居緬甸仰光時，已是知名的愛國
僑領。他懷着滿腔熱血，冒着生命危險，投身中華
民族抗日救亡的偉大運動；抗戰勝利後，他與志同
道合的朋友一起創辦《新仰光報》，堅持愛國正義
的立場，反對內戰、宣傳民主。他移居香港後，和
幾位知名愛國人士一起創辦《鏡報》，克服重重困
難，使《鏡報》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為了辦好
《鏡報》，徐老身體力行，親力親為。他親自聯絡
採訪對象，並帶同記者前往採訪；他經常親自打電

話給廣告客戶徵訂廣告，為《鏡報》增加財政收入
；《鏡報》每期發表的重要文章，他都要親自審閱
；他還親自動筆撰寫社論和文章，針砭時弊，伸張
正義，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筆耕不輟，堅持以文
章回饋社會，報效祖國。我在《鏡報》同徐老接觸
的機會更多了，他的愛國情操，他的高風亮節，他
的堅韌意志，令我深受感動和教育。徐老是我的良
師益友，對我言傳身教，影響至深。

發揚優良傳統
2007年3月，這一年，正是《鏡報》創刊三十

周年。由徐老推薦、並由董事會一致推選我出任
《鏡報》新一屆董事會的董事長。可是，卻在這一
年的9月9日，敬愛的徐老因病醫治無效，離開了
我們，《鏡報》同仁悲痛莫名。徐老的離世，無疑
是《鏡報》的巨大損失。我十分清楚：《鏡報》是
經過三十年風風雨雨的考驗，已經成長為在海內外
均具影響力的政論刊物，成為一個愛國愛港、報道
翔實、言論中肯的政論雜誌品牌。而這一切，是在
徐老的親自領導、主理和歷任董事們的卓越貢獻，
以及長期以來全體員工的艱苦努力是分不開的。現
在，讓我擔負起領導《鏡報》的職務，我深深感受
到擔子的沉重。

徐家的後人遵循徐老的遺願，接辦《鏡報》，
表示要同心協力、全力以赴繼續把《鏡報》辦好。
2009年，《鏡報》新的董事會宣告成立，我再次被
推選為這一屆董事會的董事長。我將會竭盡全力去
完成這個歷史使命，決不辜負大家對我的期望。

在《鏡報》創刊三十五周年之際，我衷心希望
《鏡報》全體同仁團結一心，繼承《鏡報》的優良
傳統和徐老的精神，並將之發揚光大；也寄望《鏡
報》的新老朋友們繼續關心和支持《鏡報》，而把
《鏡報》越辦越好。

閱 7 月 19 日人民日報《學術隨筆》專欄張聖兵所寫《企業為
什麼應承擔社會責任》一文，論述精闢，言之有理。現代管理學推
崇企業社會責任，對商界影響深遠，作為營商六十餘年的老一輩商
人，雖不諳太多高深理論，但亦贊成企業社會責任與 「取之社會、
用諸社會」之質樸祖訓有異曲同工之處，值得成功企業家重視。

可惜當今部分企業急功近利，為牟利將社會責任丟在腦後，其
結局最終害人害己、信譽盡毀，例如眾多的假冒黑心產品令人對中
國食品總是心存疑慮，實乃罔顧企業社會責任之惡果，也是當代管
理學上最令人痛心的反面教材，值得借鑒。故此企業勇於承擔、完
美履行對社會的責任，不僅有助推動社會的和諧發展，對企業本身
亦有監督促進作用，有百利無一害。

若說 「嚴守道德、堅持誠信」是企業必須遵守之社會責任，那
麼 「回饋社會、造福民眾」則是企業相對寬容之責任，正如慈善捐
獻亦素以 「隨緣樂助」為規則，一切屬自願性質，但筆者認為香港
之企業確有這樣的義務，因為本港所得稅只約16.5%，投資所收股
息不用付稅，較內地及大部分國家為低，故此企業持股人及富商應
考慮抽撥若干百分比之利潤，捐予 「兩岸四地」慈善用途，例如：
支持各地教育、醫療發展，提高文化水平及做好防病保健工作，全
面提升國民質素；另外幫助殘疾、老弱及母嬰等公益事業更是令弱
勢社群直接受惠之善工，優秀之企業家在享受成功之餘，務必念及
無數未能得享經濟成果的窮苦同胞， 「處富貴地，要矜憐貧窮之酸
辛」是中國古老之傳統，只有發揚互幫互進精神，才能達致 「富而
無驕，貧而無怨」之社會和諧局面，富豪擁有多於常人之財富，若
未能對社會作出有益貢獻，難免招致 「仇富」現象，相反若富而好
仁、樂善好施，扶貧濟困、造福人群，則定能得到世人的敬愛與尊
崇。

香港既是賺錢的福地，亦是慈善事業蓬勃之地，老一輩企業家
成功之餘均將 「回饋社會」視為應盡之義務，無數善長仁翁為社會
樹立了良好的榜樣，相信他們傳予後代的不僅是財富基業、管理經
驗，還有 「樂善好施」之家族傳統，新一代港人定能薪火相傳不忘
本，青出於藍創新猷，令香港的財富與慈善比翼齊飛，大家共享繁
榮！ 作者為方樹福堂基金主席

香港企業應承擔社會責任
□方潤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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