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本
對
釣
島
三
大
戰
略
誤
判
□
陳

群

醜聞不絕的人民力量候選人陳偉業，昨日再被傳媒揭發一起收受巨額政治獻金又沒有向立法機關
提交備案的醜聞。鐵一般的事實，證據確鑿，他賴無可賴。立法會選舉即將投票，陳偉業如果不在投
票日前向秘書處提交準確、完整的資料，則選民應用手中的一票，去懲罰這種靠獻金而當選的民主敗
類。

民主黨變激進可能大敗 □李明俊

當前東亞面臨二戰以來最嚴重
局勢，美國 「入亞」表明對中國崛
起再難容忍， 「遏華」已從經濟、
政治、外交演變為軍事，近日美日
「奪島」軍演便是例證。日本經歷

二十年衰退，核危機雪上加霜，右
翼政客空前猖獗， 「島爭」肉搏三
國五方，處於二戰來最嚴重的執政危機。目前，日本
充當美國 「遏華」急先鋒，以釣魚島為焦點百般挑釁
中國，雙方關係如箭在弦。西方媒體近日說 「敢於和
中國軍隊較量的只有兩種人，一是吃錯藥的人，二是
腦袋進水的人。」奉勸日本右翼不要吃錯藥，理智處
理中日關係方為上策。

美國不可能為日本拚命
日本敢於失去理智地不斷挑釁中國，源於三大戰

略誤判：一是誤判美國意圖，以為美會為日火併中國
，自己火中取栗；二是誤判中國決心，以為中國為維
護地區和國內穩定，會犧牲原則忍讓日本；三是誤判
國內局勢，以為遷就縱容右翼就能度過政治危機，維
持脆弱的執政權。筆者以為，這三大誤判都是霧裡看
花，都靠不住。

第一，美國不可能為日本拚命。美國是個唯己利
為大的霸權國家，二戰以來對日關係同樣是 「利用」
而非 「兄弟」。日本唯一價值，是美國 「遏華」過河
卒。美國在越南、阿富汗差點拔不出腿來，近年對利
比亞、敘利亞已躲入幕後，怎可能與中國龐然大物赤
膊上陣？真打起來，中國能扛十年，美國十個月都扛
不住，因為連衛生巾都靠中國供給的美國民眾會 「窩
裡反」。

第二，中國不可能突破極限。雖然 「維護地區和
國內穩定」是中國大政，但當威脅到領土主權核心利
益的時候，歷代中國政府都不可能承當這種罵名。這
時候 「維護國家主權」要比 「維護地區穩定」更重要

。 「原則」與 「克制」之間是有 「虎克定律」極限的，一旦「克制」
繃斷 「原則」必佔上風，對此日本切莫利令智昏。

第三，日本右翼不可能讓步。日本右翼與德國不同，從未對二
戰罪行作過像樣反省，其帝國野心一天也沒停止跳動。無論怎樣遷
就縱容，抑或日本政府就成右翼，只要不丟掉帝國野心，絕難度過
政治危機。

理智考量五種後果
關於中日之戰，中國存在樂觀論與悲觀論。筆者以為，中日交

戰絕不是理性選擇。大抵五種後果：其一，中日好比大象與餓狼，
大象溫順但象牙不軟，餓狼兇狠但軟肋不少，雙方大打出手，難免
兩敗俱傷；其二，歷史舊恨未了，新仇火上澆油，中日相搏必然慘
烈，是個雙輸之局；其三，兩國復興之夢將倒退多年，全球經濟復
蘇更成泡影。其四，與越南、阿富汗甚至中東戰爭完全不同，世界
二、三大經濟體開戰，必然引發全球動盪，新冷戰時代開始；其五
，中日相爭，美國漁利（僅指霸權意義）。但美經濟衰落也不會因
中日戰爭得到助力，兩個特大市場倒閉是全球災難。

若日本腦袋進水苦苦相逼，迫使中國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則比二戰時還要弱智。中國絕非美國捏了無數的貧弱小戶，
中日國力對比也不同於滿清時代。一者，中日海軍確有差距，日本
擁有5000噸以上大型軍艦28艘，中國僅13艘；日本導彈驅逐艦稱
霸亞洲，50 艘全部裝備 「阿斯洛克」反潛火箭（僅次於美國居世
界第二），裝備 「博福斯」反潛火箭的18艘，裝備反潛魚雷的42
艘，裝備反潛直升機的23艘；海軍4.4萬人，素質和反潛水平稱世
界一流。二者，中國擁有主力艦300艘，戰艇550艘；10個航空師
，轟炸機150架，殲擊機400架，直升機100架；岸防地對艦導彈
裝置 80 座，高炮 700 門；海軍 23 萬人（是日本 5 倍多），已具水
上、水下、空中、岸上攻防和戰略襲擊能力。尤其是導彈系統，某
些尖端武器已不輸美國，美國防部官員曾說： 「中國發展最先進軍
事裝備，往往有驚人創舉。」

美國外交軍事專家卡普蘭說： 「21 世紀是美國和中國在太平
洋地區軍事較量的時期，中國將是比前蘇聯更難對付的對手。」西
方媒體曾警告說 「那些不知深淺，膽敢挑戰中國底線的惡鄰們可要
想好了再作打算。」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陳偉業須交代獻金來源
□谷 風

內地交通慘劇頻生的反思 □顧敏康

醜聞不絕的人民力量候選人陳偉業，昨日
再被傳媒揭發，至今仍未向立法會公布2010年
「總辭」期間自己所獲「政治獻金」來源，涉及

金額高達一百七十二萬元。對於市民而言，陳
偉業此舉不僅嚴重違反立法會規定，凸顯無視
制度、無視選民的傲慢心態；更為嚴重的是，
當中涉及議員遭外國政治勢力操控的問題。為
了還公眾以真相，陳偉業必須在 9 月 9 日選舉
投票日之前，全面公布獻金來源。否則，證明
陳偉業所有行為都是在刻意隱瞞、期騙選民。

刻意隱瞞欺騙選民
昨日有傳媒揭發，2010年 「總辭五丑」向

立法會申報的內容與選管會所申報的明顯有出
入，帳目至今仍然不清不楚。當中，參加新界
西補選的陳偉業，至今仍未向立法會秘書處提
交 「選舉捐贈／財政贊助」的詳情。僅在當年
5月17日，用一張 「日後補交」的文件搪塞立
法會秘書處。而這個所謂的 「日後」，卻是延
續了二十五個月，至今仍未有 「補交」。而根
據有關條例，現屆立法會議員任期將在9月30
日屆滿。

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83 條第（2）
款， 「每名新任立法會議員，須在其為填補立
法會議員空缺而成為立法會議員的日期起計十
四天內，以立法會主席批准的格式，向立法會
秘書提供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詳情。」

無論從事實本身還是表面證據來看，陳偉
業違法規定已是鐵一般的事實，是一起收受巨
額政治獻金又沒有向立法機關提交備案，證據
確鑿賴無可賴。雖然，事件表面上看來，似乎

像是陳偉業 「忘記」向立法會備案，但由於涉
及高達一百七十二萬的選舉開支資金來源，因
此當中就有一個更加嚴重的 「公義政治」問題
，即特區立法會議員為何能如此肆無忌憚收受
選舉獻金？為何香港沒有任何可以約束這批反
對派議員？而如此現象不受限制，香港作為
「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將離市民期望

的方向越行越遠。
為了避免政治獻金的收受與利益輸送或政

治腐敗牽連在一起，世界各地都對政治獻金的
提供者進行了適當的限制。如美國《聯邦選舉
競選法》規定，不得接受外國人、和政府有契
約關係的人、國家銀行、公司、工會、以第三
者名義進行的捐贈。德國《政黨法》規定不得
接受政治基金會、議會黨團和各級議會團體以
及從事公益、慈善或教會活動的法人團體、社
團和財團法人的捐贈；同時也禁止接受職業團
體受託轉贈，政府持股比率超過25%企業及超
過五百歐元的匿名捐贈，以及明顯附帶特定經
濟或政治利益企圖的捐贈。再如與香港不遠的
新加坡，也制訂了《政治捐贈法》規定。

肆無忌憚收受捐助
凡是所謂的 「民主社會」，在允許政黨或

候選人接受政治獻金，但另一方面卻有着極其
嚴格的規管。如此做法目的不言而明，就是要
避免外國政治勢力、金錢過多地影響甚至控制
政治人物，損害公眾整體利益。

但享有高度自由的香港特區，卻截然相反
。政黨可以肆無忌憚收受捐助，不論工會、教
會、大財團甚至是外國政治機構，並且沒有金
額限制。更為離譜的是，收了錢後可以像陳偉
業一樣兩年不申報，也莫奈其何！就如去年
FOX 所泄露的資料顯示，作為美國代言人的
《蘋果日報》，其老闆便曾兩年內捐助給公民

黨、民主黨等反對派數以千萬元計。可想而知
，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反對派口中所謂的西方
民主社會，會有怎樣的結果。

一方面限制收受政治獻金的來源，同時更
要確保收支公開，保障公眾知情權。美國《聯
邦競選法》規定，一年度中，所有二百美元以
上的收支都必須向聯邦競選委員會報告捐贈者
的姓名、住址、金額、日期，支出的用途、金
額、日期等。德國《政黨法》、日本《政治資
金限制法》等都有相類似的規定。

暴露香港制度缺陷
顯而易見，在一個健全的民主自由社會，

對政黨及政治人物收受政治獻金的來源，不僅
有着極其嚴格的限制，並有一套被稱作 「全面
、公開、透明」的資料公開制度。但在香港，
負責處理議員獻金的機構只有特區立法會秘書
處一個，它名義上雖然 「有權」，但實際上只
有負責審批議員申請開支發還的權力，並沒有
權力去處罰不按程序提交資料的議員，更沒有
權力去限制議員去收哪方面的金錢。事實上，
有關權力掌握在立法會議員身上，尤其是那些
反對派政黨身上。議員越是不公開資料，黨內
其他成員就越 「護短」。道理很簡單：就算不
交，又能如何？

當然，制度上的問題不可能一時三刻改變
，而是一個長遠的建設過程。但此次陳偉業嚴
重違反規定、瞞報百萬獻金逾二年的事件，則
是一個很好的契機，讓選民去反思政治人物肆
無忌憚收受政治獻金的問題。再過一星期，立
法會選舉即將投票，陳偉業如果不在投票日前
向秘書處提交準確、完整的資料，則選民應用
手中的一票，去懲罰這種靠獻金而當選的民主
敗類。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最近，民主黨支持率大幅下跌，港大最新民調
顯示：民主黨五區直選中，只有新界東劉慧卿、新
界西李永達能取得議席；餘下港島區單仲偕、九龍
西黃碧雲、九龍東胡志偉、新界東黃成智、蔡耀昌
及新界西陳樹英均會落敗，直選議席可能較目前七
席大幅縮水。這迫使民主黨宣布要向人民力量宣戰
。這種局面的出現，是民主黨左右搖擺，玩弄權術
，最近採取激進策略，大挖人民力量和公民黨的票
源所造成的矛盾的具體表現。

欲吞民協變身 「超級大黨」
本來，反對派陣營裡面，最激進的就是人民力

量，其次是公民黨。民主黨則以溫和的態度爭取中
產階級和原有的支持者。但是，今年6月以來，民
主黨一反常態，擺出了最激進的姿態，第一，在反
對梁振英政府方面，提出選舉呈請，要把梁振英拉
下馬。第二，為了反對政府架構改革的撥款方案，

民主黨和主張拉布的人民力量鬥激進，民主黨堅持
要有全面諮詢，並提出數十項動議，一定要把改組
方案扼殺掉，而且要和人民力量爭奪否決這個方案
的頭功。然後，通過民主黨的樁腳教協突然提出反
對國民教育，並且要發動罷課，企圖癱瘓香港的教
育領域。但是遭到了學生家長的強力反對，他們指
出，不少父母都要上班，如果學校進行罷課，孩子
就要留在家裡，誰來照顧？這既損害學生的學習利
益，也讓家中沒有人照顧幼年兒童的家長陷入了
「疏忽照顧兒童罪名」的陷阱之中。

進入了立法會選舉階段，民主黨的選舉口號，
就是反對 「西環治港」，反對洗腦，一句話，就是
把民主定義為反共反中央政府，除此之外，就不是
民主。民主黨的突然激進，有兩個動機，第一是配
合美國的圍堵中國、壓制中國經濟崛起的戰略，在
香港製造與內地劃清界線，不准配合內地的經濟建
設，讓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不認同中國政府，拒絕
與內地合作推動四化建設，並且要配合以美國重返
亞洲，改變亞洲國家的政制模式，以美國式民主模
式作為香港的政制方向。第二個意圖，民主黨認為
自己已經吸夠了中間選民，可以激進的姿態，與人
民力量和公民黨爭奪激進的選民，進行撬牆腳，大

小通吃，建立民主黨的壟斷性地位。
在超級區議會功能選舉的設計裡面，民主黨其

實心存大慾，要制訂一個有利於反對派霸主的機制
，所以這個方案定出全香港一個選區，要有十五個
區議員提名，才能進入競爭的門檻。這個方案設計
，是針對平日不做地區工作、只搞遊行示威的激進
政黨，因為他們在地區沒有樁腳，一旦進行全香港
一個選區的選舉，人民力量、公民黨的區議員人數
極少，連入場的門檻也跨不過，只有抬轎的份兒。
民主黨聲言不會過票給予馮檢基，民協的力量僅在
深水埗，全香港那麼多票站和選區，根本沒有動員
力量。所以，落選的機會甚大。如果馮檢基輸了選
舉，他就要引咎辭職，結果是廖成利會繼任為民協
的主席，民主黨和廖成利已達成共識，一旦到了這
個地步，民協就會由民主黨進行收編和合併。如此
一來，民主黨的江山成為了 「超級大政黨」，其他
的反對派只能看民主黨的臉色行事。

人民力量和公民黨當然不是傻瓜，知道了民主
黨玩弄權術，稱霸武林。所以，在這次電視辯論的
場合，人民力量和公民黨化解前嫌，人民力量不再
攻擊公民黨，公民黨也不會侵犯人民力量，它們連
成一起，通過流動廣播車，大數妥協民主派和共產

黨眉來眼去，不參加五區公投，分裂民主派。黃毓
民在九龍西的選舉論壇上，直指民主黨支持政改方
案，是撕裂反對派的最大罪人，而且習慣 「宣戰而
不參戰」，每屆選舉都要打告急牌， 「二十年的民
主派大哥，搞到要全面告急……四年告急一次！」
人民力量的支持者在台下大叫 「民主黨，賣香港」
，不斷力數民主黨。台上的民主黨候選人黃碧雲等
人，顯得一臉無奈。

吸不到激進票又搞溫和
人民力量本周一起更是派發 「號外」，翻民主

黨到中聯辦談判的舊帳，致民主黨全黨告急。現在
民調顯示，人民力量的支持率上升，民主黨的支持
率下跌，很可能有五個立法會候選人墮下馬來。所
以，民主黨一邊宣布選情危急，一邊發動攻勢，在
九龍東的選舉論壇攻擊人民力量是 「人民幣力量」
， 「是共產黨B隊」。

昨日，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更加宣布， 「今次選
舉是香港如何走下去的路線之爭，告急是擔心市民
被誤導，以為人民力量在五區入局將會變天，故要
告知選民這是假象，支持惡劣的政治文化，以致搞
『公投』不但爭取不到民主，反之令中央更封殺民

主，影響2017及2020年的普選。」換句話說，民
主黨搞激進路線，吸引不到激進的選民，反而幫助
人民力量推高了支持率，自己陷入四面楚歌，現在
民主黨又搖擺過來，展示出自己溫和路線的一面，
希望鞏固住比較溫和的中間選民。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幾天前，陝西延安境內的
茂包高速路上發生了特大交通
事故。事故起因是一輛雙層臥
鋪客車追尾撞上一輛運甲醇的
罐車，導致客車徹底焚燒和三

十六人死亡，令人慘不忍睹！痛惜之際，筆者在
Google 上找尋 「客車事故」報道，才發現客車事
故在全國各地頻頻發生。就在茂包高速交通事故發
生後不久，滬蓉高速四川廣安段也發生了一起客車
追尾的交通事故，導致十一人死亡和二人重傷。其
他近期的血淋淋交通事故分別為：2012 年 6 月 20
日，瀋海高速，雙層臥鋪客車墜谷，十七人死亡，
二十八人受傷；2011 年 7 月 22 日，京港澳高速，
客車起火後燃燒，四十一人死亡；2011年7月4日
，太原南環高速，雙層臥鋪客車發生事故，二人死
亡；2011年7月2日，太長高速，雙層臥鋪客車墜
溝，九人死亡；2011 年 3 月 16 日，山西臨汾，雙
層臥鋪客車兩車碰撞，十二人死亡。也許，如果將
時間再放寬些，驚人的數字還會增加。

臥鋪客車如 「奪命客車」
每次與客車有關的交通事故發生後，人們會紛

紛尋找原因，尋找有效的防範方法。但是事故依然
不斷發生，尤其是茂包高速和滬蓉高速兩起交通事
故是發生在國家安監總局發言人發布好消息後不久
。什麼好消息？就是 「從 2003 年開始已經連續 9

年實現事故起數和事故死亡人數的 『雙下降』」。
筆者不清楚這些 「雙下降」的真實數字，但有一點
是明確的，內地交通事故依然非常嚴重！

人們首先將車禍歸結為臥鋪客車，尤其是雙層
臥鋪車本身。據業內人士介紹：臥鋪客車存在危險
性，是因為其過道窄、重心高和疏散困難。為此，
有關部門從2012年3月1日起叫停了相關臥鋪客車
產品的生產、銷售和註冊登記。從某個層面看，有
關部門這樣做似乎是簡單從事，而沒有考慮如何改
良臥鋪客車，繼續為農民、農民工以及個體從業者
等中低收入人士提供價廉優質服務。事實上，避免
臥鋪客車成為 「奪命客車」的根本還在於人，在於
如何杜絕司機疲勞駕駛和禁止乘客帶違禁品上車。

必須取消 「紅眼客車」
茂包高速交通事故發生後，人們將客車交通事

故歸結為司機疲勞駕駛，並將這種現象稱為 「紅眼
客車」。一般認為，深夜時分，司機在疲勞狀態下，
難以準確判斷前方路況；碰上危急情況時處於遲鈍
狀態，難以迅速採取避險措施。交通部門的統計表
明，疲勞駕駛已成道路交通事故高發的重要原因。

因此，陝西省長趙正永在事故發生後說，一周
後必須取消 「紅眼客車」，長途客車司機在凌晨兩
點後必須強制休息。不知道省長的這一招能否生效
？因為在京港澳高速特大交通事故發生後，交通運
輸部曾對臥鋪客車採取了 「強制監控」和 「強制休
息」等嚴厲措施。但在茂包事故中，有關車輛雖然
強制安裝了GPS，但監控卻應該沒有到位，GPS也
成了聾子的耳朵。可見， 「奪命客車」悲劇仍在內
地上演，只能說明有關措施落空和制度失靈。

顯然，有關制度失靈就成為更加深層的原因了
。在內地，圍繞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規比比皆是，但
是執行起來總是不如人意。難怪有人質疑：在滬蓉
高速重大交通事故中，涉事麵包車是新車且無牌，
臨時通行牌證也未申領。這種車輛連普通公路都上
不了，又是怎麼上的高速公路？有關法律明確規定
：沒有懸掛機動車號牌、故意遮擋機動車號牌的車
輛，一律不得上路。高速收費站徵管人員如果負責
一些，或許可以不讓此類車輛進入高速公路。但結
果呢？慘劇還是發生了！

看來，制度失靈的關鍵是制度沒有被認真和有
效地執行！所以，當茂包重大交通事故發生後，當
內蒙古自治區交管總隊決定，從即日起至11月10
日組織開展高速公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統一行動
（其中的一個重點就是司機的疲勞駕駛）時，我們
不得不懷疑這種衝動型的治理行動的有效性。在筆
者看來，如果制度缺乏持久的執行，這種運動式的
治理只能收一時之功效。此外，如果沒有解決司機
疲勞駕駛的實際問題，只要管理一鬆動，司機還會
依舊疲勞駕駛。

無論是杜絕客車交通事故也好，還是杜絕其他
交通事故也好，其根本在於教育人們對生命格外珍
惜。平時，經常可以看見內地有人不顧一切地闖紅
燈、亂穿馬路、在鬧市區高速行駛、醉酒駕車，等
等。看上去這些人非常勇敢和自信，其實這些行為
均表現出對自己生命的漠視。因此，只有注重珍惜
生命的教育，執法者才會為他人的生命着想，認真
地、持恆地按制度辦事，落實有關措施；司機和其
他使用道路者才會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着想，自覺
遵守交通規則，避免不必要的交通事故發生。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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