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關係在博弈中漸進 陳 群

一浪更比一浪高
─《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後記

陳佐洱

兩地合作拓展體育事業
楊孫西

過去的一年中，多少個這樣的白天黑夜，只要
自己靜心埋進層層疊疊泛黃了的故紙堆裡，或者端
坐在酷似藍天白雲的電腦熒幕word文檔前，思緒就
會像隻振翅的相思鳥兒，飛向上世紀90年代難以忘
懷的崢嶸歲月。那時的 「藍天白雲」間轟鳴着香港
回歸祖國的腳步聲，最後一程的堅定步伐裡有我一
份微薄、但是竭盡忠誠的綿力……

香港回歸，是中華民族史無前例的一大壯舉。
我有幸參與了其中，在一個橫斷面裡一條主線的前
端，充當過執行人之一。 「天之厚我可謂至矣」，
這段經歷 「苟不記之筆墨，未免有辜彼蒼之厚」，
終於，我懷着一顆近乎聖潔的心，面對電腦鍵盤和
顯示幕上的word文檔，努力用真實來回憶、敘述上
述這段歷史，關於香港過渡期的中英談判歷史─
它的春夏秋冬，風雲變幻，斑斕色彩和喜怒哀樂。

一段不應該忘記的歷史
這，是一段不應該忘記的歷史。不忘記，畢竟

也已成為過去。歷史的研究，雖然展示向後看，但
目的還是為了向前看，向前進。香港問題解決之後
，中英關係不斷發展，迎來了有史以來最好的時期
。2007年4月，我作為中國駐英大使的客人訪問英
國，受到朝野熱情歡迎，當年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
英方首席代表大衛斯為我主持在英中商會的演講；
前港督衛奕信特意從牛津趕來倫敦，領我參觀英國
國會大廈，了解上議院運作。

18日，傅瑩大使陪同我會見英國貿易投資及外
交事務國務大臣伊恩．麥卡特尼，這位工會領袖出
身的大臣說： 「我聽說，你曾是我們英國最頭疼、
但又是達成協議最多的談判對手。」說完向腦後揮
了揮手。

「那段歷史是我們兩國共同寫下的。」我轉過

話題，笑笑說， 「我剛從北京來，那裡的春天正風
和日麗，花紅柳綠；現在看到倫敦的春天也如此。
十分高興！」

書寫完了，從豐富的、不無沉重的回憶裡重新
回到新世紀10年代的現實。我如釋重負，舒暢地吸
了口新鮮空氣。回首往事，我確實已經把一生中最
充沛的年華獻給了養育我的祖國和人民。這本書，
是我對交接香港過程中一小段歷史的交代，也是對
自己度過的那段歲月、對後人作的一個交代。歲月
賦予的使命和感知局限總是相輔相成的，書中難免
會有偏頗。好在這不是 「正史」，只是我個人的所
經所歷所思所感。所以，在此要向讀者們道一聲
sorry。

衷心感謝鼓勵我、鞭策我拿起筆來的諸位領導
和親友。衷心感謝在寫作過程中給予我各方面支持
幫助的同事和朋友，尤其是張露文、穆樹新、李俊
輝和中新社、香港文匯報社、大公報社攝影部的朋
友們。

它真比紫荊勳章還珍貴
2011年5月28日，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我和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的同事們赴港，應邀出席
辛亥革命 100 周年紀念活動。中午，我們抵達香港
赤鱲角國際機場後，驅車前往中環 「新大陸」上的
四季酒店。所謂 「新大陸」，是我對香港回歸後中
環北段繼續向維多利亞港填海延伸地域的暱稱，歷
經14年滄海桑田的這塊新陸地上，已經聳立起當今
世界一流的建築群─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四季
酒店以及地鐵、機鐵和巴士、輪渡的集散中心，
等等。

車到酒店，有人打開車門。一位50上下、精瘦
幹練的制服男士笑吟吟地招呼我們下車。忽然，他
禮貌地直視着我問： 「您是陳先生嗎？10多年前我
在九龍的麗晶酒店服務，也為您開過車門，那次是
您一家人來酒店吃飯……」

這一情節雖已模糊，但我受到感動，握手寒暄

了幾句才進入酒店。這以後的 3 天，出入酒店，只
要他在門外輪值，我們總要相視一笑，不宜打擾他
面對眾多來車、賓客的忙碌工作。

31日，離店的前一日上午，我和我的同事們走
出酒店大門，正在候車，只見他快步走來。

「陳先生，明天我沒有班，不能送行。」他有
些靦腆地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酒店的硬紙便箋，
遞給我說， 「這個，給你留作紀念！」

我接過來細看，是5行端正的豎寫字：
「陳先生留念：

長江後浪推前浪，
一浪更比一浪高。'
酒店員工梁國鴻劣筆
二○一一年五月三十日香港」
我周身熱血湧動，緊握他的手。離開香港已經

13年，離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也已整3年，居
然還有一位香港的普通市民朋友關注着我的行蹤，
因為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這兩句
話，是我 2008 年 3 月 5 日最後一次以國港辦常務副
主任的身份出席 「兩會」，在人民大會堂回答記者
提問時說的，被當時的媒體廣泛報道。我欽佩梁先
生的記憶，他當時一定讀了報紙，所以今天把這兩
句話作為主旨，抄錄並加上書引號回贈給我。我感
謝梁先生的關愛。他是在表示對我的認同，肯定，
嘉許？抑或大而廣之，對香港、對國家輝煌前程的
讚美？我把梁先生用透明塑膠紙仔細包裹的這張墨
寶貼胸放入襯衫袋裡。在我後半生的諸多體驗中，
它真比一枚紫荊勳章還珍貴。

香港不斷重塑現代風貌
梁先生抄錄的這兩句話，是我離開服務了20年

的國港辦前夕對祖國的 「一國兩制」事業、對老少
同事們的由衷祝福和寄語；當時，在這兩句話前面
我還說了的一句是： 「一代人做一代人應該做的事
。」

據說，香港中環原來臨海的地方是現在德輔道

中的有軌電車路。一代代勤勞、智慧、奮發有為的
香港人移山填海，陸續拓展出了後來的告士打道、
天星碼頭、大會堂和交易廣場，……它們都曾一度
各領風騷，都有過碧波拍岸、接連海天的無敵靚景
；然而隨着時間推移，於今又都相繼讓位給了前面
橫空出世的中環 「新大陸」上的新地標群。香港這
座國際經濟中心城市不斷重塑着自己的現代化風貌
，也不斷重塑着自己勤勞、頑強、智慧的居民形象
，一代人做一代人應該做的事，每一代人的使命和
局限都各有不同，事情永遠做不完──社會就是這
樣發展的，歷史就是這樣寫成的。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香港回歸
祖國過渡期的中英談判是 「長江」中的一個浪頭。
1997 年 7 月 1 日歷史揭開新篇章， 「一國兩制」科
學構想終於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重要
組成。投入祖國懷抱的香港，從此以一浪更高過一
浪的氣派奔騰向前，奔向波瀾壯闊的大洋大海。

編者註：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
任。新書簡體字內地版書名為《交接香港──親歷
中英談判最後1208天》

美防長帕內塔結束了訪華行
程。他笑容可掬地與中方高層會
談，不無真誠地宣講美國亞洲
「再平衡」戰略，破天荒地邀請

中國參加 2014 環太軍演，平易
近人地與中國士兵共進午餐……

即便算不上中日緊張關係稱職 「調停人」，但還算
成功扮演了對華 「笑面虎」新角色。筆者以為，隨
着中國迅速崛起與美國衰落，美霸對華政策從 「冷
面魔王」轉為 「微笑外交」是雙方綜合實力變化之
必然，標誌中美關係進入長期博弈的新時代。

與帕內塔抵達中國之前有所不同，經過帕氏微
笑軍交與某些積極表態，原來懷着 「陰謀論」的一
些輿論轉為 「肯定論」。帕內塔與習近平、徐才厚
、梁光烈等中國領導人會晤，重點強調美國 「再平
衡」戰略並非針對中國，而是 「要為兩個太平洋大
國關係創造一種新模式」。中方也表達了推動兩軍

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願望，重申謀求建立 「平等互
利、合作共贏」的新型軍事關係。帕氏 「新模式」
提法，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中方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
係的一種積極回應。有美國媒體也認為，帕內塔這
次訪問是 「中美將軍事關係拉回正軌的一大突破」
、 「開啟兩軍交往的新階段」。

帕內塔訪華三亮點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李岩認為，從

兩軍交流角度看，帕內塔此訪有三大亮點。其一，
中美兩國防長在同一年度內實現互訪，在兩軍關係
史上尚屬首次。這既反映了兩軍關係的積極進展，
也有助於加深相互了解與增進互信。其二，中美特
意延長此訪行程，帕內塔有充裕時間參觀北海艦隊
，成為第一位登上中國海軍護衛艦及潛艇的美國防
長。中方顯示了在回應美方關切、提升軍事透明度
的積極姿態。其三，中美兩軍實質性的合作互動也
有新進展。9月17日，中美兩國海軍在亞丁灣海域
進行了首次聯合反海盜演習；美方正式邀請中國參
加 2014 年環太平洋演習，承諾將尋找其他機會讓

中方參加多邊演習。凡此，均顯示了中美推動兩軍
關係發展的積極信號。

當代國際關係呈現出比以往任何時代都錯綜複
雜的局面， 「理性」成為處理經濟、政治、外交乃
至軍事關係的關鍵詞語之一。此次帕氏訪華，亦可
說是一次 「理性之旅」。一方面，他對日本盟友極
力安撫，重申美日軍事同盟的重要性，對釣魚島採
取 「模糊暗示」的狡黠手段；另一方面，竭力對中
國搖晃橄欖枝，反覆強調 「再平衡」戰略並非針對
中國，表示該戰略與建立更加密切的兩軍關係並不
抵觸。

筆者以為，對待美國 「再平衡」戰略，中國須
更加理性。一方面要堅持 「和為貴」。中美建交以
來，美國十位防長中有八位訪問過中國。2011 年
以來，中美兩軍高層互訪更加頻繁，去年1月美防
長蓋茨訪華，隨後中國總參謀長陳炳德和美參聯會
主席馬倫實現互訪，今年5月中國防長梁光烈訪美
，剛剛又迎來帕內塔來訪。如此互訪密度在中美兩
軍交流史上是空前的。可見美國軍方對中國的關注
，中國對美國無論作為朋友還是作為對手都顯得更
加重要了。另一方面要打 「太極拳」。無論美國如

何搖晃 「新模式」橄欖枝，如何釋放 「再平衡」煙
幕彈，其圍堵中國的戰略意圖並無改變。帕氏訪華
前，加強了與澳洲軍事合作，成功在達爾文港駐軍
；利用釣島事件成功在日本部署 「魚鷹」並設第二
套導彈防衛系統……仍在展示美國始終把中國作為
其實號對手的戰略意圖。

理性看待 「再平衡」
中國武術中的太極法，恰似中美兩國的博弈關

係。當今第一、第二大經濟體之間再爆發 「朝鮮式
戰爭」的可能性不大，因為誰也打不起。但各種各
樣的博弈天天在發生，帕內塔此次東亞之行即 「太
極博弈」的典型表現。美國悟出 「入亞」如過於強
調軍事手段，不僅可能衝擊亞太地區穩定，而且會
增加中國對美反感與疑慮，對美國利益並無實際好
處，甚至影響民主黨選票。這也是此次帕內塔 「太
極博弈」的理性原因。而中國的 「太極博弈」亦很
多，舉個例子，中國要求美國在釣島爭端中 「不持
立場」，實質是極大讓步。眾所周知，釣島爭端的
罪首恰恰是美國，是《美日三藩市條約》的私下交
易。按理在釣島爭端上美國最應 「持明確立場」，
即糾正自己違反國際法、私售二戰成果的錯誤，但
中國深諳以退求進的 「太極博弈」的奧妙。

筆者以為，不斷推進中美關係既符合中美雙方
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發展大局，但這必是個
長期博弈過程。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上個月，國家隊金牌運動員訪港，在
香港參與互動匯演，讓市民一睹冠軍們的
英姿風采，掀起另一輪奧運高潮。市民在
觀賞金牌運動員風采的同時，香港運動員
也觀摩國家隊員的有關表演。國家奧運金
牌選手所展示出的是中國人堅韌不拔和踏
實苦幹的優良傳統，這種拚搏精神亦與香
港賴以成功的獅子山精神一脈相承，對全
港青少年和中小學生更是最有力的鼓舞和
榜樣。

推動本港體育發展
國家體育代表團金牌運動員奪獎背後

，挑戰體能極限，付出無數汗水，犧牲個
人利益，在超強磨練下堅毅不屈，在艱苦
賽事中全力奪金。香港當下面臨周邊地區
激烈競爭，國家金牌運動員與各國選手競
賽時所表現的奧運精神，堪作港人榜樣，
激勵港人在激烈競爭中迎難而上。

事實上，體育有助改善個人的精神、
體格，甚至品德，故普及體育，對整個社
會都有百利而無一害。很多人有一個錯誤
印象，以為香港人 「太忙」，沒有時間運
動。其實，香港早已晉身發達社會行列，
市民對運動的追求只會有增無減，而部分
運動也特別受市民歡迎。如果能配合大多
數市民的愛好和需要，設立各類相應的體
育設施，自能大大方便大眾投入運動。

港人是否投身運動事業，除了看自身

興趣和熱誠外，還要考慮生計，尤其是退
役後如何生活。這也是不少香港的學生家
長阻止子女投身體育事業的重要原因。因
此，須增加對現役、退役或潛在運動員的
財政資助，令其可安心把體育當作終身事
業。大學應為運動員提供更多靈活的安排
，例如給予獎學金以支付學費、生活費等
。香港社會要提升運動員的地位，令體育
成為受尊重的職業，才能吸引更多有志者
投身。

打造國際體育產業
當然，發展香港體育事業不能趕時髦

，必須持之以恆，多管齊下，才能見效。
在這方面，祖國內地體育事業近年日益壯
大，無疑為香港體育事業的發展創造了有
利條件。香港可充分利用背靠內地的優勢
，加強與內地合作，善用內地資源協助培
訓本港運動員，日後還應在運動員培訓、
運動醫學支援等方面進一步深化合作，以
推動本港體育發展。

香港歡迎不同國籍的人來港發展，可
考慮在內地開辦各種項目的體育學校，引
進和培養有潛力的精英運動員。同時，還
應做好充分準備，幫助香港運動員在下一
屆里約熱內盧奧運會取得金牌和更多獎牌
，推動香港體育事業的發展。

國家在《十二五規劃》中特別提到：
「加強與香港、澳門體育交流與合作。按

照 『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澳門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有關規定，積極穩妥地開展內
地與港澳體育交流與合作，支援港澳體育

事業發展，增強港澳同胞的國家認同感，
維護港澳社會的繁榮穩定。邀請港澳參加
和觀摩全運會、全國城運會和全國體育大
會等全國綜合性運動會。支援港澳申請和
舉辦國際綜合性體育賽事。推動與兩地在
群眾體育、競技體育、體育產業等各個領
域的交流與合作。」

該規劃還提出， 「加快實施體育產品
品牌戰略。加強對體育企業品牌建設的指
導，有效推動體育企業開展自主品牌建設
。引導體育用品生產企業增加科技投入，
加強自主智慧財產權的開發，打造體育用
品世界品牌。」

莫再失去龐大商機
據統計，在今年倫敦奧運商品中，5

類毛巾床上用品、19 類杯子、11 類玩具
車、190 類別針、23 類服裝、4 類毛絨玩
偶吉祥物以及共 18 類徽章、腕帶和手環
全由中國製造。倫敦奧運會紀念品中，中
國製造的產品就達到了65%。由此可見，
體育的產業化、運動員的職業化，都是體
育走向專業的必由之路。

當今，全球化已令運動無遠弗屆，對
外國運動員而言，香港地方集中，不用長
途跋涉，坐飛機乘火車參加比賽，再加上
香港的都會生活，有着更大吸引力。毋庸
諱言，香港是個國際化大都會，又背靠十
三億人的祖國內地市場，因此香港有條件
發展國際化體育產業，成為活力充沛的國
際體育運動 「盛事之都」，香港不能再失
去龐大的商機。 作者為全國政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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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為水貨客問題在上水火車站
引發了一些衝突，致使特區政府高層要
研擬對策，並表示要出面干預。筆者認
為，特區政府出面干預雖有必要，但應
該是着眼於疏導而不是堵截。

1、水貨客問題日益突出的根本原
因是內地經濟快速發展，民眾的消費水
平明顯提高。水貨並不是什麼新鮮事，
但現在的水貨與過去的水貨不是一回事
：過去水貨多為中高檔消費品，特別是
內地要徵收高額關稅的奢侈品以及內地
不能生產的工業製成品。例如，內地改
革開放開放初期，普通的電子手表內地
都不能生產，可能是重要的水貨。現在
水貨多是嬰幼兒用品、日用化工品、食
品等一般性的日用消費品。有人說現在
的水貨問題主要是內地食品安全問題帶
來的，這是只看到了表象沒有看到實質
。試問在如果內地還如改革開放前一樣
生活水平低下連吃飽穿暖都成問題，誰
還有心思去考慮食品、日用品和服裝的
質量問題，如何有能力購買從香港買過
去的日用消費品？實際上，現在內地的
消費者不單是到香港購物，世界各地哪
裡不是成群結隊的中國內地遊客大包小
包地買東西？因此，除非中國經濟崩潰
，民眾的消費能力極大地下降，否則水
貨客問題是無論如何堵不住的。如果特
區政府在上水圍追堵截水貨客，他們就
會化整為零擴散到全港各個交通樞紐，
因此除了提高一點水貨客的交易成本，
並不能解決什麼問題。

2、水貨客問題日益突出的基本前
提是內地日益開放，民眾出入境日益自
由。正如此間媒體廣泛報道的，過去水

貨客多是香港居民，甚至是一部分香港
居民的生存手段，加之貨物流量也沒有
現在多，因此大家並不太在意。現在
水貨客多為內地居民，不但貨物流量
大，而且這些水貨客的言行舉止可能
也不甚文明，不但傷及部分香港居民
的切身利益，也衝擊了他們的價值觀
，遂使矛盾更加激化。於是乎此間輿
論就呼籲內地（尤其是深圳）懲罰水
貨客，並且不問內地有沒有這樣的法
律法規，也不問水貨客是否違反了香
港的法律法規。

實際上，隨着內地越來越開放，以
及內地民眾的權利意識越來越強，內地
當局越來越難以用行政的手段限制民眾
包括自由出入境權利在內的公民基本權
利。而且，現在如果已經賦予了公民某
項權利，內地當局即使有心想收回來也
是辦不到的，因為這將會引起民眾的強
烈反彈。

筆者認為，鑒於這個原因，即使諸
如應特區政府的要求而暫緩推出的擴大
「一簽多行」，也是不可能無限期拖延

的。這並不是內地當局對香港有什麼政
治企圖，而是內地民眾希望擴大出境的
自由，而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城市，雖
然實行 「一國兩制」，但內地出入境管
理部門長期為內地居民前往香港旅遊觀
光購物畢設置一些人為的障礙畢竟不是
得民心之舉。

鑒於上述兩個原因，筆者認為，即
使今後內地有關職能部門應香港特區政
府的強烈要求而對水貨客採取一些限
制措施，也只會是臨時性的措施而不
可能是長期的政策。因此，筆者認為
在目前的形勢下特區政府還是着眼於疏
導，為這種並不非法的活動提供更多的
幫助，既盡量減少對部分居民日常生活
的干擾，又方便有關商家銷售和內地民
眾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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