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選給朝韓關係吹暖風 □延 靜

香港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作為政黨更應發揮負責任的社會角色，在面對有限收入與無限福
利，必須以更理性的態度去思考香港的長遠發展，努力尋找政策平衡點。無限放寬長者生活津貼，
固然能獲得一時的掌聲，但無疑會為未來留下 「不可承受之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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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韓國幾位總統候選人都表示，如果自己
當選，將改變現政府對朝鮮的強硬政策，與朝鮮改
善關係，實現南北交流與合作。看來，除國內經濟
問題外，韓朝關係必將成為今年 12 月韓國大選競
選的一個辯論焦點。

南北關係成韓選舉牌
韓朝分裂和對立從歷史上看緣於大國的插手和

干預，也與南北雙方推行的政策不無關係。自上世
紀五十年代初朝鮮戰爭之後，朝鮮半島南北一直處
於分裂和敵對之中，相互沒有任何聯繫和來往。這
樣的情況持續到 1972 年，迎來第一次突破。這與
當時中美關係出現轉機不無關係。1971年7月，尼
克松總統外交特別助理基辛格訪華，中美關係出現

鬆動。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應邀正式訪華，被
稱為 「破冰之旅」，開啟了中美關係的大門。對中
美關係的改善，金日成主席發表談話表示支持，隨
後朝鮮半島南北關係也出現鬆動。南北最高領導人
的特使李厚洛和朴成哲相互訪問了對方，得到金日
成主席和朴正熙總統的接見。朝鮮南北雙方通過高
級會談，於1972年7月4日發表聯合聲明，確認了
互不干涉、互不訴諸武力和實現民族大團結的方針
。之後，南北協調委員會和南北紅十字會舉行了幾
次會談，商談改善南北關係問題，但好景不常，南
北關係又陷入對立之中。

南北關係也曾孕育第二次突破。那是 1994 年
，南北關係因核問題陷入危機，但經過熱心協調國
際事務的美國前總統卡特穿梭訪問南北化解危機的
努力，南北雙方達成協議，金泳三總統將訪問平壤
，與金日成主席會晤，商談改善南北關係問題。預
備會談也進行得很順利，訪問平壤日期定在7月27
日。但就在南北雙方緊鑼密鼓準備會晤之際，意外
事件發生，金日成於當年7月8日突然去世，預見

中的南北首腦會晤頃刻化為泡影。
南北關係的真正突破是發生在 2000 年 6 月中

旬，時任韓國總統的金大中訪問平壤，會晤金正日
委員長，並於 6 月 15 日發表平壤宣言，宣布南北雙
方將開展各層次的交流與合作。這是半個世紀以來
朝鮮半島南北首次首腦會談，是南北關係的歷史性
突破。金大中 1998 年就任總統後曾多次表示，他
在任期間不急於實現南北統一，當務之急是實現南
北和解，開展交流與合作。他訪問平壤正是為了這
個目的。這次首腦會談後，南北之間在政治、經濟
、軍事等方面進行了人員互訪與會談，交流與合作
熱絡地開展起來。2003 年盧武鉉就任韓國總統後
，仍執行金大中對朝鮮緩和政策，並親自步行跨越
軍事分界線訪問平壤，南北關係繼續保持和解局面。

但是，2008 年，李明博就任韓國總統後，推
翻了其前任與朝鮮達成的多項交流與合作協議，南
北關係再次陷入對立和僵持之中。特別是 2010 年
發生了 「天安艦」沉沒事件和延坪島炮擊事件後，
南北關係進一步惡化，相互指責和謾罵不絕於耳。

中國努力從中協調，防止半島發生事端，而美國更
像是火上澆油，惟恐半島局勢不亂。這引起韓國政
界、媒體和民眾的不安和憂慮。韓國總統候選人紛
紛表示當選後願改善與朝鮮的關係不是偶然的，南
北關係問題成了總統競選中的一張牌。

朝寄望於下屆韓總統
記得金日成晚年曾對卡特說過，朝鮮南北分裂

和對立，排除國際上的因素，是因為南北雙方當局
把它利用於政治目的的結果。此話雖未經證實，但
我是比較相信的，認為它是金日成總結多年經驗之
後的肺腑之言。我注意到，近日，旅日朝鮮人總聯
合會報紙《朝鮮新報》發表文章，呼籲改善南北關
係，並引用金正恩的話說，朝鮮願與希望和平和繁
榮的任何人攜手，明確寄希望於韓國下屆總統。
《朝鮮新報》是朝鮮的喉舌之一，反映了朝鮮的立
場和主張。實際上朝鮮近來對李明博的抨擊也有所
減少，同時還改變態度開始接受韓國通過民間渠道
送來的水災援助。

看來只要南北雙方從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出發
，從自身經濟發展和增進人民福祉出發，冷靜對待
和處理面臨的問題，南北關係就一定會得到緩和與
改善。這也是關心這一地區局勢發展的國家和人民
的共同期盼。

作者為前資深外交官

長津設限 必須必要
□胡麗儀

警惕美設下的南海圈套□邱波 邱嘯恆

如何在政策間取得平衡，是所有執政者最
頭痛之事，尤其在當前不斷民粹化的香港社會
，政府的任何決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困難。而
眼下香港社會熱議的長者生活津貼（又稱特惠
生果金）制度，不僅僅是對特區政府的執政考驗
，實際上更是對香港社會如何看待未來發展方
向的一次考驗：是不斷朝福利化方向傾斜，還
是在有限收入與無限福利之間取得理性平衡？

為補助本港六十五歲或以上有需要長者的
生活開支，行政長官在今年七月宣布增設一項
定名為 「長者生活津貼」的新經濟支援措施，
津貼額為每月2200元。當局昨日正式向立法會
提交討論文件，並計劃本月二十六日尋求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批准，以期最早於二○一三年三
月推出長者生活津貼。

貧富差距嚴峻 福利相應增加
對於絕大多數市民而言，這是一項體現社

會對長者關懷的政策，可謂 「德政」。但對於
如何分配這批 「蛋糕」，社會卻呈兩種截然不
同的意見。支持者強烈反對設立任何的 「資產
審查」，反對者則要求設限以避免陷入 「福利
陷阱」。兩者意見其實都沒有錯，是基於不同
的立場與角度，但如果以香港長遠發展角度去
看，相信沒有多少市民會認為，香港的財政收
入足以應付無限擴大的福利支出。

按政府所言，這項以長者為目標的 「生活
津貼」，需要設有經濟狀況限制，目的是要聚
焦地向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幫助，以能更貼切地
應付社會上不斷轉變的需求。為簡化運作，讓
有需要的長者盡早受惠，新津貼的申請資格會
等同現時六十五至六十九歲長者申領的普通高
齡津貼的規定。現時的規定是：申請人須年滿
六十五歲並符合相關居港規定；單身長者每月

入息不超過6660元、資產總值不超過18.6萬元
；有配偶的長者夫婦合共每月入息不超過
10520 元、資產總值不超過 28.1 萬元，便可申
請。換言之，新的津貼並非人人皆有，而是劃
了一道 「紅線」。

香港當前面臨極其嚴峻的兩極分化現象，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當中長者的貧困狀況則
是最嚴重的一塊。到底政府應如何幫助這批長
者，社會早已發出強烈呼聲，而以提高長者生
果金的要求最為廣泛。在部分工會人士眼中，
僅管增加一倍的生果金，仍然不足以應付長者
的日常支出。但顯而易見，如果政府 「一刀切
」向每一位長者成倍增加福利，並不符合實際
情況。回歸前前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針對港英
政府無限福利政策的一句 「車毀人亡」，市民
至今仍記憶猶新。

一刀切非上策 收入難以承受
根據統計處資料，去年中本港70歲以上長

者68萬人，按香港人口推算，到二○二○年將
增至92.2萬，佔全港人口12%；二○三○年會
增至 151.1 萬，佔人口 18%。政府昨日表明，
六至八成現領取生果金（高齡津貼）的70歲以
上長者合資格申領新津貼，每年涉及82.4億元
，若撤銷審查，則所有長者可領津貼，則每年
多花35.1億元；八年後，較設限開支多47.8億
元，至二○三○年，則多78.4億元。

但實際上，以上僅僅是從直觀的數字去講
，問題其實遠不只如此簡單。根據一些學者的
推算，到了二○三九年，每 1.2 名工作人口至
少要養1名退休者。按照國際慣用的標準，退
休人士要得到剛退休前工資的三成才算滿足基
本需要。如果每1.2個工作人口要支付1個人百
分之三十工資，那要多高的稅率？答案或許是
打工仔工資的四分之一都要拿出去交稅，是現
在的一倍。

而如果港人的生育率如今天一樣低，或者
壽命比政府估計的更長一點，又或退休人士要

求更高的福利，稅率還不止此數。以歐洲國家
法國為例，養老金開始入不敷出，政府要把退
休年齡從六十歲推遲到六十二歲，但隨即引發
大量示威。由此可見，現收現付制可輕易使社
會掉入泥沼陷阱，最終難免會入不敷支。

吸取歐洲教訓 尋找政策平衡
事實上，香港各大政黨對此均持審慎態度

，因為他們明白，僅管需要市民的選票才能坐
在立法會，但任意支持無限福利政策，無異於
將香港推入極端危險的境地。除了變化多端的
經濟發展因素制約了政府的收入之外，不斷加
劇的老齡人口、不斷增加的其他配套福利支出
，都會逐點逐點將香港的財政收入吞噬。很難
想像，十年後當政府入不敷出而大幅加稅，香
港會是怎樣一個景況。屆時不僅國際競爭力大
降，整體的城市活力、對國際企業的吸引力等
等，都會嚴重倒退，甚至淪為中國的二流城市。

眼前的香港有點像九十年代的歐洲，但近
二十年過去了，事實證明歐式福利主義已經走
入無法持續的盡頭。因為這種福利主義模式本
身包含了很多不可避免的內在矛盾，例如公民
所想和所得的矛盾、福利的普遍承諾和國家有
限能力的矛盾。儘管歐洲福利制度受到了讚許
，被稱為全國福利、人民福利，但是現實當中
幾乎無限式的福利並未真正實現過，即便在經
濟繁榮的情況下，社會福利支出受到的制約也
是剛性的。所想與所得的實際差距難以抹去，
這使高度福利在相當程度上還是一個期待。法
國、德國、意大利、希臘等國家已是十分好的
例子。

香港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作為政黨更
應發揮負責任的社會角色，在面對有限收入與
無限福利之間，必須以更理性的態度去思考香
港的長遠發展，努力尋找政策平衡點。無限放
寬長者生活津貼，固然能獲得一時的掌聲，但
無疑會為未來留下 「不可承受之重」。

作者為時事評論員

中秋之夜，民眾提燈賞月，樂也融融，不料翌
晚發生一場重大海難， 「南丫4號」與 「海泰號」
相撞，不僅撞碎了遇難家庭的團圓美夢，也令全體
港人心碎， 「人月兩圓」與 「生死離別」竟是一線
之隔，面對慘劇，大家萬分悲痛，對受難的 「港燈
」員工及其親朋戚友深感同情。

遙望天際，明月亘古不變朗照大地，宇宙是不
朽的，然而人生則是無常的。皎潔的月亮俯視人間
滄桑，見證多少悲歡離合、生離死別，我們只是朝
來夕往的過客，如一縷清風輕輕拂過稍縱即逝，如
一滴水無聲無息悄悄蒸發。人生匆匆如佛偈云 「如
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世事無常如蘇軾言 「人
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在此
衷心祈望不幸罹難者一路走好、得到安息；也冀望
痛失親朋之死難者家屬能早日撫平創傷、走出陰霾
；同時祝願生還者早日痊愈、身心安康。雖然災難
不幸發生，但是人間有情，搶救中港人充分表現出
互助關愛的精神。

珍惜眼前 互助度難關
古往今來，正如日有升落、月有圓缺、天有陰

晴，芸芸眾生亦會經歷人生的春夏秋冬、起伏跌宕
，從嬰兒到耄耋，從精壯至衰亡，誰也走不出大自
然之規律。英雄豪傑如此，吾等凡夫俗子更應參透
生命本質，世事無常、生命脆弱，順境不會長存，
逆境也不會久住，樂與悲、得與失，一切順其自然
，放開心懷。

苦難有時也是一副良藥，令人豁然醒悟要珍惜
眼前一切，香港人生活緊張、忙着打拚，容易忽略
親情、友情、健康，失去了便後悔莫及；即使在人
生得意之時，也請珍惜每一份機緣，因為世事變幻
莫測，未來無法預料，除了珍惜擁有，還應懂得感
恩與付出，方能達成圓滿之人生。

逝者往矣，生者堅強。謹摘錄《南懷瑾大師為
川北地震劫後重生孩子們說言》共勉： 「人的生命
死生，只在呼吸往來之際，這是釋迦文佛所說的至

理名言。尤其當地（震）、水、火、風四大種自然劫難來臨之時，
有絕非人力所可擋可避者。如是劫後重生的人，更知個人與全體生
命共存的可珍可貴。從此可以真實了解 『愛人如愛己，有力即相助
』，才是慈悲博愛的真正道理。秉此而重立生命的方針，確信生命
同體的真理。然後達成我們文化中先聖先賢所教 『親親．仁民．愛
物』的人品行為標準。是為至要。」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在茫茫人海中
若有緣相遇相知，實難能可貴，請多加珍惜。在此憑文寄意，祝願
我的至愛親朋、恩人前輩、良師益友們 「但願人長久 祈望共安康
」！

作者為方樹福堂基金主席

美國針對中國所舉行的各類軍演已進入到令人
憂慮狀態。美日 「奪島」演習甫一結束，美菲軍演
又如期登場；如果將四月剛剛舉行的美菲 「肩並肩
」軍演尚處於征程未洗的情境下又再度在南海 「舞
槍弄棒」的事態作牽連性感受，其背後意涵着實令
人唏噓。事實上，美國不僅將兩支航母戰鬥群以及
登載美海軍陸戰隊的軍力投送艦投放於敏感海域，
而且其核潛艇也數次造訪菲律賓；面對這一系列擾
亂區域穩定的軍力安排，人們不禁要問： 「重返亞
太」的美國究竟有着怎樣的戰略思考呢？它想達到
什麼目的呢？

料美重燃南海烽煙
其實，只要以 「第三者視野」來看待相關事態

的演進方向，其生成原委也就一目了然，那就是，
在涉及核心利益的海權問題上，中國或許正陷入美
國越扣越緊的 「圈套」。事態很清楚，不論是中日
之間的釣魚島問題，還是中國與聲索國的南海問題
，實際上均由於美國的深度介入而令原本相對溫和
的相關爭議日益趨向複雜化；且不說美國將 「美日
安保條約」作用於釣魚島之背後意向的險峻，單以
準備向菲律賓提供十多艘巡邏艇的日本等域外大國
對參與南海事務充滿熱情的局面來預估事態走向，
則已然凸顯出中國的海權困境愈發趨向險殆。

正由於美國 「重返東亞」戰略是以阻遏中國崛
起為依歸，因此，不論是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均

「勢成騎虎」，還是中菲在黃岩島問題上幾乎無解
，實際上都是美國刻意營造的結果；由於事涉釣魚
島的評論已達到汗牛充棟的地步，而再度上演的美
菲軍演又必定與 11 月舉行的東亞峰會存在必然關
聯。因此，暫時撇開 「火熱」已久的釣魚島話題而
「重拾」肯定會 「重燃」的南海話題，或許更具未

來針對性。因為東亞峰會的日程已經不遠了嘛。

「抱美粗腿」 菲不夠班
毫無疑問，在即將舉行的東亞峰會上，美國肯

定還是會一如既往的給出 「美在領海爭端上不選邊
」的立場，但重申 「南海行為準則」重要性的聲音
則必定更加濃烈；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對 「南海
行為準則」的熱衷，其實就是將南海問題 「多邊化
」的前兆。事實上，菲律賓一直是美 「南海行為準
則」的堅定追隨者。而菲律賓會在東亞峰會上採
取什麼行為，實際上是可以輕易想見的；不僅會
激烈鼓噪 「南海行為準則」，甚至會不斷攻擊中
國。

由此構成的問題是，如中方依舊堅持既有原則
而堅持雙邊談判，就很容易被定性為 「以大欺小」
；相反，倘使接受美國所主張的與 「東盟」談判的
立場，也就變成了事實上的 「國際化」。至於阿基
諾有關 「菲美面臨共同挑戰」，實際上是對奧巴馬
「再平衡」意向的呼應。由此又構成另一問題：菲

律賓不斷挑釁中國底線的 「底氣」究竟源自何處呢
？其實誰都清楚，菲律賓的 「底氣」源自美國。但
中國卻總喜歡將菲律賓的挑釁看成 「抱美國大腿」
，而不願正面得出 「美國利用菲律賓來攪局南海」
的結論。在筆者看來，有關美菲之間究竟是誰利用

誰的問題上，其情態和路徑早已一目了然，那就是
，美國利用菲律賓，而菲律賓願意被利用。倘使始
終不能接受這一客觀現實而總是對中美關係抱有良
好期待，則不僅無從消解各類爭端，甚至還可能因
為戰略預判失誤而使中國最終陷入 「眾矢之的」的
極端被動地步。

誘使中國強硬反應
因為美國利用菲律賓攪局南海是客觀存在，因

此，中國的當務之急並不應該是將消解黃岩島對峙
作為當前重點，而更應該將知悉美國戰略趨向作為
重中之重。從某種程度上說，防止美國在南海問題
上為中國所設置的圈套 「越陷越深」，其實已到了
迫在眉睫的境地。

人們知道，美國對南海問題的關注只限定在航
行自由的層面，而對海權爭議沒有介入的興趣，但
真實情況果真如此簡單嗎？如果美國沒有在私下裡
給出菲律賓實質性承諾，菲律賓有肆無忌憚地挑戰
中國底線的勇氣嗎？

坦率而言，由於某些國人只相信美國的公開表
達而不願體察所實際存在的劇烈風暴，比如，不認
為美國因為菲律賓的挑釁而與中國發生正面衝突，
以致武力教訓菲律賓的聲音日益高漲，彷彿 「殺雞
給猴看」的做法適合於中國現實安全環境。但問題
是，美國之所以釋出不關注海權爭議的 「假聲音」
，不外乎是引誘中國做強勢反應，從而為它的武力
介入提供所謂的 「道義」依據；事實上，菲律賓有
關 「被中國欺負」的言論，便是美國圈套一個部分
，這也是筆者怕 「入套」緣由所在。

作者邱波為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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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固然塵埃落定，林林總總的選後分析也不缺，但筆
者還是希望多補一筆——今屆立法會選舉是一屆令人失望的選舉，
也是一屆很令人擔憂的選舉。

香港是個國際都會，多項競爭力指數排名世界前列。一個如此
發達的現代社會，700多萬人中選70名代表，10萬人中選1人，我
們的議員理應具備超卓的個人識見，視野廣闊，目光遠大，傲視同
儕。畢竟，香港是國際最先進的城市之一，又是國家的特別行政區
，港人應有更開闢的眼界和更宏大的志氣，才能一覽眾山小。

然而，觀乎立法會的選舉論壇，議員們固然沒有論及國際議題
，沒有人提到歐債危機、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和中美日關係如何影
響香港；甚至乎，就連一些本地議題，也是非常短淺，幾乎只觸及
未來半年需要處理的問題。更有朋友戲言，整個立法會選舉其實只
有一盤主菜，就是國民教育。未來4年，難道我們的議員只需要處
理國民教育科？有怎樣的選民就有怎樣的議員，議員的視野反映着
港人的視野，這才是最值得擔心的。

事實上， 「本土議題」與 「國際城市」之間是沒有衝突的，一
個國際城市也可以非常強調本土議題。但是，一個國際都市更加不
會放下國際視野。香港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外向型經濟體，資本自由
進出，國際社會的一舉一動也迅速影響着香港社會，但港人絲毫不
關心，也不擔心，彷彿我們只活在一個封閉的小島， 「我看不
見你，你看不見我」，這難道不是反映了一個國際都會正在逐漸
褪色嗎？

不能自我邊緣化
當然，我們可以歸咎於政制。由於政制的局限，立法機關只能

擔任制衡的角色，缺乏執政與制訂政策的空間與條件。也正是因為
這種局限，壓抑了政黨的良性發展。以至於政黨不重視政策研究，
吸引不到最優秀的政治人才。但這並不足以表示選民和議員可以忽
略一些較長遠和國際性的題目。就如英國殖民統治時的政制遠較今
日更加保守，公民社會也未成氣候，但過去的議員們是很重視國際
時政和長遠議題的。況且，隨着互聯網的普及，今天的資訊遠較往
昔流通，新人又怎可能輸給舊人？

毫無疑問，國際化是香港的定位，也是香港的核心優勢所在，
香港不能自我邊緣化，港人的視野除了本土，還要放眼世界。我們
除了要求議員監察政府，改善民生，也要督促政府快馬加鞭，帶領
港人求進，謀更大的發展空間。

作者為香港青年新動力主席

議員需有世界眼光
□陳志豪

國際國際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