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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顯然並非單純的商人，他的每一項 「商業決定」 ，背後都有濃厚的政治意味。而此次全盤
撤走台灣業務，同樣有強烈的政治意圖。與其說黎智英 「撤資」 是要 「止蝕」 ，不如說他是 「以退為
進」 ，集中資源以完成其更大的政治任務。

立會拉布漏洞理應堵上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10月6日在 「一國兩
制15年之回顧與前瞻」研討會上，以 「回歸以來的法
律挑戰」為題的演說中，實事求是地善意指出：回歸
後一系列涉及中央與香港關係的案件，反映香港法律
界，包括一些法官對中央與特區關係缺乏認識。

這揭出了回歸以來直至現在的一個事實，一個深
層次問題。

梁愛詩揭示深層次問題
這也必然地引起反回歸、反 「一國」勢力的攻擊

。遺憾的是，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也於10月10日分別
發表聲明，作不合乎事實的干擾司法獨立、損害法治
的指責。

既然是存在已久、關係香港社會重大切身利益的
深層次問題，是眾目睽睽必須解決的 「雙非」問題，
是政治原則、法理原則必須毫不含糊處理的中央與地
方 「一國兩制」方針下的關係問題，就需要作理性、
認真的討論，從事實出發於政治、法律各個方面、各
個層面、各個角度上弄清楚中央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與香港維護核心價值的關係，中央依照憲法，基本法
行使主權與香港特區實施法治的關係，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定權力與香港司法機關法定權力關係，全國人大
常委會釋法權、審定權與特區司法機關釋法權、獨立
審判權的關係， 「一國」原則與高度自治關係，以至
國家憲法是否適用於香港特區問題等。

律師會重申 「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民主黨創
黨主席李柱銘誣衊梁愛詩 「試圖破壞香港法治核心價
值」、 「為（中國）領導人而對我們最基本、最寶貴
核心價值開炮」。無論從中英聯合聲明或從基本法看
，從歷史和現實來看，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
港人和全國同胞一樣都把中國擁有對香港的主權視為
香港最重要、最可貴、最基本的核心價值，是香港其
他核心價值存在及維護的大前提。梁愛詩提出法理上
、事實上存在的命題，正是為了堅定地維護香港的一
切核心價值。

律師會認為中央依憲行使主權、人大釋法會損害
香港法治，是忽略了憲法和憲制性法律是香港法治的
根本元素，忽略了人大釋法是香港法治必不可少的元
素，憲法和基本法所法定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釋
法權是香港特區維持法治穩定的最重要元素之一。

國家憲法適用香港特區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是憲法第六十七條（一）、（三）、

（四）款所法定的，同時又是香港特區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
款（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所法定
。香港特區要真實地、全面地執行法治，嚴謹地尊重法治精神的話
，就一定要維護憲法和憲制性法律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最高釋法
權，並一絲不苟地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來司法及執法。試問
，2001 年 7 月 20 日終審法院對莊豐源一案作了違背人大常委會
1999 年 「六．二六釋法」的判決，這是合憲的嗎？須知終審法院
1999 年 1 月 29 日在吳嘉玲案判詞中尚聲稱 「特區法院根據基本法
條文，可以決定人大或人大常委會的行為是否符合基本法」，而在
同年 2 月 26 日聲明則自我修正及承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最高釋法
權： 「我等在1999年1月29日的判詞中，並沒有質疑人大常委會
根據第一五八條所具有解釋《基本法》的權力，及如果人大常委會
對《基本法》作出解釋時，特區法院必須要以此作為依據。我等接
受這個解釋權是不能質疑的。我等在判詞中，也沒有質疑全國人大
常委會依據《基本法》的條文和《基本法》所規定的程序行使任何
權力。我等亦接受這個權力是不能質疑的。」但終院其後在造成損
害香港社會利益和社會穩定的莊豐源案判決中，卻自我掌嘴，不遵
守憲制性的承諾，港人不可以發聲維護中央行使主權，維護真正嚴
謹的法治這一最重要的香港核心價值麼？梁愛詩敢講真話，何錯之
有？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最高釋法權，與香港特區終審法院的最高裁
決權，是並行不悖的兩種法治權，不可相互取代。硬要將這兩種權
力對立起來，把人大常委會釋法權視為對司法獨立的干預，對終院
權威和地位的削弱，是曲解基本法，強詞奪理的法律文字遊戲。

堅持 「一國」原則，就要承認國家憲法適用於香港。沒有憲法
，哪有基本法，哪有香港特區，哪有 「一國兩制」的法治體系和憲
政體制？

黎智英撤資的政治圖謀
□秦思叡

國民體質下降的憂思

經過一輪又一輪的幕後操作，黎智英終於
以約四十六億港幣的代價，將壹傳媒在台灣地
區的所有傳媒業務售出。對於這一結果，有人
視之為黎智英的一種 「戰略撤退」，目的是要
保住香港業務。當然，如果從資本運作的角度
去看，此種觀點並沒有錯。但黎智英顯然並非
單純的商人，他的每一項 「商業決定」，背後
都有濃厚的政治意味。而此次全盤撤走台灣業
務，同樣有強烈的政治意圖。與其說黎智英
「撤資」是要 「止蝕」，不如說他是 「以退為

進」，集中資源以完成其更大的政治任務。
一、注資在港業務，強化政治輿論 「戰鬥

力」。
眾多周知，自從業務重心由香港轉到台灣

後，香港的《蘋果日報》每況愈下。縱使賣弄
膻色腥依舊不遺餘力，但不論是發行量、廣告
，還是政治影響力，都無法與早年相比。舉例
而言，據今年六月透露的業內消息，免費報紙
《爽報》創刊半年，虧蝕超過三億元，而 「壹
電視」虧損更可能達到五億元。更為重要的是
，高投入卻無法換來相應的 「影響力」，以往
壹報、壹刊獨大的局面已成歷史。而從來都受
背後政治勢力影響的黎智英，面對如此狀況，
顯然是一種極大的壓力。

不容否定的事實是，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
舉， 「蘋果」所賣力兜售的陳淑莊、余若薇二
人竟然雙雙落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反對派
中更是一片驚呼： 「蘋果」無用！聯繫之前的
特首選舉、區議會選舉、 「五區公投」等等政
治運動，儘管黎智英使盡全部力量，都無法改
變慘敗結果。猶記當時該報的一名編輯人員在
專欄中，就對 「蘋果」落後於其他傳媒感到
「痛心」。更何況，美英勢力正在千方百計針

對二零一七年普選，進行系列的政治操作，按
當前的香港壹傳媒作用，顯然是無法有效完成
「任務」的。所謂痛定思痛，若要強化原有影

響力，則不可避免要有更大的投入。
因此，出售台灣業務，不僅能紓緩對香港

業務的壓力，更能徒增大筆流動資金，這筆資
金必然會有一部分會轉化到香港業務當中。更
多的投入，包括高薪挖角、增加 「狗仔隊」、
增加新媒體的投入、增設印刷設備，甚至有可
能發動新的減價戰，以逼死同行的代價，換取
更大的市場佔有率。可以預計，未來五年時間
，更多針對特區政府官員、建制派立法會議員
的所謂 「黑材料」、更多的政治抹黑、攻擊將
會在香港壹傳媒中出現。而達到這一目的，就
是要提高反共 「戰鬥力」。

二、加強對政黨的控制，影響未來特首選
舉。

從來沒有人認為，黎智英是一名 「正常」
商人，縱使從來沒有證據證明，背後支持他的
是來自於英美的政治勢力，作為一名反共的
「黑頂商人」，過去二十年多年來，他儼然已

是香港反對派中的 「核心」。每一次香港面臨
大政治決定關頭，都能看到黎智英參與的痕跡
，這種角色近年來更是越來越明顯。

今年初，泄密的Foxy文件透露，由○六年
開始，除○七年外的四年，黎智英每年都向公
民黨捐出超過二百萬元款項，佔該黨非會員捐
款大約四成；對民主黨的捐獻更是高於三百萬
，佔該黨非會員捐款高達九成，這足以證明，
黎智英是兩黨的主要黨外捐款人。對於兩黨的
主要收入而言，黎智英的支持亦是不可或缺，
分別佔兩成至三成。幾乎可以說，黎的捐款是
兩黨的命脈所在，如果沒有這些巨大捐款，香
港的 「泛民」或者早已 「一敗塗地」。

當然，捐予反對派的巨額資金，沒有人會
相信是黎智英自掏腰包，他似乎更像一個 「代
言人」，發揮着回歸前英資大財團所發揮的
「支帳人」的角色。在盡數出售台灣業務後，

所獲得的巨額資金，當然可以更加有利於他繼
續以 「金錢」去掌控、左右香港的反對派政黨
與議員。事實上，當兩個現象同時出現，給人
一種強烈的印象是，黎智英正在調整他過去所

發揮的角色。尤其是面對全面普選的即將到來
，要成為一名真正有實力的 「造王者」，必須
要足夠的資金投入。以往每年數百萬 「捐」予
政黨的做法應當會繼續，但更加可能出現的，
或許是對一些社會團體、壓力團體，甚至是宗
教及慈善團體的 「捐款」。當然 「捐」助的名
義不一定是以壹傳媒，或許有更多隱形的帳戶
。

三、開拓新 「戰線」，強化針對青少年的
「洗腦」。

壹傳媒最善於指責政敵 「洗腦」，但諷刺
的是，真正在進行洗腦的正是壹傳媒本身。這
種現象在過去的國民教育一役中表現得淋漓盡
致。黎智英通過所控制的媒體，針對青少年以
各種無孔不入的形式進行 「洗腦」。在其影響
下，香港一部分青少年出現極端、原教旨式的
反智思維，反對內地的一切，反對兩地融合、
反對內地遊客，甚至連內地協助救災也反對。
而最終國民教育被迫擱置，更令黎智英等人喜
出望外，令他們看到政治市場的 「美好」前景
，以及未來所需要做的長遠基礎工作。

而要達到這種目的，除了原有的傳統媒體
外，更需要切合青少年需要的新媒體，加大此
方面的投入。例如壹電視、壹網絡，甚至是開
闢新的平台，或者是針對學生的 「乾淨版」
《爽報》。只要準確抓住青少年的接受方式，
洗腦內容便會在不自覺中被接受。長此以往，
所謂的 「香港自治運動」、 「獨立」等思維，
將逐步在香港青少年中「正當化」，而這也是黎
氏以及背後政治勢力所期望達到的長遠目標。

「如果反共能賺錢，那麼我就反共」，這
是台灣媒體經常引用的一句黎氏名言。對於這
名 「政治商人」來說，所謂的政治傾向，不過
是一盤生意，毫無原則可言。這句名言也可換
過來說： 「只要說民主能賺錢，那麼我就講民
主」。黎智英撤回香港，絕不是件好事，對香
港市民來說，或許是又一場噩夢的開始。

民主制度下，議會的 「拉布」作為一種技巧手
段，以其緩兵之計，達到某種效果和目的，本來可
以作為一種文化點綴，不必大動干戈、欲除之而後
快，過去十多年來，香港立法會甚至一直沒有任何
限制規定。但是，由於香港社會的特殊性，民主政
治在循序漸進發展過程中，立法會亦逐步顯現出了
其自身的獨特性， 「拉布」被少數激進反對派議員
演變成一種政治工具，緩兵之計成了哀兵之策，使
其發生質變，損害立法會正常運作，破壞少數服從
多數的基本民主原則，損害民眾利益，危害香港社
會。

「不以規矩，無以成方圓。」要保障香港的民
主制度，要維護立法會尊嚴，要有效落實少數服從
多數原則，立法會就應當有相應的規範，以杜絕
「拉布」的侵蝕與危害。

日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致函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主席，提出動議，限制每位議員在審議每
一項財政撥款建議時，只能提出一項修訂，防止議
員以 「拉布」方式無理阻撓政府提出的撥款議案。
動議預計將會在周五召開的新一屆立法會財務委會

會議上審議。這項動議可以說是防止和杜絕一些議
員以非理性方式阻礙正常運作程序的第一步，值得
欣喜。

儘管反對派議員對此項動議充滿 「疑慮」，甚
至說這是立法會內建制派的 「宣戰」，反對難以避
免，但動議確實是客觀公正的，符合民主精神，並
沒有 「封殺」議員的權利，是規範立法會有效運作
的大膽嘗試。

「拉布」破壞議會運作
人們都還記得，上屆立會後期，一些激進反對

派議員的所作所為，他們 「拉布」激烈的至今令人
心有餘悸，難以釋懷。五月前後，由於人民力量的
黃毓民和陳偉業等議員，為阻止政府 「議員出缺安
排方案獲得通過，竟作出一千三百多項修訂，幾乎
是對議案進行逐字逐句修訂。內容無聊透頂，耗費
大量時間、大量公帑，浪費了立法會有限的資源。
獲得多數市民支持、得到大部分建制派議員擁護的
議案，被玩弄於股掌之中，嚴肅的議事大廳花樣百
出，失去其應有的尊嚴。若不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引用《議事規則》92 條適時 「剪布」阻止，損害
就會更大，亂象就更難以收拾。

然而，這樣的 「拉布」絕非獨一無二。隨後在
審議政府架構重組方案和與 「二次創作」有關的議
案時，一些激進反對派議員也都使用或威脅使用
「拉布」以阻止議案的正常審議。故此，社會上對

這種以 「民主」 「自由」為幌子的 「拉布」行徑，
譴責之聲四起，要求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阻
止非理性行為的呼聲至今不絕於耳。

曾鈺成在上屆會期結束後曾不無感慨地說，外
界對目前的立法會文化感到失望，有不少批評，他
正檢討自己需要負多大責任，同時社會亦應深思其
未來需要的形態。言語中就包含了對某些議員 「拉
布」現象的反省。在爭選新一屆立法會主席一職時
，由反對派議員推舉的梁家傑，就圍繞曾鈺成在上
屆立法會 「剪布」提出挑戰，指責他 「關鍵時刻出
賣議會公正性」，並提出 「兩寬三嚴」的條件，爭
取立法會繼續容忍 「拉布」。曾鈺成則堅持自己的
判斷和 「剪布」做法，並表示若再有少數議員進行
「拉布」，會再次引用第92條 「剪布」。

按照《基本法》規定，涉及財政撥款的議案只
能由政府提出，議員個人無權提出此類議案。相信
，葉國謙議員提出的動議是全面考慮了立法會目前
的狀況，尤其是財務委員會長期以來運作的實際而
提出來的。對政府的財政撥款申請，議員若有不同

意見或建議，並非不能提出，並非不能進行修訂，
但對每一項撥款作出一項修訂已經足以在法案審理
時充分表達不同議員的意見，並不妨礙立法會對政
府撥款議案的整體修訂權利。提目的就是要避免某
些別有用心企圖阻止議案的議員在無關痛癢的一些
枝節間製造 「無聊的文字遊戲」。而將 「須獲主席
認為與該議程項目直接相關」作為前提條件，則是
必要的保證，是主席應當也必須行使的權力。

《議事規則》應當修改
第四屆特區政府上任後，提出 「穩中求變」，

致力於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事業。政府在這個過程
中提出的相關撥款議案，相信多涉及經濟建設、涉
及市民大眾尤其是貧窮人士的社會福利。在這些方
面，在事關經濟建設和民生問題上防止個別政黨和
議員的 「拉布」，對香港發展速度和保障市民大眾
根本利益具有重要意義。

在財委會防止 「拉布」的動議，預計會獲得建
制派絕大多數議員的贊同和支持，而其他一些委員
會的跟進則是徹底杜絕 「拉布」現象的重要一環。
立法會作為香港社會運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發
揮立法、監察、控制公共開支外等功能作用，很重
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與政府的運作相配合，有效推
動香港各項事業沿着 「一國兩制」軌道順利運行。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完善立法會《議事規則》，
貫徹落實民主原則，提高運作效率，杜絕 「拉布」
現象，不僅是民眾的希望，也是立法會自身建設的
需要，立會 「拉布」漏洞非堵不可。

一個國家在其存在與發展
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許多可以
預測和不可預測的矛盾、坎坷
、挫折。國家的應變能力指的
是當遇到這些不可預測的矛盾
和突發事件諸如自然災害與戰
爭威脅時，所具有的緊急應對

措施以及可迅速調動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換句
話說，就是一個國家的應變能力集中反映出它具有
的 「硬實力」和 「軟實力」上。硬實力，自然包括
經濟總量軍事實力裝備以及公路鐵路交通衛生醫療
等基礎設施；而軟實力，則包括社會統籌管理指揮
系統的有效性，也包括全體國民的文化科學素質心
理素質和健康的體質。

筆者所以會想到這一問題，是因為不久前發生
的某些事情觸動了本人的神經，或者說，這些事情
又一次引發了我對國家軟實力，特別是對國民體質
尤其是青少年體質的極大憂慮。

影響國家軟實力
不久前，在全國高校體育工作座談會上，中國

教育部一位主管體育衛生與藝術教育的負責人（此
人還兼任全國大學生運動會組委會的秘書長）以北
京大學為例，說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他在出
席北京大學 2011 級學生軍訓結業典禮時了解到，
在兩周的軍訓期間，近 3500 名學生累計看病超過

6000 人次，就診常見疾病依次為：上呼吸道感染
、外傷、皮膚曬傷、痛經、中暑、結膜炎、胃腸道
疾病、口腔潰瘍等。發病最高峰為軍訓第6天，達
到705人次，其中竟有數百名學生暈倒！該負責人
還透露，為了彌補學校體育的這種十分薄弱的環節
，中國有關部門亡羊補牢，決定把對學生體質情況
的考察納入對各高校總體評價體系之中。

其實，北京大學出現的這種現象並非個例。從
近 20 年前開始，至今不斷進行的多次全國青少年
體質健康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學生的肥胖
率在迅速增加，超過四分之一的城市男生是 「小胖
墩」。青少年的近視率更是節節攀升。現在有60%
的初中生患近視，高中生則為76%，大學生更是高
達83%。記得我在學生時代，一個班級中有個把戴
眼鏡的同學，大家都會善意地把他（或她）稱為
「小四眼」。可見人數極少。如今，不戴眼鏡者卻

成了少數。據多年從事青少年體質研究的北京師範
大學體育與運動學院院長毛振明說，現在中國內地
青少年的體質可概括為 「硬、軟、笨」。硬，即關
節硬；軟，即肌肉軟；笨，即長期不活動造成的動
作不協調。據國民體質監測結果顯示，與 2005 年
相比，中國城鄉男生立定跳遠成績5年內分別平均
下降1.29厘米、0.23厘米，1000米跑成績下降3.37
秒、3.09秒；城鄉女生立定跳遠成績分別平均下降
2.72 厘米、0.92 厘米，800 米跑成績分別平均下降
3.17秒、1.87秒。這說明，沒有養成體育鍛煉習慣
的中國青少年的體質近幾十年來一直在持續下降。

俗話說，有什麼樣的父母就有什麼樣的孩子，
這句話用在尋找中國青少年體質下降原因上真可謂
千真萬確。據衛生部門粗略統計，現如今有近九成

的中國成年人基本上不參加或很少參加體育鍛煉。
就連以往數千年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民，如
今也因為體力勞動大大減少，肉蛋奶油和精細食品
等高熱量食品的大量消費，而日益肥胖。截止到
2012 年年初，中國農村人口的肥胖率已經首次超
過中國城市居民。與此相伴，患各類 「富貴病」如
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等病症的城鄉居民人數也在迅
猛增加。而更為危險的是，這些本來僅屬於成年人
，甚至多發於中老年人群中的慢性病正在向低齡人
群蔓延。高血壓、糖尿病越來越威脅着我們的青年
乃至少年兒童。

威脅國家應變力
當千百萬青少年把不事稼穡、鄙夷體魄強健的

「宅」生活，視為理想生活的常態時；當千百萬青
壯年把錦衣玉食美味佳餚，視為人生的極樂境界時
，國家的軟實力又從何說起呢？當我們的國民普遍
患上 「富裕病」而導致國家的應變能力失去了國民
體質這一基礎時，僅靠 GDP 支撐的強國豈不成了
不堪碰撞的 「泥足巨人」？

至於說到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中國人特別是
青少年的體質下降，這可是一篇大文章，我們姑且
另文再述。但有一點必須現在就估判清楚，假如明
天國家面臨不測之變，例如出現局部的反侵略戰爭
，我們的宅男宅女們能不能立刻扛起數十公斤的武
器行囊，疾行於為祖國而戰的征途中。 「行」與
「否」決定着國家的應變能力，也決定着中國未來

的樂觀與悲觀。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中國作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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