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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處在一個重要的新節點上， 「十八大」 將是一次繼往開來的重要大
會，國外對於 「十八大」 對上述問題的闡述正給予高度期待，尤其是 「十八大」 對中國發展道路的進
一步闡述。 「十八大」 一定不會讓大家失望。

反對派故態復萌不可救藥
□姜桂興

因對日本駐韓國大使館投擲火種而被判刑的
中國年輕人劉強，十一月初即將刑滿出獄。但圍
繞他出獄後的去向問題，成為中日韓三國爭議焦
點。日本以劉強為 「逃犯」之由，卻將其引渡回
日審訊；中國政府則認為，劉強已在韓國服刑完
畢，應當獲得 「回家」的人道待遇。

顯然，對於韓國政府而言，這是一個近乎
「兩難」的棘手問題。但不論是從人道主義，還

是國家利益角度而言，韓國都應該遣返劉強回中
國。若貿然滿足日本人的要求，儘管能獲得短暫
上的日韓 「友誼」，卻會嚴重影響中國人民對韓
國的感情，更會衝擊韓國在半島問題上種種努力
，後果將不堪設想。

事件中的主角劉強，月中剛滿三十八歲，曾
在廣州市做英語講師和心理治療師，去年十月為
了幫助日本大地震受災民眾，在日本當地做了許
多義務工作。

據韓國媒體報道，日本指控劉強於2011年12
月26日於靖國神社門上放火。後來再於今年1月
8日在首爾的日本駐韓大使館扔燃燒瓶。在警方調
查的過程中，劉強憤怒地表示： 「都已經過了60
年了，日本政府非但不承認歷史，也沒有任何想
負責任的意思，對此我很憤。」當地媒體還披露
，劉強家庭飽受日本殘害，例如其外曾祖父因抗
日被拷打至死，他的外婆被日軍帶到中國南部當
慰安婦。

日本施壓其心昭然若揭
雖然劉強在韓國提出上訴，但遭到駁回，在

完成法定刑期後，預計下月初將正式出獄。本來
這是一件非常輕微的案件，今年五月首爾中央地
方法院裁判部，在判決時也表示： 「犯罪未遂，
沒有造成特別損失」，做出了判監九個月的寬鬆
的處罰，這足以說明了問題。

但日本當局出於種種理由，過去半年來出動
最少六次 「外交努力」，試圖將劉強引渡至日本
受審。而其所依據理由是：劉強為日本追捕的
「逃犯」，根據《韓日罪犯引渡條約》，韓國有

義務按日本要求引渡劉強。事實上，日本之所以
要如此費盡心機，並非單純的 「破案」需要，因
為從無罪推定原則，並沒有充分證據將劉強定罪
，就算引渡成功，最終也必須將劉強遣返回中國

。日本當局實際上是希望藉 「引渡中國罪犯」、 「判刑」的本身，
來 「維護靖國神社的神聖地位」、 「警告中國人不得褻瀆神社」。

據悉，日本政府為達到這一目的，出動了大量外交手段。甚至
包括，藉本月八日韓國國會議員和商界人士組成的 「日韓．韓日
合作委員會」第 48 屆聯合大會舉行之際，由前首相麻生太郎親
自率團訪韓，與韓國各有關部門會商，以 「促進引渡劉強問題的
解決」。

不可否認，案件發生在韓國，韓國政府有理由按自己國內的法
律及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去自主解決劉強引渡問題。但對於韓國政
府來說，不論是從法理本身、人道主義原則，還是國家利益角度而
言，將劉強送交日本都是極其錯誤的做法。

首先，日本當局並沒有充分引渡的依據。根據二○○二年五月
生效的《韓日罪犯引渡條約》規定，韓日兩國將向對方引渡根據本
國國內法判處 「死刑、終身監禁以及1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
請注意，當事人劉強在韓國僅被判處九個月，並沒有達到一年的期
限。換言之，即使根據這一條約，韓國也沒有必要遣送劉強予日本
。而日本當局其實是明知如此，刻意淡化劉強的具體刑期。

引渡條約並不適用劉強
其次，強行遣送劉強到日本，不僅不符人道主義精神，更違反

韓國長期以來堅持的歷史原則立場。一如媒體報道，自日本當局企
圖被曝光後，韓國社會出現大量反對聲音。韓國民間組織 「太平洋
戰爭遺屬會」在今年八月首爾高級法院進行請願。而韓國民族英雄
尹奉吉的侄子更對媒體指出： 「劉強不是單純的刑事罪犯，而是一
名政治犯，不應該將其引渡往日本，而應將他遣返回中國。」試問
，如果強行遣返劉強，韓國今後對日本的歷史原則是否也需要作出
改變？當韓國不斷批評日本歪曲歷史之時，卻同一時間容許日本以
遣返犯人的名義去 「維護靖國神社的神聖地位」，這豈不是精神分
裂的做法？

最後，從國家利益角度考慮，強行遣返劉強到日本將是一場外
交災難。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月中曾明確指出： 「中國政府高度
重視有關案件」、 「我們希望韓方公正妥善解決有關問題，保障相
關中國公民的正當合法權益」。此外，像今年年初駐韓張鑫森大使
向外交部當局要求對劉強妥善處理、今年七月訪韓的公安部部長孟
建柱也與外交通商部部長金星煥、法務部部長權在珍會晤時談及了
有關劉強人身問題。這已表明了中國政府的強烈立場與要求，無視
友好鄰邦的正當要求，這對兩國關係發展豈會有益處？一如內地有
博客指出的那樣，如果韓國讓日本滿足了需要，將引發中國推出對
韓國的連串反制措施，後果將不堪想像。

中國尊重韓國的自主立場，正因為如此，才一直強調希望以
「人道主義」遣返劉強回中國。韓國政府理應權衡利弊，是向日本

屈服，還是向歷史致敬，只能兩者擇一。當然，一如韓國當地媒體
所分析的那樣，一個 「兩全其美」的做法是，以劉強為 「政治犯」
為由，遣送出境。這樣做大概最符合韓國本國利益與外交需要考慮。

十八大闡述中國道路
□陶文釗

制度關愛是最大關愛

舉世矚目的中共 「十
八大」即將舉行。這既是
中國共產黨例行的五年一
次的代表大會，又具有非
同一般的歷史意義。這裡
筆者想通過自己與外國學
者的接觸，通過閱讀外國
政要和學者的評論談一談
國際上對 「十八大」主要

關注點是什麼。

換屆制度化 有利於穩定
首先是領導人的換屆。現在，中共和中央

政府的主要領導人通過兩屆黨代會更換一次已
成制度。一些外國學者談到，鄧小平所倡導的
廢除幹部任職終身制是一項重大的政治體制改
革。而且鄧小平身體力行，以身作則，為全黨
樹立了榜樣。通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已逐步完
善了這個制度，從而保證了不斷有優秀的、年
富力強的領導人補充到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崗
位上來。有的美國學者談到，現在中國在這一
方面的制度比美國好。第一，有利於穩定。一
般說來，中國在五年前已經基本選定了領導人
，接下來的五年是一個過渡時期。老百姓可以
早早做到心中有數，有可預測性；第二，有利
於工作。美國總統任期一屆四年，實際上到了
最後一年，總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去爭取選連
任了，如現在奧巴馬那樣；第三，節省開支，
美國選舉簡直是燒錢。今年，由於薄熙來事件
，在這方面激起了一點漣漪。但國外的議論並

不特別多。在90年代，許多國外智庫都在討論
「鄧以後的中國」；本世紀初，又在討論
「江以後的中國」，現在則沒有多少類似的

議論。

保持快增長 有利於經濟
另一個令人關心的問題是中國發展道路的

問題。在 「十六大」上提出了 「戰略機遇期」
的重要命題。本世紀的頭十年是中國發展的黃
金時期，中國佔盡天時、地利、人和（全球化
，中國入世；美國聚焦反恐；中國睦鄰政策收
到成效），現代化建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回過頭來看，更感覺 「戰略機遇期」的提法
的英明。惟其如此，中國的發展道路（許多外
國人稱之為 「中國模式」，其實中國自己倒很
少有人用 「模式」這個詞）也越來越引人注目
，在西方還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國外一個非
常關注的問題是 「十八大」對中國發展道路的
進一步闡述。 「戰略機遇期」指的是本世紀的
頭二十年，已經過去了十二年，接下來的八年
還是不是機遇期？戰略機遇期的國內外環境是
否還繼續存在？在世界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中
國如何保持這個機遇期？如何把 「科學發展觀
」與機遇期更好地結合起來，既實現經濟增長
模式的轉變，又繼續保持較高水平的增長？中
國將如何在下一個五年推進政治改革和經濟改
革？所有這些，國外都是非常關心的。尤其當
前，發達國家經濟復蘇普遍乏力，有的金磚國
家也出現了增長減速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中
國經濟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對世界經濟的意義更
顯重要。

再一個重要問題是中國的和平發展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確定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進而提出了和平發展的道路， 「十七
大」上又宣布要 「始終不渝地走和平發展的道
路」。它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贏得了有利的國

際環境，尤其是周邊環境。但也毋庸諱言，近
兩年來，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的安全環境變得複
雜了。中國與美國的關係越來越變得像典型的
現存大國與新興大國的關係，按照有的國際政
治學者的說法，它們之間有着天然的競爭關係
；即使是比較樂觀的中美兩國的學者，以及其
他國家的學者也都注意到，它們之間的競爭性
因素突出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爭議，包括領
土、領海、海洋權益的爭議突出了。有的外
國觀察家質疑中國是不是還堅持和平發展，
是不是還堅持睦鄰政策。有的對中國的國防
現代化多有指責，批評中國的軍事現代化 「不
透明」。

續走和平路 有利於世界
在變得複雜的安全形勢下，中國如何堅持

和平發展？如何處理與美國的關係，走出一條
新型的大國關係的道路？中國一方面要捍衛自
己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一方面又要堅持和平發
展，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國際上普遍期
待着 「十八大」給予進一步的闡述。

還有一個問題是關於兩岸關係。從2008年
以來，兩岸關係實現了歷史性轉折，走上了和
平發展的道路，這四年多來兩岸大交流大合作
的局面已形成。國外有一種議論：兩岸關係中
容易的問題已經得到解決，掛得低的果子已經
被摘得差不多了，再往後就是掛得高的果子了
，要摘就要爬樹、上梯子，就比較難了。大陸
的政策是從易到難，從經濟到政治，並創造條
件破解難題，進行關於政治和軍事議題的對話
。大陸如何來進一步推動兩岸關係？在台灣，
對兩岸政治和軍事議題對話的支持率仍然不高
，大陸如何來破解這個困境？大陸是否有足
夠的耐心？這些都是國外觀察家經常提到的
問題。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按照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和選舉程序，新一屆香
港特區立法會的 18 個事務委員會舉行了正副主席
選舉。選舉中反對派故態復萌，對外向建制派大耍
輸打贏要的伎倆，對內則爭鬥不休，實在是不可救
藥。

一、反對派輸打贏要，缺乏起碼的政治道德和
風度。在 18 個事務委員會中，15 個事務委員會的
正副主席選舉是按照建制派與反對派之間的協調結
果進行的。既然反對派政黨參加了協調，就沒有理
由對這 15 個事務委員會的選舉結果再提出異議，
進行指責。在政制、司法、交通等3個事務委員會
的正副主席人選問題上雙方沒有達成共識，因此這
3個委員會的正副主席是按照立法會的選舉程序選
出的。參加選舉就必然有輸有贏，只要有關選舉是
按照規則和程序進行的，無論是誰都應該尊重選舉
結果。但反對派中有人就是輸不起，例如劉慧卿在
政制事務委員會的主席選舉中以11票對23票敗給
譚耀宗後，在該委員會的副主席選舉中又以 10 票
對 23 票敗給謝偉俊。選後劉慧卿對投票結果非常
不滿，不顧有 4 個事務委員會的主席、8 個事務委
員會的副主席由反對派議員擔任的事實，指責建制
派 「霸晒」所有主席，明顯是輸打贏要，缺乏起碼
的風度，實在是招人恥笑。

二、立法會事務委員會選舉反映反對派內部的
裂痕繼續存在，一盤散沙的狀態難以改變。在今年
9月舉行的第五屆立法會選舉中，人民力量與民主
黨鬥得不亦樂乎，在這次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
中這種爭鬥繼續上演。例如，在資訊科技及廣播事
務委員會的 20 位委員中，除未出席會議的黃毓民
外，其餘的 19 位委員中有 10 人屬於反對派，9 人
屬於建制派。理論上講，如果反對派各黨派團結一
致，則該委員會的正副主席將都能由反對派議員擔
任。根據事先建制派與反對派之間的協調，該委員
會本年度的主席將由反對派議員擔任，副主席則由
建制派議員擔任。因此在該委員的上屆主席、人民
力量的黃毓民表明將會競逐連任之後，民主黨等反
對派政黨堅持要派出資訊科技界新晉議員莫乃光參
加該委員會主席的選舉，明顯是要反對黃毓民繼續
擔任該委員會主席。由於包括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在內的多名建制派議員均不支持新人首年擔任事務
委員會主席的傳統原則，選擇支持黃毓民，最後在
不記名投票下，黃毓民以11票擊敗只獲7票的莫乃
光。

從反對派在這次小小的選舉以及本港近年舉行
的多場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中的表現看，雖然
他們 「民主」、 「自由」等冠冕堂皇的政治口號喊
得很響亮，但始終是斤斤計較於一些蠅頭小利，缺
乏起碼的政治道德水準，離成熟的政治團體還有相
當大的差距。從這個角度來看，反對派要上台執政
也是不現實的。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不久前，衛生部部長陳竺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
的發布會上說，截至 2011 年，我國城鄉居民參加
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人數超過 13 億
，覆蓋率達到95%以上，我國已經建立起世界上最
大的醫療保障網。

我國農村居民重大疾病的醫療保障是從 2010
年6月開始啟動，三年來，8種疾病已全面鋪開，
有三分之一統籌地區增加了 12 種疾病，擴大至 20
種疾病。新農合在限定費用的基礎上，將重大疾病
的實際報銷比例提高至70%。衛生部還與民政部合
作，對於符合條件的救助對象，即貧困人群，由民
政部再給予20%補償，兩者相加可以到90%。

陳竺還介紹說，我國 「小病在基層，大病去醫
院」的就醫新秩序正在形成。國家支援 8000 多個
公共衛生服務機構建設，免費向全體城鄉居民提供
10 類 41 項基本公共服務專家，重大公共衛生服務
專案惠及2億群眾。

弱勢群體關愛走向制度化
這些資訊顯示出一個可喜變化：我們這個社會

對弱勢群體的關愛，正在走向制度化。
什麼是弱勢群體？有專家指出，是指那些在經

濟資源、政治資源、文化資源以及社會資源上，明
顯佔有較少，甚至不佔有的人群。弱勢群體是怎樣

形成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外乎兩類原因：一
是主觀原因，由於一部分人自身的能力太弱造成的
；二是客觀原因，由於制度設計、權利分化、資源
壟斷、市場機遇等因素造成的。

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剖析弱勢群體形成的原
因，不難看出，第一類弱勢群體由於自身參與競爭
的能力太弱造成的，之所以能力弱，又往往是由於
生理上的原因。比如，殘疾人、病人等，這類人可
稱之為 「生理性弱勢群體」。第二類弱勢群體則主
要是由於某個時段、某個區域社會公平正義的缺失
、或其他特殊的社會原因，導致的難題被放大，這
類人可稱之為 「社會性弱勢群體」。

與 「弱勢群體」概念相對應的是 「強勢群體」
。不可否認，那些在經濟資源、政治資源、文化資
源以及社會資源上，明顯佔有較多的人群就是強勢
群體。眼下，所謂 「官二代」、 「富二代」已經
成為強勢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正在建設社
會主義和諧社會，顯然，理想的社會結構是 「兩
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因此，弱勢群體、強
勢群體的比例越小，社會就越和諧，人們的幸福感
就越高。無論是縮小弱勢群體、還是強勢群體在整
個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下降，都應該是建設和諧社會
的着力點。

以往，我們專注於經濟發展，在幫扶弱勢群體
上沒有進行過很多探索。10 年來，在構建和諧社
會的主題下，幫扶弱勢群體有了更多制度性的安排
。 「弱勢群體」也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人吃五穀雜
糧而生百病，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事例屢見不鮮
，而農村居民重大疾病醫療保障制度的建立，就從

編織起了一張防止社會成員淪為 「生理性弱勢群體
」的 「安全網」。

為弱勢群體編織 「安全網」
「生理性弱勢群體」需要用制度化的安排進行

關愛， 「社會性弱勢群體」同樣需要用制度化的安
排得到關愛。媒體曾報道，安徽省渦陽縣 72 歲的
環衛工人李顯梅，在兒媳離家兒子入獄之後，每天
凌晨載着6歲的孫女掃大街，由於老人年事已高，
被保潔公司辭退，使老人和孫女的生活陷入困境，
後來，政府部門為李顯梅及其孫女辦理低保與救
濟，每月可領取 900 元救濟金，比原來做環衛工人
的收入還高。事件讓我們看到，低保等民政救濟的
制度，也讓那些因社會問題陷入困境的民眾獲得關
愛。

一個社會有沒有溫暖？民眾有沒有幸福感？應
該不是看強勢群體的看法、中間群體的體驗，而是
看弱勢群體的感受。不是看弱勢群體一時一地的境
遇，更重要的是看他們在遇到天災人禍的時候，能
不能通過制度上的安排得到救助。只有制度關愛才
是最大的關愛。

今天的中國，處於一個大規模的、急劇的多重
轉型過程當中，這樣那樣的問題層出不窮；但我們
欣慰地看到，對弱勢群體的關愛越來越走向制度化
的軌道，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這都是一個巨大的歷
史進步。

作者為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香港僑界社團聯
會永遠名譽會長

議論議論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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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土地資源珍貴，這是一
種經驗，也是一種共識。港英時
代土地開發以填海為主，那時沒
有太大的環保訴求，填海造地是
一種很自然的想法。而現在填海

已變成環保團體的頭號反對議題，而發展新界作新市鎮
，也受到各方的阻撓和衝擊，令政府在土地發展上困難
重重。

發展新界本來是前朝定下來的方針，當時不僅沒有
多大的反對聲音，反而受到各方的支持。此舉除了有利
經濟之外，更可以騰出土地興建公共房屋，以紓解一直
以來公共房屋覓地的困難，在規劃上新市鎮可以在沒有
包袱負擔的情況下進行，對社區配套可以有較周詳的考
慮。更重要的是發展新界是一項多贏之局，因為新界可
發展的土地比較大，容易產生群體效應帶動發展。所以
發展新界土地是多方有利的事情，市民的土地使用有了
多重的好處、興建公共房屋有了着力點、土地流動量加
快、社會經濟有了進步，人們所得和機遇都會有得益，
在經濟方面看，發展新界是一個德政，實在沒有理由拖
拉下去。

發展新界早在回歸之後便被提出，在過去已有兩輪
的諮詢，政府亦已對收集的意見作出整理，在諮詢上已
做了要做的功夫。或許有人會說，現在的局面不同了，

政府需要多些和各方持份者接觸，以做到令施政得到認
同，即使諮詢是依足程序，但還是要落力和持份者溝通
。可是現在不是政府不想和其他持份者溝通，而是每每
在最後關頭才有所謂持份者出現，而這些持份者會以很
強烈的訴求來回應政府的建議，是以非黑即白的態度來
回應。在發展新界上，這些最近冒出來的持份者訴求，
是無迴轉空間的要政府收回計劃，這是一個很不負責的
態度，因為假如真的有如此強烈的不滿，應該在十多年
前的諮詢初期提出，而不是到了十多年後才堅持。對政
府來說，假如因為這些強烈反對發展的聲音而將新界
發展叫停，讓這十多年的努力白費，從而使所有發展
計劃都會面臨重大變數，對香港總體來說是非常不利
的。

要政府收回計劃極不負責
最令人不安的是，在發展新界一事上已脫離了平衡

各方的分析和妥協，而是以陰謀論懷疑政府的意圖，發
展新界會被渲染成割地賣港，以這個思維來看，發展市
區也可以是割地賣港，只要是有非本地人出現便可將之
包裝成割地賣港，中環因為各國國籍人士雲集，中環才
真的是割地賣港！為什麼又不見反對團體去中環抗議？
為什麼又不見反對團體去建議將中環回復舊觀？

近來一股凡事泛政治化和陰謀論式的思維，正衝擊
着香港的發展，香港已蹉跎了十五年的光陰，再如此下
去，真不知香港會怎樣。

作者為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泛政治化衝擊香港發展
□蘇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