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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並概括 「道路是實現途徑，理論體系
是行動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 。中國僅用60多年，成就了五件歷史性大事：成為世界貢獻率最大國
家、世界發展第一引擎、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新興市場國家代表、創造了中國制度。十八大以強烈的
自信向世界宣告：中國道路以中國制度做保障，未來將更加欣欣向榮！

以民為本 政貴有恆

日本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日前宣布以 「奮起日
本黨」為基礎的新黨 「太陽黨」成立。一向以右翼面目
出現的石原在此時策劃建立的 「太陽黨」是什麼貨色？
表面看，是要在年底日本將舉行的眾議院大選中拚席位
。然而，石原本人毫不掩飾地表示是要在日本政壇構建
「第三極」。所謂 「第三極」，其主旨是要在中日關係

、日美關係上實行極端。此前，石原通過出書和演講，
聲稱中國為 「支那」，他在任東京都知事之際，以 「購
買」釣魚島為名，引爆了中日關係。而多年來石原以煽
動日本國會議員和日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為榮，還發
出了 「不惜與中國決一死戰」之言，給人的印象是徹頭
徹尾的日本軍國主義思潮代表，更是日本右翼的靈魂。
他的 「第三極」出現，意味着要在右翼體系的基礎上向
着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復活。

標誌日本社會向右轉
有媒體認為，石原雖有充當日本 「第三極」的雄心

，但畢竟已年過八旬。一個耄耋老人，很難有什麼作為
。筆者認為，且不說時下石原身體狀況不錯，有一定的
政治能量，更應看到，石原 「太陽黨」的出現是日本社
會向右翼轉變催生的惡果。日本向有以靠右自民黨和相
對靠左的民主黨兩個大黨。但多年來，由於種種原因，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軍國主義思潮沒有徹底清算，在石
原等右翼的鼓唆下，日本逐步出現了把二戰戰犯視作英
雄的怪象。因此，在日本社會中，是非的標準已經模糊
。近年來日本不斷地修改歷史教科書，為南京大屠殺翻
案等問題就由此而來。一些政客為着個人利益，往往利
用右翼思潮推波助瀾，日本社會向右轉已成為趨勢。日
本民主黨迅速蛻變就是一個典型。野田佳彥上台也一改
日本民主黨的執政風格，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與石原
「購島」相呼應，推進 「購島」、 「國有化」，並在一

系列問題上僵化中日關係。石原公開表示，民主黨、自
民黨和公民黨是舊軍，太陽之黨等第三勢力是新軍，下
屆大選將是新軍與舊軍之間的戰爭，新軍要團結起來才
能夠贏得勝利。可見，石原要充當 「第三極」，也就是

說石原還嫌日本自民黨、民主黨的向右轉變給日本社會造成極大困
擾仍不夠，還要以極端面目出現，向着軍國主義邁進。中國人都知
道，作為日本老牌右翼分子，石原一貫否認日本在軍國主義時期所
犯下的罪行，以冒犯中國的言論吸引注意，不斷滋事，並此撈取政
治好處。所以說，石原 「太陽黨」成立是日本社會軍國主義思潮萌
發的標誌。

欲將釣島問題推向極端
在石原的帶領下，日本 「太陽黨」將是一個脫韁之馬，它要在

中日、韓日領土糾紛問題上為所欲為。人們看到，回答鳳凰衛視記
者提問時石原強調，太陽黨主張在釣魚島修建燈塔、漁船靠岸設施
，這意味着 「太陽黨」要把釣魚島問題推向新的極端。即使在日美
關係上他也一反日本傳統作法。可以預料，日本的 「太陽黨」勢力
膨脹之日，就是日本向鄰國、向國際社會挑起事端之時。香港媒體
分析，石原第一個目標是要爭取在未來的大選當中取得一席之地，
當然最高的目標是奪取中央政權，建立右翼為主體的日本政府。第
二是使得日本眾議院出現對日本右翼勢力推行政策有利的政治格局
。另外，如果他不能取得政權，但是在日本政界混亂、政局動盪的
情況下，他能夠奪得一定的席位。當某一個政黨不能取得絕對多數
情況下，他可能作為一個砝碼，倒到哪邊，哪邊就可能掌權，他就
利用搭檔之間勢均力敵、伯仲難分的情況，作為第三勢力可能會成
為未來執政黨的一個合作者，從而撈取在內閣中的一官半職。這個
分析不無道理。因此對 「太陽黨」，人們不能掉以輕心。

當然，以軍國主義面目出現的日本 「太陽黨」首先危害的是日
本社會和日本公眾。近日，日本內閣府公布2012年第三季度國內
GDP初值已比去年同期下降3.5%，首次出現負增長。日本媒體分
析，這是日本與鄰國領土糾紛衝擊的惡果，如此經濟狀態，必將衝
擊日本社會。假若石原的 「太陽黨」綱領真的發酵，那麼，可以預
料，日本經濟會跌得更糟糕。日本民主黨政策調查會會長細野豪志
批評說，石原等人的行為可能 「把日本帶往危險的方向」。因此，
面對日本 「太陽黨」的出現和日本軍國主義思潮的氾濫，不但國際
社會要嚴加防範，而且更需要日本國內嚴加管束。否則，禍患無
窮。

充滿自信 憧憬未來
□陳 群

探索中國特色統一之路

中共十八大勝利閉幕，
留給人們太多新意、自信與
憧憬。彷彿大海激盪無數浪
花，新浪排空；抑或群山聳
立無數險峰，目光高遠。十
八大報告首次提出 「道路自
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並概括 「道路是實現途徑
，理論體系是行動指南，制
度是根本保障」。筆者以為
，炎黃子孫完全有理由對中

國道路、理論、制度充滿自信，完全有理由對
未來抱有更美好憧憬。

中國道路充滿自信
十八大報告全面詮釋了中國道路四要素：

指導思想──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
幟，以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奮鬥目標── 「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確方向── 「堅定不
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
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政
治特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是團結億萬人民共同奮鬥的正確道路。我們一
定要堅定不移沿着這條道路前進，使我國社會
主義民主政治展現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2010年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 「中國道路是
一條蓬勃發展道路，是一條值得世界關注的道
路。」這是西方大國首腦首次公開肯定中國道
路。奈斯比特曾問：中國故事背後，蘊藏着怎
樣的中國道理和大趨勢？四要素詮釋了 「中國
道理和大趨勢」。筆者以為，十八大報告全面

詮釋了中國道路的確切定義和特色內涵。以往
對中國道路的爭論與歧見，應以四要素為共識
，遵照鄧小平 「不爭論」囑咐和胡錦濤 「不折
騰」告誡，確保14億中國人在中國道路上充滿
自信，齊步前行。

中國理論創造奇迹
恩格斯曾說：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

高峰，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筆者以為，
中國理論創造了四大世界奇迹：

創造了新型發展模式。中國理論向世界證
明：在西方模式踟躕於落日餘暉的時代，中國
卻創造出一種全新發展模式。其有六方面創新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經濟全球化相綜合的新
宗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綜合的新嘗試；
國家調控與市場機制相綜合的新方法；東方社
會主義與第二現代化相綜合的新模式；工農聯
盟為基礎與國內外資本相綜合的新關係；東方
綜合社會與西方分析文明相綜合的新文明。

創新了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理論向世界宣
告：特色社會主義不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等死教
條，而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
「五位一體」的綜合發展；生產力並非單一物

質生產力，而是物質、自然、精神、人口生產
力的 「四大綜合」；社會主義並非單一模式，
而是豐富多彩的 「多元模式」；等等。奈斯比
特說： 「中國在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經濟和
政治體制，中國將以難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響
整個世界。」

推進了世界和諧進程。中國理論向世界昭
示： 「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
。弱肉強食不是人類共存之道，窮兵黷武無法
帶來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發展不要
貧窮，要合作不要對抗，推動建設持久和平、
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是各國人民共同願望。
」中國在國際關係中弘揚平等互信、包容互鑒
、合作共贏的精神，維護着國際公平正義。

適應了未來文明趨勢。中國理論向世界展
現：與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逆勢而行完全不
同，中國文明符合未來人類文明發展大趨勢。
英國史學巨匠湯因比在《展望21世紀》中認為
， 「在未來，中國文化將取代西方文化推動人
類和諧發展。」他拋棄了西方中心主義，指出
「中國文明對於整個人類的未來文明走向有很

重要的啟示。」1973年他驚人預言 「中華文明
將統一世界」。

中國制度憧憬未來
中國僅用60多年，成就了五件歷史性大事

：成為世界貢獻率最大國家、世界發展第一引
擎、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新興市場國家代表、
創造了中國制度。十八大以強烈的自信向世界
宣告：中國道路以中國制度做保障，未來將更
加欣欣向榮！

韋茨導演電影《美國夢》，重溫美國的光
榮與夢想，但直至奧巴馬連任二屆總統，美國
正深陷 「國債懸崖」噩夢之中；里夫金撰寫
《歐洲夢》，描繪挑戰美國的歐洲新夢想，但
今日歐洲境況與其說夢想不如說夢靨。相比之
下， 「中國夢」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大
放異彩，充滿朝氣與活力。

筆者以為，從短期看，中共還存在 「精神
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等
「四大危險」，但從長期看，中國制度的明天

將比今日更加值得憧憬，因為它是代表未來的
希望之夢。美國人與歐洲人對中國崛起多少有
些出乎意料，對中國閃電般發展速度更是始料
不及。似在冥冥之中，幸運的天平重新擺向中
國，正在重返 「多數時代世界第一」的歷史常
態。當今越來越多的人包括許多西方精英，悟
出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橫空出世絕
非偶然。它極有可能超越美國、歐洲，成為第
一大強國；極有可能引發人類鳳凰涅槃，開創
新文明時代。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胡錦濤在十八大開幕式上所作的報告，涉及面
十分廣泛。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一來中國是人
口眾多（十三億）和 GDP 居世界第二位的大國，
二來這一報告是中共第四代領導核心治國十年的基
本總結，內容之廣，剖析之深，文字之長，理所當
然。這一報告，相信也正是 「科學發展觀」用予實
踐所獲得的一大成果。

胡錦濤的報告自然有許多重點，例如重點之一
的治國理念方面，就提出了八項 「必須堅持」，包
括：一、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二、必須堅持解
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三、必須堅持推進改革開放
；四、必須堅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五、必須堅持
走共同富裕道路；六、必須堅持促進社會和諧；七
、必須堅持和平發展；八、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這
八項 「必須堅持」，不但項項重要，而且缺一不可
。作為治國理念，很明顯，各地各級黨政組織都有
必要認真學習，讀熟讀透。

以筆者管見，這八項 「必須堅持」的治國理念

，其 「重中之重」就在以下八字，即： 「以民為本
」和 「政貴有恆」。

把握機遇 大有可為
中國古代有許多哲人都提到過 「民本」思想，

也有不少相關的 「金句」。以下略舉數例。唐太宗
時代名臣魏徵《群書治要．政論》： 「國以民為本
，民以穀為本。」漢代儒學家賈誼《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

本，吏以為本。」西晉史學家陳壽《三國志．蜀志
．先主傳》： 「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不過，筆者
查閱了多本字典、詞典、成語詞典，均無 「以民為
本」這一條詞目，僅《辭海》第六版彩圖本有 「以
人為本」一條，指為 2003 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
提出，2007 年中共十七大進一步闡述，是 「科學
發展觀」的核心，實質是以人民群眾為本。由此可
見， 「以民為本」四字之獨立成句，作為成語，由
胡錦濤首創。究其意義，與 「以人為本」相同。胡
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 「治國八策」，將 「必
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列為首位，可見 「以民為本
」在中共中央和胡錦濤眼中的重要性。

《周禮．卷十》：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
幼，二曰養老，三曰振（同賑）窮，四曰恤貧，五
曰寬疾，六曰安富。」譯成白話大意是：以安居樂
業六策促使人民繁延後代。一是照顧小孩，二是頤
養老人，三是賑濟窮人，四是體恤貧困，五是寬待
傷殘者，六是讓有錢人安其業。《周禮》為儒家經
典之作，相傳由周公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所著。周公輔助武王完成立國大業。《周禮》其中
一部分是治國方略，其某些策略對現代管治仍具啟
迪作用，例如上文之 「保息六策」。《周禮．卷十
》尚有 「以本俗六安萬民」之說。本俗，傳統風俗
。內中有一策為 「媺宮室」。媺，音美，美好之意
。此策就是多建質素高、夠舒適的住宅，令萬民安
居。即此一策，對當今樓價高企、 「房奴」遍地、
劏房大行其道的香港，不是極具 「有益有建設性」
的現實意義嗎？前朝七年多在這方面的表現差劣之
至，令人有不忍卒睹之嘆。再前朝的 「八萬五」行
不通，改成 「六萬五」、 「五萬五」那又如何？前
朝的 「不作為」，正好是本朝 「大有為」的機遇是
也。

說 「以民為本」，再說 「政貴有恆」。兩者互
補互助、相輔相成。

「政貴有恆」典出《尚書．畢命》，意即政策
要有穩定性，不可朝令夕改，以免失信於民。胡錦
濤八項治國理念，項項都有 「必須堅持」四字。這
「堅持」二字，從政策角度說，也就是 「政貴有恆

」了。舉例說， 「改革開放」政策堅持了三十多年
，經濟發展年年突飛猛進，令中國成為帶動世界經
濟向前的火車頭，其結果就是使中國的國民經濟生
產總值趕過日本，成了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
的總體經濟大國。中共十六屆、十七屆的 「胡溫新
政」十年，即第四代領導核心，在前輩奠定的基礎
上，造就了中國經濟及社會面貌的巨變，創下了輝
煌的功績。若問其理，堅持和平發展，堅持黨的領
導，同樣必不可少。

政策對路 理當堅持
常言道： 「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

此語用以解釋 「政貴有恆」，十分恰當。任何一國
一地或一間公司的領導者，均不宜 「言多變」和
「令頻改」，否則，說嚴重一些就 「天下大亂」。

《老子》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煎魚時，若不斷翻來翻去，魚必碎必爛。治國方略
亦大抵如此。政策對路，理當堅持；反覆多變，必
亂無疑。過往十年，政貴有恆；政績斐然，有目共
睹。

胡錦濤在報告中提出的八項治國理念，確實是
項項都 「必須堅持」。報告的內容和精神，對未來
十年的發展，具有 「指路明燈」的作用。相信在今
後五年之內，中國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無任
何疑問。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中共18屆1中全會選出習近平為總書記，國民
黨主席馬英九第一時間發賀電。他指出，台海兩岸
在國共兩黨堅持在 「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共同努力
，業已達到 60 年來空前的和平穩定。期待兩黨在
既有良好基礎上，繼續促成兩岸雙方在擴大深化交
流及互設機構等重大事務上，獲致更顯著的成果。
隨後，習總書記回電向馬主席表達謝意。習近平在
回電中由衷期望兩黨把握歷史機遇，深化互信，筑
牢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基
礎，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斷取得新成果，共同
開創中華民族美好未來。

2008 年以來，兩岸和平發展成為大勢所趨、
不可逆的正確途徑，和平統一也看似露出了和煦的
曙光。但究竟以什麼樣的方式和平統一，正成為未
來進行式的問題擺在兩岸人民面前。馬英九多次表
示可借鑒兩德和平統一模式，這不失為一種 「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的思路。但畢竟 「兩岸」不同於
「兩德」，實現兩岸長期的和平發展，還需要整合兩岸
人民的智慧，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和平統一之路。

「兩岸」非「兩德」忌生搬硬套
據報道，馬英九日前在接見德國國會議員勇格

伉儷時，談起 1985 年訪問德國的往事。1985 年後
，他又訪問德國 15 次，有機會深入了解兩德關係

，以及過去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設立處理兩德的事務
機構。

馬英九表示，1972 年兩德簽訂基礎關係條約
，1990 年兩德邁向統一，他也曾去訪問，了解過
程中許多問題， 「讓我們在處理兩岸關係上得到很
多啟發」。馬英九還表示，台灣後來開始制訂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成立大陸委員會、海峽交流基金會
，相當程度參考德國經驗，並配合台灣特殊情況做
修正， 「我早期的德國經驗」，對後來推動兩岸關
係有非常大的幫助。

「德意志國」一分為二，形成東德、西德兩個
國家，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和深刻的歷史原因。
「德意志國」的分裂，其實是二次大戰的結果，也

是冷戰的產物。1945 年，德國無條件投降，美、
英、法、蘇四強政府瓜分佔領德國。1949年4月，
美、英、法三國佔領區正式合併，隨即通過 「德意
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成立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西德）。蘇聯則於稍後扶持 「德意志民主共和
國」（東德）。

兩岸的分離，則是美國粗暴干預的結果。1950
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美國全面捲入。此後，美
國為 「防止台灣被共產主義政權所統治」，第七艦
隊十餘艘軍艦進駐台灣基隆、高雄兩港口。由於當
時中國還沒有與美國現代化海軍進行海上較量的可
能，決定把 「打台灣的時間往後推延」。

可見， 「兩岸」情況與當年的 「兩德」情況完
全不同。東德和西德是當時東西方陣營分別扶持的
兩個國家。但 1949 年國民黨退轉台灣後，1971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聯合國裡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

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與大陸並不構成
國與國的關係。既然大前提不一樣， 「兩德模式」
自然很難硬搬到兩岸關係上。

聚集兩岸智慧創新模式
或許， 「兩德模式」對馬英九確實有所啟發，

其實他也清楚， 「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兩德有很大不
同」。正視歷史和現實。兩德統一之前，雙方領土
與實力沒有太大差距，但兩岸在領土、人口或政經
實力相當懸殊。況且 60 多年過去了，無論是世界
局勢，還是兩岸的現狀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如果此
時仍謀求歷史倒退，顯然是不明智的。

調整 「三不」主張。馬英九多次強調所謂的
「不統、不獨、不武」主張，並表示 「三不」不是

消極維持現狀，而是積極爭取兩岸和平發展，增進
了解的時間。然而，兩岸分離的狀況已持續 60 多
年，時間不可謂不長；同時，留給馬英九主導大陸
政策與兩岸關係的時間也不過三年半，時間不可謂
不短。馬英九既然一再主動提出兩德統一模式，就
表示其內心具有統一的念想，理應勇於任事，求同
化異，據此凝聚台灣人民的意向，啟動簽署兩岸和
平協議的議程，加速推動兩岸和平發展並向和平統
一邁進。

以中國人的智慧，我們不見得一定要採取歐美
的邦聯或是聯邦模式，完全可以共擬一個具有中國
特色的兩岸統一模式！

（蘇虹，博士；何溢誠，復旦大學台籍博士生
、國民黨中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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