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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毛高興老人慘 修訂次數須設限 習近平講話 港人喜歡看

社 評 井水集

「長者生活津貼」 撥款申請昨日第
六度提交立法會財委會審議，但在 「社
民連」 議員 「長毛」 梁國雄的 「拉布」
阻撓下，議案第六次無法進行表決，全
港四十萬亟盼得到二千二百元挹助的清
貧長者又一次跌落失望深淵，十月、十
一月兩個月的津貼已經 「泡湯」 。

事實是， 「長毛」 梁國雄六阻撥款
的惡行，已經超越了一般掟蕉、叫口號
、放氣球的搗亂行為，而是已經在多方
面造成嚴重的傷害，其中主要有：

一是長者權益受損。四十萬清貧老
人，由獲發每月一千元 「生果金」 提升
為每月二千二百元的 「長者生活津貼」
，體現了梁振英政府對弱勢社群的承諾
和關心，全港市民對此並無異議，亦體
現了社會的關愛與和諧，然而，就是反
對派特別是 「長毛」 一人的從中作梗、
不斷 「修訂」 ，令議案無法表決，老人
願望落空，金錢和自尊心兩俱受損。
「長毛」 此舉，可謂不仁。

二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受損。特首
梁振英及新班子自七月上任以來，迄今
在行政、立法關係上處處受阻，所提動
議、草案幾乎無一獲立會支持通過，相

關主要官員更要耗費大量時間應付反對
派議員的責難，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
宗為 「長津」 已經到立會開會六次、前
後枯坐三十小時 「洗耳恭聽」 長毛由美
國講到孟加拉全球二百個國家的 「偉論
」 ，試問最低工資檢討、標準工時諮詢
、改善交通津貼等經濟民生大事還要不
要處理？局長還要不要工作？ 「長毛」
此舉，可謂不公。

三是立法會形象和效率受損。立法
會是由地區直選和功能界別共七十名議
員組成的立法會，不是 「長毛」 一人的
立法會，但 「長毛」 大鑽 「議事規則」
議員修訂次數無限制的空子，一人獨霸
議會，提出近千修訂，以至堂堂議事廳
成了鬧劇場，其餘議員被迫 「捨命陪小
人」 ，會議時間和大量公帑被浪費，
「長毛」 此舉，可謂不義。

四是本港民主政治的質素受損。反
對派議員包括 「長毛」 梁國雄，在選舉
中為撈取選票，對選民 「誓神劈願」 ，
當選後要如何如何推進民主、維護公義
、保障市民利益，但一旦目的已達，當
上 「尊貴議員」 後，便立刻 「翻臉不認
人」 ，為遂阻撓梁振英施政的私利，不

惜犧牲市民利益，對涉及社計民生的議
案也拒予通過， 「長毛」 日前就曾大罵
老人為二千二百元而不顧 「全民退休保
障」 是 「自私所為」 ，而自己月月拿八
萬多元高額議員津貼不議政、無建樹卻
毫不臉紅。四十萬清貧長者有當日曾在
選票 「長毛」 名字 「剔一剔」 的，今日
當嘆一句 「有眼無珠」 。 「長毛」 此舉
，可稱不忠。

如此一個不仁不義、不忠不公的反
對派政客，把持議席損民以逞，已經嚴
重違反民主政治公平公義的準則，就此
， 「民建聯」 議員葉國謙建議限制議員
對政府議案提出修訂的次數，是合理可
行之議，但卻遭到反對派議員的否決，
認為如此等於剝奪、限制了議員依法享
有的權力。然而，議員的權力要保障，
老人的福祉要不要保障？政府依法施政
的權力要不要保障？立法會的議事職能
和形象又要不要保障？鐵一般的事實已
擺在全港市民面前， 「長毛」 一人的
「拉布」權利受保障，千千萬萬老人家的
福祉卻受到無情損害。議員修訂議案的
次數必須在權力和責任之間取得恰當平
行，修訂次數必須有所限制和減到最低。

關心國家大事的本港市民，對
「十八大」 召開後新一代國家領導人

特別是總書記習近平的一言一行、一
舉一動都十分關注，希望從中看到國
家與時俱進、質素不斷提高的迹象。

而值得欣慰的是，習近平總書記
上任以來兩次公開的談話，講的是面
對歷史、振興中華、為國為民的大事
，講的是共產黨必須改進領導工作，
否則就有 「亡黨亡國」 危機這樣嚴峻
的大問題，但在習總書記口中娓娓道
來，卻真個是微言大義、言簡意賅，
說話神態從容不迫，感情是發自內心
的誠摯，沒有講詞、沒有套話、沒有
官腔，而聽的人不止聽得清、聽得明
，而且深受感動。光從公開講話這一
件事看來，習近平果然有新氣象、有
新風，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其講話內容。

習近平昨日是在觀看名為《復興
之路》的展覽後作了講話的。偕同他
一起觀看展覽的，還有李克強等六人
。這是七名新任政治局常委上任後聯
袂出動的第一個活動。這 「第一次」
為什麼不選一些反映重大成就的建設
項目？而要去到一個平平無奇的歷史

展覽？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習近平當
日當選總書記之後所說的第一番話，
他和他的政治局同事的工作，是要向
歷史負責、向人民負責、向黨負責。

在展覽中，這條《復興之路》，
就是偉大的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歷經磨
難而又不屈不撓的奮鬥之路，就是無
數仁人志士和人民群眾為民族獨立、
國家富強而前仆後繼之路，也就是中
國共產黨包括今日以習近平為總書記
的新領導集體肩負帶領中國人民繼續
奮勇前進的強國之路。

而就在這條漫長的復興之路上，
習近平把對歷史、對民族、對人民的
責任放到了最高的位置。這一提法絕
對不是一般的說說而已。今日中國共
產黨最需要的，就是重新喚起廣大黨
員幹部對黨和歷史、人民的責任感，
要提醒他們，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
更要警告一些人，如果脫離群眾、高
高在上以至貪污腐化，是和必然會受
到歷史和人民的懲罰的。

看來，習近平總書記未來的有關
講話和文章會成為不
少港人必看之作。

新常委展現四平形象
央視盛讚中央領導樹新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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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電視台11月29日在《新聞1+1》
欄目中對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履新15天
來的表現進行了盤點。這種做法以往並不
多見。央視用 「平常的聲調」 、 「平實的
語言」 、 「平實的工作作風」 、 「不同平
常的感受」 來總結新常委展示出來的新形
象。央視評價說，這十五天，大家已經看
到了一種在不斷延續的更新的空氣，希望
這種新空氣醞釀能變成全社會的空氣。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三十日電】

11月29日，中共中央總
書記習近平在國家博物館參
觀 「復興之路」展覽時指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事業，
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共同為之努力。空談誤國，實
幹興邦。

20年前最早喊出口號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口號最早出現在上世

紀90年代初的蛇口工業區，當時一場全國性的 「姓社
姓資」大討論爭議不絕。1992年，鄧小平在視察深圳
的講話中指出： 「要多幹實事，少說空話。現在會太
多，文章太長，不行。要行動，要抓落實。」1992年
1月18日，鄧小平南巡專列途經武漢，在車站月台上
與時任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談話時說： 「空談誤國，
實幹興邦，不要再進行無謂的爭論了！」

就在鄧小平發表南方講話後不久，深圳蛇口工業
大道醒目位置立起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標語牌
，20年的風吹雨淋，標語牌幾經更換，但這八個字始
終矗立在那裡。這個口號不但鼓舞了深圳人建設特區
、奮力改革的決心和鬥志，還不脛而走，很快成為全
國的流行語之一。如今，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已
經成為深圳十大觀念之一，融入深圳特區的靈魂中。

知乃行之始，行乃知之成。 「空談誤國，實幹興
邦」這句口號凝聚的實幹精神，旗幟鮮明地倡導一種
新的價值觀和發展觀，減少爭論，多幹實事， 「堵嘵
舌者之利口，壯實幹家之聲色」，呼應了 「發展才是
硬道理」的時代主題。二十年彈指一揮間，深圳人以
其踏踏實實的埋頭苦幹、所創造的 「深圳速度」和跨
越式發展奇迹詮釋了 「實幹興邦」的深刻內涵。作為
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以敢闖敢幹的精神成功探索出
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關於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習近平在2011年
第6期《求是》雜誌上發表的《關鍵在於落實》一文
中有極為精闢的論述：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這
是千百年來人們從歷史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的治國理
政的一個重要結論。古人曰： 「道雖邇，不行不至；
事雖小，不為不成」， 「為政貴在行，以實則治，以
文則不治」。歷史上有許多空談誤國的教訓，比如戰
國時期的趙括，只會 「紙上談兵」。

具有風向標意義
習近平再提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29日，講

話地點恰在整個展覽的第五部分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道路其中的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單元，深圳特區的
照片和當年鄧小平為深圳的題詞赫然在牆，這一地點
也包含深意。讓深圳人倍感親切，備受鼓舞。深圳社
會各界認為習近平的講話具有風向標意義。

深圳社科專家表示，20年前， 「空談誤國，實幹
興邦」從深圳走向全國，而今，面對大發展大變革大
調整的世界大勢和各種艱難考驗，再次強調 「空談誤
國，實幹興邦」，更具有鮮明的時代價值和精神力量
，同時具有警示意義。新時期情況下，就是要講實幹
，少說多做，只有實幹、避免空談，我們的國家才能
興旺，我們的民族才能復興。 【本報深圳三十日電】

《新聞1+1》首先回顧了自11月15日新一屆政治
局常委集體亮相以來，在15天內所舉行的重要活動和
重要講話表態。包括15日的集體亮相、習近平主持政
治局首次集體學習、七常委參觀《復興之路》展覽；
李克強21日主持召開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
會，26日又召集國務院防治愛滋病工作委員會全體會
議等等。

語言平實作風平實
央視主持人白岩松認為，半個月時間過去了，評

價這一段的工作，不妨用習近平的 「平」字，四個
「平」字來說。

第一，平常的聲調，沒有去拔高，就像平常說話
一樣，這是第一個 「平」。

第二，平實的語言。當時我的一位中央廣播電台
的同事說過這樣一句話， 「習近平的這番講話可是一
個特別好的廣播稿的典範，因為口語化。」這裡稍微
有個別人需要查字典的只有一個詞就是 「夙夜在公」
，也就是時時刻刻都想着公事。除此之外，剩下全是
老百姓的語言，因此是平實的語言。

第三，平實的工作作風。李克強副總理參加會議
的時候，打斷別人唸稿的那種匯報方式，以後恐怕其
他領導得習慣，不能總唸稿了。另外去參加愛滋病防
治座談會的時候，寧可讓官員等着，也要跟民間很多
防治愛滋病的積極人士更多地座談。

第四，就是不同平常。給了大家不同平常的一種

感受，是改文風、改會風。

會風文風體現黨風
中央黨校教授秦剛認為，用平實的語言才能表達

真感情，說老百姓的話，黨跟群眾能說到一起去，這
樣更表達了一種真感情，也是擺脫過去那種官僚主義
、形式主義做法的開始。有一些領導幹部開會唸稿子
，有人專門寫稿子，自己也不去思考了，形成了一種
不太好的風氣，老百姓也挺反感的。現在通過這種降
虛火，講實話，講有研究的話、有思考的話，其實這
樣也促使領導幹部作風的改變。

秦剛指出，會風和文風本身就是黨風的表現，而
且是黨的形象的表現，這些事看着很小，其實很大，
這是黨的形象和黨在群眾威望的問題，從這些事做起
，重塑共產黨人的形象。

從嚴治黨堅決反腐
這十五天裡，從嚴治黨也受到格外關注。從 「十

八大」閉幕至今，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針對反腐的一
系列表態，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也被輿論看
作是一場反腐風正在掀起的標誌。習近平在當選後的
首次亮相中就以 「打鐵還需自身硬」表露了反腐的決
心，而在兩天之後，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
體學習時，習近平又以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來警
示大家。王岐山、張高麗針對反腐也有很鮮明的表態
。這些舉動，既樹立執政威信，又贏得了民意認同。

央視主持人白岩松說，中國常說一句話叫 「好的
開始是成功的一半」，這十五天，大家已經看到了一
種在不斷延續的更新的空氣，希望這種新空氣醞釀能
變成全社會的空氣。比如說李克強副總理已經針對講
話的人說了，你別唸稿了，隨時插話，要問一些具體
數字，有的領導幹部汗就下來了。接下來我們的中層
幹部和基層幹部能不能適應這樣一種工作作風，而不
僅僅是讓中央領導慢慢改變他們的作風。能不能變成
全社會都用平實的聲調和平實的語言、平實的工作去
讓老百姓有不平常的感受呢？我們期待。

「何為中國夢？我以為，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
是中華民族近代最偉大的中國

夢。」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29日在國家博物館參觀《復
興之路》展覽時這樣說。 「民族復興」可謂是當代中國最有
凝聚力的口號之一。

「中國復興成為世界變革的主要因素。」中歐國際工商
學院教授戴維．戈塞特這樣強調中國復興的意義。環球時報
引述他在美國《赫芬頓郵報》網站撰寫的題為 「中國復興與
新世界形成」的文章說，習近平在當選中共最高領導人後的
首次新聞發布會上三次說到 「復興」一詞，這個概念正重塑
全球權力分配。1978 年以來，我們一直誇大與北京治理有
關的危險，而事實卻無比清晰：1980 年，中國經濟產值僅
為美國的7%，現在卻是美國的一半，2025年將超越美國。
2045年，中國經濟將是美國的兩倍。這顯然與美國19世紀
躋身世界舞台相似：1820 年，美國經濟僅為英國的 1/3，
1870年兩國並駕齊驅，1913年美國經濟已是英國兩倍。

戴維．戈塞特認為，中國的復興並不意味着西方的衰落
，而是一種機遇。中國復興不僅是全球化的催化劑，而且通
過開啟新的經濟、政治、外交、知識和藝術視野，它還擴展
了地球村，也擴大了在一定程度上收縮了5個世紀的世界體
系。

空談誤國 實幹興邦
鄧小平名言從深圳走向全國

本報記者 黎冬梅

外媒關注

中國復興是西方的機遇

中國最近的領導層交接被認為加深了西
方廣泛持有的對中國的悲觀看法。但這與事
實相去十萬八千里。

中國新的最高領導人都受過良好教育，
他們是深思熟慮的思想家，為中國面臨的各
種挑戰帶來了大量經驗。

發展市場友好型經濟
現在對中國新領導人的治理風格和方向

進行判斷還為時尚早，但有三個早期動向值
得關注。首先，習近平的接班比此前的交接
更為徹底。在執政之初，他會比他的前任有
更大的機會在政策方面留下他個人的印記。

是的，中國是通過政治局常委會的集體
領導來治理國家。但習近平處於推動目前經
過瘦身的這一決策機構（從九人減少至七人
）思維的位置。而且，他長期以來都支持講
科學的市場友好型經濟發展模式，這對中國
未來將十分關鍵。

其次，李克強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是
主持進行長久期待中的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
最佳人選。李克強對由世界銀行和中國高層
智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撰寫的報告
《2030 年的中國》進行了指導，他對中國
必須走的路線有着深刻理解。

第三，與西方的認識正好相反，作為中
國最機智、最富經驗的高級官員之一，王岐
山的新職務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是
的，王岐山擁有金融領域的寶貴經驗，讓他
擔任類似領域的職務似乎更合乎邏輯。但作
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最重要的七人之一，他
仍然能夠在所有經濟和金融事務上發揮重要
作用，與此同時承擔起處理腐敗這個中國最
棘手問題之一的責任。我認識王岐山已經十
五年了，我的感覺是，他非常適合這一關鍵
職位。

新政治局常委會的其他成員擁有各種經
驗和技能。特別是張德江、俞正聲和張高麗，他們來自中國
最有影響力和最富活力的城市中心：重慶、上海和天津。對
中國目前面臨的深化結構轉型來說，他們有關城市化在促進
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的豐富知識將起到關鍵作用。

正從全球衰退中崛起
西方不僅忽視了中國新領導層擁有的技能，而且也錯誤

判斷了中國目前的經濟情況。中國經濟雖然還遠非完美，但
並非危機四伏。實際上，中國正相對不錯地從又一場全球衰
退中崛起。這使得新領導層在今後幾個月內能夠把精力集中
在確定實現他們戰略日程的具體策略上。

這一切並不是試圖對中國面臨的巨大挑戰輕描淡寫。但
戰略不是問題所在，支持消費的 「十二五」規劃已將其闡述
得非常清楚。新的領導集體現在必須把重點轉向堅持和實現
這一戰略，制訂一系列大膽的改革方案，特別是那些與服務
業、社會保障網絡、國有企業相關的方面。

與所有國家的領導層更迭一樣，誰都不能確切地知道中
國即將到來的新政府能否應對他們所面對的複雜挑戰。自鄧
小平時代開始，中國一直擁有一種神奇的能力，能夠從困境
中崛起，迎接前面的挑戰。新一代領導集體擁有完成這一使
命的正確技能和經驗。儘管西方存在偏見，很快我們就將知
道他們能否將戰略轉化成行動。
（本文作者為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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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視點

▲深圳蛇口工業大道的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標
語牌 本報記者黎冬梅攝

▲央視用 「平常的聲調」 、 「平實的語言」 、 「平實的工作作風」 、 「不同平常的感受」 來總結新常委
展示出來的新形象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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