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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迫害說不 還社協公道

言論自由既是權利，也有責任。雖然社會崇尚
言論自由，但是高舉類似殖民地時期的旗幟，傷害
內地人與香港人之間的感情，更威脅國家的統一、民
族的團結以至社會的穩定，該行為應被嚴詞譴責。

人們有言論自由，但是該自由不能無限延伸。
因為該自由不受限制，可能對其他人帶來傷害。最
明顯的例子是2005年一位丹麥漫畫家在報章刊登了
有關穆罕默德的漫畫，被伊斯蘭世界認為是褻瀆行
為。多個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有不少民眾遊行示威
，罷買丹麥貨品等活動接踵而來。西方多份報章都
以捍衛言論自由為名，相繼刊登有關漫畫，令風波
越演越烈。

風波刺激伊斯蘭國家的激進力量，引起社會動
盪，令這些國家白白蒙受經濟損失。丹麥以至整個
西方國家的國民的人身安全亦受到更大的威脅，成
為恐怖襲擊的目標。更重要是，伊斯蘭國家與西方
國家的嫌隙更深，兩地人民的誤解更大，令不少協
商友好的努力都付諸流水。

對於言論自由可能帶來的傷害，在世界多個國
家都有所警惕，甚至訂下明確界線，例如1994年德
國便訂立《反納粹與反刑事犯罪法》，禁止任何宣
傳納粹思想、使用納粹標誌的行為等。

元旦遊行中，香港有示威者高舉類似殖民地時
期的旗幟。雖然示威者辯稱該旗幟並不是什麼 「龍
獅旗」等云云，但是相信任何香港人看到，都會聯
想為殖民地時期的旗幟。示威者還要選擇在中聯辦
門外升起該旗幟， 「挑機」意味更濃。事實上，示
威者的組織以 「我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為名，
已令國人不安、憤慨。

言論自由受到尊重，但是該自由並不能無限延
伸，令國人以至整個國家的利益受損。高舉類似殖民地時期的
旗幟，只會傷害內地人與香港人之間的感情，引來誤解。尤其
不少內地人不明白，為何自香港回歸以來，國家多次推出惠港
政策，部分香港人會作出如此傷害祖國的舉動。更重要是，中
國是一個面積龐大、人口眾多、民族種類極多的國家，並有領土
問題尚未完全解決。這種踩鋼線的行為，無論是有意或無意，但
實際效果是挑動神州大地各民族群眾的情緒，應受嚴詞譴責。

政改諮詢不必操之過急
□周八駿

突破歷史周期律值得期待

以往處理2007年、2012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以及
2008年、2012年立法會產生
辦法的經驗表明，2016年第
六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在2014
年展開有關諮詢和立法程序

，2017年第五屆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在2015年展
開諮詢和立法程序，是合適的安排。即使將
2016年立法會和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放在
一起諮詢和立法，2013年也顯然過早。但是，
就在2012年快結束時，香港驟然冒出一股相互
配合的輿論稱：2013年應當展開關於2016年立
法會和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諮詢和立法
程序，甚至揚言：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
2020年立法會全部議席可由普選產生的前奏，
必須與立法會普選方案捆綁。

主教反對派同提雙普選
這一回，香港的天主教會又與反對派政治

團體桴鼓相應。
2012年12月24日，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發

表2012年聖誕賀詞，開頭劈臉稱： 「今年，我
教區先後兩次向新一屆特區政府表達了期望，
建議落實全民雙普選」。相比較，同樣信奉基督
的香港聖公會大主教的2012年聖誕文告，雖然
也提及香港的立法與行政機關之間的矛盾，帶
一絲政治色彩，但是，主要內容是道德關懷。

幾乎同時，民主黨改選產生新領導層，在
2010年上半年推動2012年政改方案取得成功的
時任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在榮升民主黨主席
後，立即擺出一幅強硬姿態：寧肯原地踏步，
也不要假普選。有趣的是，在2012年政改一役
中策動 「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公民黨，其
新任主席余若薇既呼籲反對派 「擁抱同一普選
方案」又表示願意與中央談判。反對派兩大政

治團體相同的是，都提前揭開雙普選戰幕；不
同的是，在策略上，2010年裝扮 「鴿」的，而
今以 「鷹」的形象出現，當年是 「鷹」的則塗
抹 「鴿」的油彩。

香港本地一家貌似獨立公允實則反對派吹
鼓手的平面媒體，也以社評形式，推波助瀾，
一方面，曲解、抨擊十八大關於 「一國兩制」
與時俱進的大政方針，一方面，將香港政治經
濟社會問題歸咎 「不落實雙普選」。

提前政改加劇政治爭拗
香港市民要清醒了：新一屆特區政府來不

及就民生和經濟問題展開見成效的施政，反對
派就將更複雜更困難的政改問題強加於香港頭
上。反對派用心何在？是欲 「香港號」巨輪不
堪負重而下沉！

倘若特區政府不按反對派及其後台老闆的
意願，2013年堅持以發展經濟和治理貧窮、房
屋、老年人、環保等問題為施政重點，不列入
不必過早列入的政改議題，那麼，反對派就將
集中其全部力量，千方百計干擾和破壞特區政
府管治和施政， 「香港號」巨輪就將面臨 「鐵
達尼克號」的危險。

倘若順從反對派及其後台老闆意願，提前
處理政改議題，那麼，香港社會就將陷入更加
激烈的政治爭拗，社會就將進一步被撕裂，特
區政府所有關於經濟民生問題的施政就將動彈
不得， 「香港號」巨輪也會遭遇 「鐵達尼克號
」的危險。

有人一方面為提前展開雙普選政改搖旗吶
喊，一方面敦促中央的香港政策回到2003年 「
七．一」遊行之前狀態，頗自以為得計。但是
，他們高估了自己而低估了中央。

十八大關於新時期香港工作的大政方針字
字如鐵、擲地有聲，中央關於香港中聯辦最高
人事安排的出人意表，足以展示中央對於香港
政局演變洞察秋毫，對於 「一國兩制」與時俱
進將會遇到困難既充分估計又精心應對。

愛國愛港陣營必須勇於迎接反對派及其後
台老闆向 「一國兩制」發動的新挑戰。

2012年7月至9月，反對派及其後台老闆所
炮製反對國民教育風波，本質上是一次 「顏色
革命」的預演。反對國民教育的目標是國家、
是中央；有組織，有輿論，聲勢逐漸擴大，攻
擊次第展開；最後，包圍特區總部，你不退讓
他不撤退，風波達至高潮。特區政府全面退讓
，風波驟然平息。

2013年，反對派及其後台老闆會否如法炮
製逼特區政府提前展開2016年立法會和2017年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諮詢和立法程序？

假如做這樣的退讓，那麼，反對派及其後
台老闆就更將 「食髓知味」，以同樣手段來逼
所謂真普選。

兩大陣營決戰日益迫近
樹欲靜而風不止。在 「一國兩制」問題上

，是 「拒中抗共」勢力及其後台老闆一而再、
再而三地向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發起挑
戰和攻擊，迫使中央審時度勢，相應調整落實
「一國兩制」和貫徹《基本法》的各項政策措

施。從2003年 「七．一」至今10年半，香港政
治基本矛盾不斷惡化，愛國愛港陣營與反對派
的鬥爭愈益激烈，正在迫近的是一場具根本轉
折意義的決戰。

必須指出，即使愛國愛港陣營，也不是所
有政治團體和個人都明白這一決戰的性質和意
義。

不久前有人對於國務院港澳辦前領導人警
告香港有人要獨立不以為然，以為香港已然回
歸，不可能獨立。

的確，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可能被人公開宣
布獨立。但是，倘若雙普選議題被反對派及其
後台老闆牽鼻子走，那麼，香港特別行政區
將會出現的變化，與 「獨立」又有何實質性區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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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對派極力催谷下，元旦 「倒梁」遊行只錄
得不到四萬人數，令人大跌眼鏡。在反對派口中，
梁振英不是早就被市民唾棄？何以出現這種 「與事
實不符」的情況？或許要為遊行人數稀少的尷尬尋
找藉口，反對派竟然向一個普通的社區組織開刀，
指他們沒有參加遊行是因為 「收了錢」，並由此無
限上綱到，指稱所有沒有參加 「倒梁」遊行的市民
都是 「被人收買」。這種近乎政治迫害的做法，竟
然會發生在自命民主自由的反對派身上，真叫人感
到驚奇。

其實遊行人數的多寡，並不一定代表真正的民
意。在西方社會，每年遊行示威次數與人數，多到
可以嚇死人，但真正能對當政者起到威嚇作用的，
少之又少。原因在於，絕大多數的遊行都是經政黨
或政治人物發動的，當中有太多的私人政治利益瓜
葛，公眾不願意如此愚蠢地成為政客利用的棋子與
籌碼。西方社會如此，擁有成熟公民社會的香港又
何嘗不是。畢竟，聲大不代表擁有真理，沉默不代
表盲從。

但儘管如此，反對派仍然視遊行人數的多寡，

來作為政治行動成功與否的唯一證明。因此， 「報
大數」、 「放衛星」的做法，就成了反對派慣用的
手法。明明只有三五千人參加的遊行，往往會成為
三五萬。而根據港大的核查，元旦遊行人數只有三
萬，到了主辦者口中又會成為十三萬。如果說政治
人物誠信應放在所有特質中的第一位，那麼反對派
遊行主辦者們，一次又一次地 「造假」，又是否一
種誠信的行為？

反對派「殺雞儆猴」之舉
當然，並不是說三萬人遊行就不重要，也不代

表政府可以忽視，但如果說這三萬人代表七百萬人
中的其中一把聲音，那麼更多認同梁振英而又沒有
參加 「挺梁」遊行的市民，他們的聲音是否同樣應
獲得社會應有的尊重。

人數之爭其實並無多大意義，反對派也應當明
白其中道理。但或許是此次遊行人數與他們心理預
期有太大的落差，迫使他們要採取一些行動，來解
釋這種現象，以免日後過於尷尬無法向幕後主使交
代，於是便從遊行為何人數少、挺梁遊行人數為何
多，這兩個問題來作文章。在反對派口中，前者是
由於有些團體 「收了錢跪低」，後者則是由於建制

派 「收買人心」。一增一減，於是元旦遊行人數自
然不會多。經此解釋，大概反對派幕後的勢力應當
「收貨」了吧。

為了增強這種理論的說服力，反對派喉舌媒體
於是拿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開刀，編造種種所謂
的證據證明，指他們拿了新世界的巨款云云。更有
甚者，某電台女名嘴，公然向該組織的負責人作出
政治指控，指責社區組織協會不參加民陣遊行係因
為何喜華做了 「梁粉」，還擔任埋扶貧委員會成員
，質疑他們已經變成建制派。

儘管該負責人已經清楚解釋，但主持人仍然咬
住不放，迫使她在大氣電波中作出憤怒還擊： 「係
咪唔參加遊行就唔實踐公義，唔知香港點解變到咁
。你簡直係政治迫害、白色恐怖、迫害街坊，好
失望！」這番話實際上道出了許多香港市民的心聲
，香港何時成為如此極端的社會？除了支持與反對
外，竟然容不下任何其他聲音？

向幕後老闆「交代補鑊」
社區組織協會另一負責人何喜華，日前接受訪

問時表示，他們一直無放棄監察政府的工作，不參
與遊行純屬街坊意願，認為可給予時間梁班子施政

，又指過往也不是每年參與元旦遊行， 「七一遊行
就一定會去！」他表示，協會也不滿意梁振英無清
楚解釋僭建事件，應盡快向公眾交代， 「但不應由
單一方面，決定特首是否需要下台」。

一個年年都參加 「七一」遊行的社福團體，竟
然由於沒有參加反對派的一次遊行，就被打成對立
派，甚至進行百般的政治侮辱，如此做法與數十年
前內地的 「文革」做法有何區別？如果說社協沒有
參加遊行是因為被人收買，那麼零三年參加遊行的
五十萬名市民，是否也是因為被人收買了呢？

每天高叫自由民主的反對派政黨，何以如此迫
害一個普通的社區組織？

一方面是 「抹紅」，又一方面則是 「栽贓」。
為了攻擊 「挺梁」遊行，在反對派喉舌報章的造謠
下，整個遊行的市民都成了 「為錢而來」。姑勿論
發生在遊行其間的 「派錢」一事是否屬實，將個別
當成全部，意圖抹殺 「挺梁」遊行，這種做法本身
已脫離了事實本身。

更何況， 「栽贓嫁禍」的疑雲至今未消，反對
派如此迫不及待地作出指控，是否從另一個側面證
明他們的心虛？他們每年從黎智英身上獲得數百萬
的巨額捐款，這又是否 「被收買」的證據？而遊行
當天，黎智英鬼鬼祟祟地出現在隊伍當中，這又是
否證明，他是在 「監督」反對派，以視察美國人的
錢 「用得其所」？

問題其實一點也不複雜，反對派由於遊行人數
稀少，向社協開刀、栽贓挺梁遊行，無非是要為自
己 「辦事不力」開脫。但這種伎倆騙得了反對派的
幕後老闆，又如何騙得了香港市民？

近 日 ， 中
共中央總書記
習近平登門走
訪8個民主黨派

中央和全國工商聯。民建中央主席陳昌智說，總書
記談到了毛澤東主席和黃炎培在延安洞關於歷史
周期律的一段對話，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
鞭策和警示。

「歷史周期律」的對話是什麼內容？這要從67
年前的國內局勢說起。那是1945年4月，抗日戰爭
即將取得勝利，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毛澤東發表
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主張召開國民大會，成
立正式的聯合政府。然而，當時中國面臨內戰危險
，國內部分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在國共兩黨間進行
了一次斡旋。6月，黃炎培、左舜生、章伯均、冷
遹、褚輔成，傅斯年等民主人士以個人身份訪問了
延安。在延安的洞裡，黃炎培與毛澤東進行了一
場對話。

重溫延安洞一場對話
毛澤東問： 「在延安考察的感想怎樣？」
黃炎培說：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

親眼看到的，真所謂 『其興也浡焉』， 『其亡也忽
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
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
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
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

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
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
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
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
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
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
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 『
政怠宦成』的也有， 『人亡政息』的也有， 『求榮
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中共諸
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
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

毛澤東自信地回答： 「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
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
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
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儘管當年的毛澤東成竹在胸，但歷史的事實證
明，毛澤東在有生之年，並沒有找到一條 「讓人民
來監督政府」的可行路徑。 「大躍進」決策失誤，
「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錯誤批判，不僅沒有找到

讓人民監督黨和政府的好辦法，連黨內民主也在個
人權威面前妥協、讓步。更為慘痛的教訓是十年 「
文革」，民主和法制完全被拋棄、被踐踏，連國家
主席劉少奇也無法用憲法保護自己，普通百姓的遭
遇更是可想而知。不可否認，毛澤東初衷是好的，
他想探索一條不同於西方、也有別於前蘇聯的路子
，但卻憑個人意志颳起了一場疾風暴雨。他的探索
失敗了。

然而， 「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重大工程還遠

遠沒有完成。怎樣讓人民有效監督政府？仍有很多
難題亟待破解。人大是監督政府的國家立法機關，
政協是參政議政的重要平台，雖然近年在代表委員
中增加了不少第一線的工人、農民比例，但草根階
層意見上達管道還是太少或不太暢通。這樣，民眾
往往無法有效監督政府，民意在找不到出口的情況
下很可能集中爆發，釀成群體性事件。相信中共高
層已經強烈的意識到了這種危險，改革原有的社會
治理模式，也是勢在必行。

「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習近平上任伊始，南巡廣東，響亮的提出： 「

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這個 「改革」當然不
僅僅指 「經改」，也包含 「政改」。一個多月來，
從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八項規定，到公開中共高層領
導人的從政履歷和生活細節，人們普遍感受到了中
國政壇吹來了陣陣新風。然而，這僅僅是開始。 「
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是一個大課題，有很多操作上
的難度，還要綜合考慮民眾對社會震盪的承受力、
對不改革的忍耐力。這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工
程，領導者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

習近平在走訪民主黨派時重提黃炎培與毛澤東
的那段對話，他說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鞭
策和警示。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信號，再次顯示了
中共推進政改的決心和信心。中共能否在民主政治
建設上實現突破、跳出「歷史周期律」，值得期待。

作者為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新年是各國領導人展現新風
之機，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當
然也不例外。他在相隔近19年之
後，恢復了他祖父金日成的做法

，在1月1日上午，通過電視和廣播，向全國人民發表了新年獻詞。
在此前一天12月31日晚上，金正恩還偕夫人李雪主出席了新年音樂
會，觀賞了朝鮮歌曲和世界名曲的演奏，並會見了應邀出席的各國
使節。凌晨零時，平壤破例燃放煙火，金正恩向出席音樂會的官員
、外國使節祝酒，展現出一屢新風。

記得金日成在任最高領導人期間，從上世紀70年代起，每年元
旦都要通過電視和廣播，向全國人民發表新年獻詞。我曾在中國駐
朝鮮使館任職，每到元旦就早早起來，等待在電視機旁，收看金日
成的講話。據說朝鮮人民也很重視，不放過這個目睹領袖風采的機
會。金日成的新年獻詞，每年都還要出版單行本，成為他不朽著作
的一部分。那時年初如有重要活動，朝鮮領導人參加並講話，也常
常引用金日成新年獻詞的內容。

承祖父傳統 求國際理解
但1994年金日成逝世，金正日接班後，這一重要做法被徹底擯

棄。每年元旦，金正日不發表新年獻詞，而是改為由黨、政、軍三
家報紙發表聯合社論，提出當年的奮鬥目標。不僅如此，金正日主
政近20年，沒有面對群眾發表過任何講話，他的著作雖然不少，其
中除論文外也有講話，但是在什麼場合以什麼方式講的，從來沒有
公開過，給人以 「神秘」的感覺。

過去幾十年來，平壤燃放煙火多在大慶之時，或是共和國成立
周年紀念，或是朝鮮勞動黨成立周年紀念，一般則很少。1978年9
月9日是朝鮮國慶30周年，鄧小平率中國黨政代表團應邀參加慶典
，我有幸陪同前往。那次平壤舉行了大型煙火晚會，金日成陪同鄧
小平觀看。這次新年燃放煙火是罕見的。金正恩迎新年做法，繼承
了祖父的傳統，又有了新的發展。

金正恩的新年獻詞，重點放在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他號
召人民以征服太空的精神建設強盛國家，強調發展經濟和提高人民
生活是首要任務，要發起總突擊戰，振興關係人民生活的部門，增
加生產，使人民得到更多實惠。他特別強調農業和輕工業是今年的
主攻戰線，要集中一切力量，一定要佔領農業生產高地，同時大力
發展消費品生產，豐富人民的物質生活。

金正恩還談到對外關係，強調為結束敵對狀態，早日實現統一
，朝韓擺脫對峙十分重要。尊重和履行南北共同宣言，改善南北關
係，將是新世紀繁榮發展的里程碑。這分明是向韓國當選總統朴槿
惠發出的呼籲。他還強調，將與友好對待朝鮮的世界各國發展合作
關係，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實則是重申願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
改善和發展關係立場。金正恩接班一年來展現了不少新風，引起國
際社會的關注，也得到各國媒體的基本認可。美國《時代》雜誌選
擇2012年世界名人，金正恩已列其中。這次金正恩藉新年之機，恢
復金日成當年的做法，發表獻詞，舉行活動，無疑是朝鮮爭取國際
理解、擁抱國際社會努力的一部分。 作者為前資深外交官

金正恩新年展新風
□延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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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半島風雲

有人一方面為提前展開雙普選政改搖旗吶喊，一方面敦促中央的香港政策回到2003年 「七．一」
遊行之前狀態，頗自以為得計。但是，他們高估了自己而低估了中央。十八大關於新時期香港工作的
大政方針字字如鐵、擲地有聲，中央關於香港中聯辦最高人事安排的出人意表，足以展示中央對於香
港政局演變洞察秋毫，對於 「一國兩制」 與時俱進將會遇到困難既充分估計又精心應對。

議論議論風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