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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認為，民權是法治的基礎和主要內容，法治為民權提供保障。國家要奉行法律之上和依法
治國，就應當充分落實憲法所賦予民眾的基本權利。筆者認為，國家當務之急，就是要檢討並落實憲
法的規定，國家有關部門必須先從兩件事情做起：第一是認真檢討現有的法律法規，看它們是否存在
與憲法相衝突的地方。第二，依法治國，還應當檢討一些現有法律法規背後的道德價值是否與憲法發
生衝突。

陳方安生再次自暴其醜 □李明俊

民進黨的大陸政
策至今曖昧不明，可
是黨主席蘇貞昌卻放
正事不幹準備連辦

十場 「火大」遊行，美其名曰 「要生活、要改革、
要民主」，煽動民眾上街參與遊行，讓政府看到人
民怒火。

曾經在台灣執政八年的民進黨，喪失政權後，
只知 「逢馬必反」！為反對而反對，卻又提不出任
何建設性的批判，僅僅淪為名副其實的 「反對黨」
，而非稱職的 「在野黨」，如今在蘇貞昌的號令下
，又走回黨外的老路，嘗試把人民帶上街頭，發動
抗爭，煽風點火，製造社會對立矛盾。

不過才兩年前的事，想當初蘇貞昌參選台北市
長時高喊超越，刻意改走溫和路線，吸引中間選民
。兩年後，當上黨主席，卻另闢街頭戰場，路線丕
變，向深綠基本盤靠攏，昨是今非，算計的還是
2014年底七合一選舉，七合一選舉民進黨一定要維
持平盤，甚至累積勝率，蘇貞昌才有機會與條件，
提前拿到2016民進黨 「總統」提名初選門票，七合
一選舉乃是地方層級的選舉，不需急於觸碰中央
層級選舉所需面對的兩岸問題，以拖待變，只想
下一屆，不想下一代，標準的政客思維，屁股決
定腦袋。

愛台灣就應共同積累正能量，不要只是一味唱
衰台灣。持平而論，其實台灣的體質良好，基本面
並不差，真的沒有信口開河的政客與唯恐天下不亂
的媒體說的那麼差。經濟成長率受國際大環境景氣
影響，雖然今年只能保1，但在政府、企業、勞工
，齊心努力下，已逐漸由谷底攀升，呈現U行反彈
，明年有機會上看3.8%，失業率與通脹率也一直在
控制之下，外匯存底高達四千億美元，僅次於中國
大陸、日本及俄羅斯。

「卡謝阻蔡」 令人生厭
說到底，蘇貞昌所作所為，是為了自己的私利

而 「卡謝阻蔡」。難怪，連蔡英文也不苟同蘇貞昌
的做法，其認為遊行主軸應為跨越藍、綠的 「召開
國是會議」， 「以合作代替對抗」，才能真正解決
社會問題，蔡英文辦公室發言人洪耀福亦暗指，蘇
貞昌提出的遊行訴求主張不夠清晰，對號召遊行沒
有太大幫助。蘇貞昌領銜主演的 「火大列車」誓師
大會，第一女主角蔡英文，不僅不捧場，連過場都不

願意，蔡、蘇再度分道揚鑣。
盱衡蘇貞昌此舉，時機不對，馬英九第二任期未滿周年，在

未發生重大政經事件的景況下，發動街頭抗爭，醞釀罷免，為時
過早，況且離2014年底 「七合一」選舉，也還有整整兩年的時間
，現在就暖身造勢動員，戰線未免拉得太長。即便 「要生活、要
改革、要民主」，皆可在行政、立法、黨際協商的 「憲政」運作
機制下處理，犯不採取示威遊行的激烈方式，在風吹、日曬、
雨淋下表達訴求。同志不挺，蘇貞昌所作所為，司馬昭之心就是
為了仰望大位， 「卡謝阻蔡」，轉移民進黨中央大陸政策難產焦
點，冷卻民進黨同志的 「中國熱」，樹立自身的統治權威，無怪
乎，其他黨內天王都作壁上觀，甚至冷言以對。效果不大，連辦
十場，看似野火燎原，卻是備多而力分，化整為零，聲勢難起，
恐將氣衰而力竭，難以為繼。

馬英九再三誠心邀請 「朝野」領袖對話，以求共渡時艱，然
蘇貞昌捨此不由， 「電火球」發光發熱，火大燃燒，批判、詆毀
，卻毫無建樹，激化人民焦慮，耗費社會資本，破壞和諧安定，
當心玩火自焚！

（作者何溢誠，國民黨中委；蘇虹，博士）

中國憲政之路任重道遠
□顧敏康

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

前些日子應邀參加 「第三
屆孫中山法治思想研討會」，
並在會上就學習孫中山的法治
思想、結合當今中國的法治現
狀，發表了一些看法。

構建符合國情法治
眾所周知，孫中山的法治思想是一個相對

完善的思想體系，其從產生到不斷地完善，具
有比較明顯的特點。這個特點就是先生從少年
時代起，接受的就是西方教育，武昌起義前多
次遍遊歐美各國，對西方的法治思想（如美、
法、日、瑞士等國家的法治思想）有比較深刻
的了解和研究，尤其對西方的 「三權分立」思
想極為熟悉。因此，先生在構建自己的法治藍
圖時對西方的法治思想是有借鑒的。但是，孫
先生並沒有採用簡單的拿來主義，將 「三權分
立」模式直接搬來中國。相反，他根據中國的
特殊情況，先是創立 「三民主義」（民族、民
權和民生），並在此基礎上構建了 「五權憲法
」思想。用先生自己的話： 「此彈劾權及考試
權實我國之優點，吾人採取外國良法，對於本
國優點也殊不可拋棄。」這種做法是有啟發意
義的。有關領導一再指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
革不照搬西方模式，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
國內有些人士（尤其是法學界的一些人士）對
此很有些意見。認為不搞三權分立，司法獨立
問題就無法解決。本文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
或法治建設，理應考慮中國的國情，不應簡單
地照搬國外的做法。但是，不搞三權分立，不
等於不應該考慮司法相對獨立的問題，中國完
全有必要考慮如何改進和完善現有監督和制衡
機制。

孫先生在主持制定的《臨時約法》中，特

別強調 「司法獨立」的原則，規定 「法官獨立
審判，不受上級官廳之干涉」（第51條）； 「
法官在任中不得減俸或轉職，非依法律受刑罰
宣告，或應免職之懲戒處分，不得解職」（第
52條）。據此，本文有理由認為：中國要建立
司法相對獨立，就是要強調法院排除各種干涉
、更加注重 「維權」 （即維護憲法和法律保護
的權利）而不是將許多精力放在無法律原則的
「維穩」 上面。有學者已經在質疑維穩可能對

法治的破壞性，其中一個關鍵點就是維穩可能
直接導致法院的判決缺乏應有的權威性。當然
，司法獨立也不是一個簡單話題，涉及到法官
的遴選、待遇、素養以及相關糾錯機制等等問
題。

黨須在法律下活動
同時也必須看到，孫先生按照中國的傳統

文化，在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 「五權憲法」思
想時，並沒有忽略另一個重要思想，那就是 「
分權」和法律之上的思想。他提倡將 「政權」
與 「治權」分開（政權在民，包括選舉權、罷
免權、創制權、復決權四個方面；治權在政府
，包括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監察權、考
試權五個方面），政權與治權相互協助，相互
制約，反映出人民與政府的水舟之間的關係。
他也提出 「今日辦法只有以人就法，不可以法
就人」的法律之上思想。可以說，中國歷史上
第一個提出一切政黨和勢力均要在法律的範圍
內活動的重要原則的人士，就是孫先生。他說
： 「民黨之所求者，國中無論何人及何種勢力
，均應納服於法律之下，不應在法律之外稍有
活動」。可喜的是，胡錦濤在十八大作報告時
終於明確指出： 「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
，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任何組織
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決
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 這
句話，至少傳遞出這樣一個重要信息：那就是
中央領導與廣大民眾都已經有了對法律之上、

依法治國的強烈需求和渴望。有人說：這與信
仰法治可能還有一定距離，但至少離尊重法律
更近了。也有人說：要真正做到法律之上，還
需要具體措施的落實，例如規定：今後黨組織
及負責人的行為違反有關法律，人民可以向法
院起訴。這些問題當然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嚴格落實憲法規定
孫先生更是認為， 「憲法者，國家之構成

法，亦即人民權利之保障書也。」他認為民權
是法治的基礎和主要內容，法治為民權提供保
障。國家要奉行法律之上和依法治國，就應當
充分落實憲法所賦予民眾的基本權利。本文認
為，國家當務之急，就是要檢討並落實憲法的
規定。有人說，雖然中國的憲法未必十全十美
，但是，只有把憲法的每一個條文落實到實處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會邁進一大步。為此
，國家有關部門必須先從兩件事情做起：第一
是認真檢討現有的法律法規，看它們是否存在
與憲法相衝突的地方。比如，一直成為詬病的
勞教法規，在唐慧勞教事件再次被推到了風口
浪尖。是否應當考慮或將其廢止，或將勞教之
決定權收歸法院？建議很多。但至少有關部門
的領導已經承認：勞教制度的一些規定和認定
程序存在問題，改革勢在必行！第二，依法治
國，還應當檢討一些現有法律法規背後的道德
價值是否與憲法發生衝突。比如，全國出現不
少徵地惡性事件，都是一些地方政府打有關
徵地法規的旗號去做的，出現了程序不合法、
補償不到位、被拆遷人居住條件未得到保障等
情況。有人說， 「勞教制度是由中國立法機關
批准的法律制度，有法律依據」。言下之意，
勞教制度應當理直氣壯地保留。對此，有的學
者毫不客氣地指出：即便 「經過批准」、 「有
法可依」，也未必是良法。只要其背後的道德
價值與憲法規定發生衝突，就有必要修改或廢
止之。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1月3日，無獨有偶，有兩個前政務司司長提到
要爭取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要求現任行政長官
要為香港人爭取 「真的普選」。

最出位的就是陳方安生，她作為發動五區公投
操控政黨的 「密室四人幫」，公然抨擊三位特首表
現是 「一蟹不如一蟹」，認為港人已對梁振英失去
信任，而新華社出稿指港人 「要求梁振英下台」是
極不尋常云云。陳方安生又說 「希望泛民盡快商討
能共同接受的政改方案，公民黨和民主黨應牽頭討
論，她會擔任幕後角色」；陳方安生威脅民主黨說
： 「民主黨勿再背選民，走入中聯辦談判：中聯
辦管治香港、政改問題上冇角色！」

煽動教訓反對派政黨
梁振英正在準備施政報告，施政報告的重點將

會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但陳方安生的談話，卻
要把重點放到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如果梁振英

按照人大常委會的日程表，2017年的行政長官的普
選方法的制定，應該在2015年進行，未有列入2013
年的施政事項，陳方安生就會認為不符合反對派的
利益和願望，就會製造攻擊行政長官普選的話題。
如果梁振英的施政報告，以經濟民生為主導，陳方
安生就會蓄意把話題轉為普選行政長官，催谷反對
派炒熱普選行政長官的話題，衝擊香港特區政府的
優先處理經濟民生政策，大吵大鬧，轉移香港市民
的視線，使香港一事無成。

陳方安生還有一個惡毒的想法，就是煽動反對
派把矛頭直接指向中聯辦，否定民主黨過去願意參
與同中聯辦協商的做法，如果民主黨和中聯辦有任
何接觸，就是出賣香港市民的利益；陳方安生教訓
反對派政黨：今後他們的路向，就是向行政長官爭
取反對派設計的所謂 「真普選」，以此阻撓發展經
濟民生，就是 「民主大英雄」。把反對派驅到了不
對話的不歸之路，這樣一來， 「密室四老」就可以
把所有反對派政黨都捆綁起來，和中央進行對抗。
所以，陳方安生首先就警誡民主黨：民主黨只能是
聽四老的指示，不得單獨行動。可說是霸氣十足，
好像政壇教父。

不准對話而是對抗，這就是外部勢力目前亂港
的策略。如果在經濟民生問題上大搞對抗，反對派

就會暴露損害港人利益的嘴臉，失去選票。所以，
陳方安生企圖發揮指揮棒的作用，讓反對派集中精
力搞2017年的選舉問題，向行政長官施壓，讓香港
分心分神，不可能全心全意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
樣反對派就可以突襲得手，繼續延續在政治問題相
對抗的局面。

刻意歪曲新華社報道
陳方安生關於 「行政長官一蟹不如一蟹」的言

論，是她人格品德破產的具體表現。她作為董建華
的手下，許多政策有份參與制訂，現在 「反轉豬肚
就係屎」，潑婦罵街，企圖推卸自己的責任，可說
是品格惡劣。究竟她在政務司司長的崗位上，是一
個建制派，還是一個反對派？中聯辦是中央政府派
駐香港的機構，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政制發展問題上
，有主導的權力，中央政府授權中聯辦接觸香港各
界人士，包括香港的政黨，了解他們對2017年行政
長官選舉產生辦法的意見，相當正常，為什麼陳方
安生說中聯辦在政改問題上，沒有角色？那麼中央
的角色是什麼？陳方安生作為前政務司司長，怎樣
理解基本法和執行基本法，怎樣理解中央和香港特
區的關係？

陳方安生退休之後，從五區公投到每一次政改
，積極插手其中，力謀控制政黨，她有沒有得到選
民的授權？她能夠這樣幹，憑的是什麼？這種凌駕
於香港的公民權利的做法，完全是踐踏民主政治的
行為，是一種獨裁者的行徑。如果陳方安生真正相
信民主，她就要參加民主選舉的遊戲，通過選舉進
入香港的政壇。而不是靠外國勢力的金錢，操縱政
黨，對政黨今後要做什麼不做什麼，垂簾聽政，操
縱一切。

陳方安生說：新華社出稿指港人 「要求梁振英
下台」是極不尋常云云。這說明了她蓄意妖言惑眾
。新華社的報道，同時報道了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支
持梁振英的具體內容。何以陳方安生斷章取義，歪
曲事實，誤導港人。新華社正在進行新聞改革，強
調報道內容要精簡、有信息性、要對讀者有用。所
以，新華社報道了反對派 「要求梁振英下台」的事
實，讓內地人民群眾也知道，香港的外部勢力和反
對派正在香港搞搞震，而中央派出的大員張曉明在
這個時刻站了出來，大力挺梁。陳方安生的言論，
可以說是 「大聲夾惡兼冇準」，如果她稍為花一點
時間，看一看內地的報紙，就可以知道經過十八大
之後，全國的會議風氣、報紙文風都在大改革，面
目一新。報紙發揮了人民群眾監督政府施政、協助
幹部高效率的掌握社情民意、迅速作出反應的橋樑
作用，這是中國政治改革的一個突出表現。陳方安
生不讀書不看報，已經落後於形勢，她的對記者談
話，說明了她的淺薄和非常懶惰，講得越多，只會
自暴其醜。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人們都說，法律是無情的
。但是當我讀到全國人大剛剛
表決通過的新修訂的《老年人
權益保障法》，將子女 「常回
家看看」正式寫入法律時，卻
感到了法律中的溫暖。

新法律的第十七條明確規定： 「家庭成員應當
關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視、冷落老年人。
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贍養人，應當經常看望或者問
候老年人。」筆者相信：在這條法律通過時，每一
位起草者、每一立法者和每一位將來的執法者，都
沐浴一種溫暖的人道與人性的氛圍，都能感到一
種在現代社會管理和傳統文化的有機鏈接中充溢
一種智慧，一種人性與理性結合的睿智。

最溫暖人心的法律
不可否認，中國在改革開放30多年中取得了舉

世注目的進步與成就，也遇到了巨大的困惑和難題
。其中有兩個最大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難題。其一是
在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法治與道德應該怎樣
結合？中國優良的傳統文化在法律的保護和支撐下
，在現代社會特別是在現代多元價值觀存在的前提
下，怎樣才能得到新生與弘揚？其二就是中國在法
律制度日益健全和日臻完善的同時，卻發現法治建
設永遠 「跟不上」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更無法有

效地解決法律執行力十分薄弱的現狀。換句話說就
是，中國在走向民主法治國家的道路上，在加強社
會建設的系統工程中，既遇到了道德困境，又遇到
了法治困境。

筆者多年來就信奉這樣一個道理，在推動社會
進步與文明發展中，在建立健全和維護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秩序的過程中，在中國走向中等發達國家和
實現小康社會的歷史演進中，在不斷克服新舊社會
矛盾以求得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平衡的努力中，法
律與道德都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但又都是維
護社會和諧與穩定的不可或缺的保障。法律不可能
填補道德的空白，道德也不可能成為離開法治而獨
行天下的利器。道德可以彌補法律的不足，法律應
該固化優良的社會道德。只有把以法治國與以德治
國加以有機地辯證地結合，中國公眾的社會權宜和
社會地位才能得到基本的保證和基本的尊重，中國
也才可能成為一個令世界尊重的現代文明國家。

從幾年前一首《常回家看看》的流行歌曲紅遍
大江南北，到今天以國家立法的形式將這一社會呼
籲確立為社會行為的法律依據，就是在以法治國和
以德治國二者相互結合上的一次有益探索。以法律
形式來保障傳統道德價值，體現了倫理和法理兩者
共鳴互補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新法律還有
另一個十分突出的特色。那就是它不僅對廣大公眾
有一般法律所固有的約束性（強制性），而且還
帶有相當的倡導性和可塑彈性。條文說： 「家庭成
員應當關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視、冷落老
年人。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贍養人，應當經常看望
或者問候老年人。」這其中使用的兩個 「應當」就
是在提醒和鼓勵子女要去滿足中國老人的精神上心

理上的需求。特別是對少數不孝子女來說，這項立
法則可以促使他們對自己的冷漠行為有所反思和醒
悟。

警示敗壞道德行為
筆者所言的可塑彈性，是指這條倡導性規定並

沒有相應的處罰措施，這是對經常看望與問候的 「
度」的把握。因為就目前來說， 「經常看望」依然
只有模糊的界定。按照目前中國的現狀，各地與各
單位對探親的規定各不相同，不僅存在主體上已婚
和未婚子女的不同，而且有同處一地與異地居住的
差別，同時還有贍養父母的不同方式的區別。所以
，我們目前還只能把這項法律條文視為倡導性規定
。這雖然可以看作一種缺欠，但其背後所包括的正
面效應卻是利遠大於弊，積極意義毋庸置疑。

眾所周知，中國人口老齡化已經進入快速發展
期。截至2011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接
近1.85億，佔總人口的13.7%，龐大的老年群體面
臨的風險和問題突出。針對家庭養老功能明顯弱化
， 「空巢」老人快速增多的情況，這修訂後的法律
規定，為創造一個更富人性化的社會養老體系，開
闢了十分廣闊的道路。也為舉全國全民之力，應對
已經到來的 「銀髮浪潮」，打下了扎實可靠的法律
基礎。

冬季，是數億中國人回家探親與父母團聚的季
節，是億萬家庭施放與積蓄親情的日子。有那首《
常回家看看》的老歌和新修訂的《老年人權益保障
法》的陪伴，這個冬天，人們會感到雙倍的溫暖！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務實看待最低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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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三年一月五日 星期六A9大公評論 園地公開 文責自負
電郵：tkporg@takungpao.com 傳真：28345135

責任編輯：張 林

點香江指 〕

】亞太風雲

】指點香江 】議論風生 】港事港心

】有話要說 】知微篇 】台灣動向

】兩岸互動 】神州點面 】中外連線

】國際關鳳 】經濟觀察

觀微觀議 〕 事港心港 〕

話要說有 〕 微篇知 〕 灣動向台 〕

岸互動兩 〕 州點面神 〕 外連線中 〕

岸互動兩 〕 州點面神 〕 外連線中 〕

太風雲亞 〕 際關鳳國 〕 濟觀察經 〕

點香江指 〕

】亞太風雲

】指點香江 】議論風生 】港事港心

】有話要說 】知微篇 】台灣動向

】兩岸互動 】神州點面 】中外連線

】國際關鳳 】經濟觀察

觀微觀議 〕 事港心港 〕

話要說有 〕 微篇知 〕 灣動向台 〕

岸互動兩 〕 州點面神 〕 外連線中 〕

岸互動兩 〕 州點面神 〕 外連線中 〕

太風雲亞 〕 際關鳳國 〕 濟觀察經 〕

點香江指 〕

】亞太風雲

】指點香江 】議論風生 】港事港心

】有話要說 】知微篇 】台灣動向

】兩岸互動 】神州點面 】中外連線

】國際關鳳 】經濟觀察

觀微觀議 〕 事港心港 〕

話要說有 〕 微篇知 〕 灣動向台 〕

岸互動兩 〕 州點面神 〕 外連線中 〕

岸互動兩 〕 州點面神 〕 外連線中 〕

太風雲亞 〕 際關鳳國 〕 濟觀察經 〕

點香江指 〕

】亞太風雲

】指點香江 】議論風生 】港事港心

】有話要說 】知微篇 】台灣動向

】兩岸互動 】神州點面 】中外連線

】國際關鳳 】經濟觀察

觀微觀議 〕 事港心港 〕

話要說有 〕 微篇知 〕 灣動向台 〕

岸互動兩 〕 州點面神 〕 外連線中 〕

岸互動兩 〕 州點面神 〕 外連線中 〕

太風雲亞 〕 際關鳳國 〕 濟觀察經 〕

點香江指 〕

】亞太風雲

】指點香江 】議論風生 】港事港心

】有話要說 】知微篇 】台灣動向

】兩岸互動 】神州點面 】中外連線

】國際關鳳 】經濟觀察

觀微觀議 〕 事港心港 〕

話要說有 〕 微篇知 〕 灣動向台 〕

岸互動兩 〕 州點面神 〕 外連線中 〕

岸互動兩 〕 州點面神 〕 外連線中 〕

太風雲亞 〕 際關鳳國 〕 濟觀察經 〕

行政會議通過最低工資由時薪
28元調升至30元，即時遇上反對聲
音。工聯會一直爭取時薪33元，並
認為政府以滯後數據來釐定最低工

資水平不合理。33元背後的理據何在，對本地經濟所帶來的影響有
多少，目前尚未見有詳盡的分析；但 「滯後數據」這一點就值得探
討。筆者對使用前瞻數據去釐定最低工資有所保留。所以，今次是
一個很好的機會去測試這個偏差。由現時至明年五月及後，我們都
可以做仔細的觀察，從而得出最低工資提升兩元對未來經濟狀況的
影響，為未來運用前瞻數據打下基礎。

從以上的討論可見，運用客觀數據去釐定最低工資水平並不容
易，到最後很大部分都仍要 「靠估」。所以，人們傾向採取較簡易
的基準。最經典的例子，就是麥當勞的巨無霸餐。美國的最低工資
水平比當地的巨無霸餐要低一點，而加拿大則大致相若。也就是說
，只要你工作一小時，你就至少可以吃飽肚子。而香港的巨無霸餐
長期做特價（現為21元），箇中玄機值得大家深思。

筆者認為，在檢討最低工資水平時，不應該將思路過分集中於
透過最低工資去解決基層貧窮的問題。因為這是毫無異議的，否則
根本就不需要有最低工資了。反而，應該將討論放回最低工資的政
策之上。舉例說，最低工資有否對年輕人的就業情況構成負面影響
？新西蘭為缺乏工作經驗的年輕人另立一套最低工資的做法是否可
取？假如香港經濟面臨滯脹（即經濟增長放緩時仍有通脹），那麼
是否仍要上調最低工資？甚至，最低工資是否一定要與消費物價指
數掛？最低工資實施已一年多，社會仍未充分討論這些問題。是
時候擺脫 「叫價式」的爭議，各黨各派宜實事求是去看待最低工資
問題，並為市民展開有深度、有建設性的討論。

作者為青年區動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