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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將是香港政治基本矛盾進入白熱化階段的一年，反對派在其後台老闆策動下，將以提前展
開關於雙普選的諮詢和相關立法工作為 「綱」 ，打擊、破壞行政長官梁振英及其管治班子的管治和施
政；將以發動類似於反對國民教育風波的 「準顏色革命」 或 「顏色革命預演」 ，逼中央和特區政府在
雙普選議題上就範。

香港極端政治化的憂慮

回眸過去一年
，有喜有悲、有苦
有樂。2012年7月1
日是香港回歸祖國

15周年的紀念日，香港特區政府第四屆行政
長官順利誕生，胡錦濤主席親自來港出席回
歸慶祝典禮暨新特首宣誓典禮，並帶來中央
多項挺港措施，為巿民打氣。香港背靠祖國
，內地龐大的巿場蘊藏巨大的商機，未來
發展香港要抓住內地經濟改革、轉型的機遇
，發揮自身優勢，把握黃金十年，冀能分享
內地改革之碩果。

去年全世界發生很多天災、人禍，給各
國造成一定的經濟損失及人員傷亡，面對浩
瀚的大自然，更體會到人類之渺小，應珍惜
眼前人。中秋之夜本應人月兩團圓，遺憾
的是香港南丫島發生撞船事故，有人瞬間
痛失至愛親朋、陰陽相隔，惟有嘆人生無
常。

筆者曾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先生，
提議各國儀仗隊在歡迎國賓時，是否可改用
以音樂或鮮花，代替儀仗隊隊員配備帶刺刀
槍枝武器列隊歡迎，以奏出兩國最流行的柔
和、悅耳的音樂致歡迎儀式；也可考慮用少
年兒童儀仗隊手持鮮花迎接，象徵世界和平
之路。鮮花代表美好，表達了誠摯的祝福，
不論是佛教還是基督教，都有以美麗的花朵
迎賓的傳統及習俗，婚禮上也是以花卉表達
祝賀之意。不少高僧及牧師也認為舊的習俗
和方式可以改革，與時並進。

新的一年，經濟、民生始終是巿民最關
心的切身問題。國際上，歐債危機仍未解除
、前景不明，大家不可過於樂觀、掉以輕心
；美國方面，奧巴馬政府雖最終得到眾議院
於1月1日凌晨表決通過避開 「財政懸崖」法
案，但由於民主、共和兩黨協議將過千億的
政府自動削支方案推遲2個月執行，屆時就
如何削減開支及提高舉債上限，仍存在許多
未知數，無疑為美國經濟埋下了兩枚 「定時
炸彈」。作為世界經濟龍頭的美國， 「牽一
髮而動全身」，其高踞不下的財赤問題一日
未解決，一日都將成為全球金融巿場的隱憂
。香港乃國際金融中心之一，務必進一步提
升競爭力，居安思危，謹慎應對，才能穩中
求變，與時並進。

助抗通脹紓困勝 「派錢」
民生方面包含了住房、物價、教育、醫療、娛樂等，

其中住屋需求及通脹問題乃巿民最關注的大事，民調顯示
：受訪者新年願望中排首位的是希望能夠早日置業、擁有
一個 「安樂窩」，惟相當多巿民認為現時樓價過高，難以
負擔得來。面對來年房租、電費、交通費、醫療費、膳食
費樣樣加價，普羅大眾希望政府多投放資源，幫助巿民對
抗通脹，緩解民困，此舉料勝過 「派錢」方式。

有道是：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新
的一年，是人生旅途中新的起點、新的期盼，願大家充滿
信心、再接再厲，同心協力、揚帆遠航，共同建設我們美
好的家園，使 「東方之珠」永放光芒。

作者為方樹福堂基金主席

倒梁是另類顏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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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敢涉足深水區嗎？

當前，香港的反對派在
若干西方國家指揮下，正以
兩種面目和兩種策略向 「一
國兩制」和《基本法》發起
猖狂挑戰和進攻，他們要搞
亂香港， 「火中取栗」，全

面奪取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

公開打出搞亂香港旗幟
反對派的一種面目和策略是：赤裸裸 「猙

獰」，毫不妥協攻擊─公開打出搞亂香港的
旗幟，公開喊出改變國家政治制度、推翻中央
的口號。林和立發表於2012年7月5日的博客文
章《香港失控是中國巨變的前奏》，是這一種
面目和策略在輿論上的一個代表。該文稱： 「
2012年可能是香港歷史更重要的分水嶺。」

的確，2002年下半年反對派發起反對《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和2003年 「七．一」發
起 「反對廿三，還政於民」大遊行，儘管實際
上是將矛頭指向國家政治制度和國家執政黨，
但是，反對派的策略是避免言文直接挑戰和攻
擊中央。

從2010年香港就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產生辦法展開諮詢和立法工作以來，一股激進
反對勢力開始生長，不僅將示威遊行目的地從
以往僅限於特區政府總部向香港中聯辦駐地轉
移，而且，發動 「五區總辭，變相公投」。

2012年，激進反對勢力進一步擴張。一方
面，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空前錯綜複雜而激烈
，另一方面，反對派利用一部分香港市民不滿
和抵制香港經濟融入國家主體經濟的心理和情
緒，煽動阻撓兩地經濟一體化風波。在此過程
中，一部分人公然打出 「港英旗」，是香港回

歸以來前所未見的新動向。
在剛過去的2013年元旦反對派發動的示威

遊行中，不僅反對國家政治制度和國家執政黨
的標語口號觸目皆是，而且，一支近百人隊伍
舉 「英國國旗」和 「港英旗」史無前例地行
向香港中聯辦駐地示威，有人公然焚毀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旗。

誠然，眼下，在反對派中，佔主流的依然
是另一種面目和策略，即：以較為軟性的面目
出現和裝作可以妥協的姿態。

例如，在2010年參與 「五區總辭，變相公
投」並且對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
投了反對票的公民黨，其領袖人物最近表示，
願意就未來香港政制發展議題與中央談判。

以雙普選逼中央就範
再如，在2005年下半年關於2007年行政長

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鬥爭中，港英最
後一屆政府第二把手及特區第一屆政府第二把
手，扮演了反對派核心人物；她在1月3日，既
表示眼下推倒行政長官梁振英是不現實的，又
承認中央在香港普選議題上有誠意。

但是，必須警惕的是，香港政治基本矛盾
的性質及其客觀規律是不以任何政治團體、政
治人物的主觀意願和力量為轉移的。

即使公民黨開始為自己塗抹一點 「鴿派」
色彩，另一位著名女士也表現得不無通達情理
，但是，他（她）們的基本政治立場沒有改變
。公民黨主席呼籲反對派提出一個關於雙普選
的共同方案，那位著名女士也發出同樣的呼籲。

試想：面對香港政治社會矛盾愈益惡化，
激進反對勢力不斷增長，謀求反對派共同的雙
普選方案的結果怎麼可能不是反對派集體倒向
激進？

2013年將是香港政治基本矛盾進入白熱化
階段的一年，反對派在其後台老闆策動下，將
以提前展開關於雙普選的諮詢和相關立法工作

為 「綱」，打擊、破壞行政長官梁振英及其管
治班子的管治和施政；將以發動類似於反對國
民教育風波的 「準顏色革命」或 「顏色革命預
演」，逼中央和特區政府在雙普選議題上就範。

之所以稱即將發生的是 「準顏色革命」或
「顏色革命預演」，是因為，目前，反對派的

後台老闆尚不欲與中國全面攤牌。他們所追求
的當前目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雙普選採取西
方模式以實際奪取香港管治權。只有在這樣的
「曲線控制香港」變相獨立政治實體的圖謀失

敗之後，若干西方國家才會進一步把香港完全
搞亂。

反對派及其後台老闆之所以有恃無恐，是
因為他們在香港尚有不可低估的政治、經濟和
社會影響，同時，他們視中央 「投鼠忌器」為
軟弱，得寸進尺。

須丟掉幻想保持清醒
香港市民應當清醒了：這些年來，中央一

直關愛香港，為了香港穩定繁榮大局，不僅動
用國家的力量給香港經濟發展以源源不斷的支
持和幫助，而且，以被迫應對的方式，向反對
派展示了極大的容忍。中共十八大將 「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 「保持香港、
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一起列入 「中央政府對香
港、澳門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的根本宗旨」，
是因為在香港問題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一而
再再而三地遭受若干西方國家的嚴重挑戰。

在國家主權和安全問題上，沒有妥協的空
間。 「鼠滿為患」，為了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
，消滅老鼠，不得不破碎一點瓷器。為了粉碎
反對派及其後台老闆搞亂香港、火中取栗的陰
謀，愛國愛港陣營必須丟掉幻想，準備戰鬥。

香港的形形色色的反對派，不過是若干西
方國家的馬前卒。倘若沒有後台老闆，香港的
反對派就將很快作鳥獸散。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立法會今日將正式啟動對行政長官的彈劾動議
，二十七名反對派議員以 「失實陳述」為由，要求
梁振英為此辭職下台。

固然，提出彈劾動議是基本法賦予立法會議員
的權力，偍必須指出的是，自去年七月一日新政府
上台以來，類似的政治指控動議已經一而再、再而
三提出。從不信任動議，到引用特權法動議等等，
整個立法會幾乎成為黨同伐異、打壓政治對手的政
治工具，真正涉及重大民生議題的工作，立法會幾
乎未進寸功。這就是香港市民所希望見到的局面
？社會被極度政治化的黨爭淹沒，又豈是香港之
福？

香港之所以是香港，自由民主、法制精神、高
效廉潔的政府，這些毫無疑問都是核心因素。但在
這些因素之外，繁榮的經濟、和諧的社會，同樣也
應該是香港的特質。不可否認，回歸十五年來，香
港的特質獲得不斷加強，民主發展不斷向前推進。
但令人憂慮的是，香港過往的核心競爭力正在不斷
受到侵蝕。經濟發展乏力，社會爭拗日盛，更為嚴
重的是，政府與社會已經無法聚焦於重大的發展問

題。

政治爭拗無日無之
例如，為了解決房屋供應問題，政府欲開拓新

界東北，在政黨操控下最終由一個社會問題演變成
政治問題，問題被迫擱置；政府為改善長者生活的
生活津貼，立法會討論了超過五個月，至今仍然懸
而未決；為了更有效推進施政，改組架構議案也被
否決。可以說，如今的香港特區，已經逐步演變成
一個極度政治化的城市。任何公共議題，不論是否
與政治有關，都毫不例外地的成為政黨操作的犧牲
品。

而針對特區政府以及政府高官的指責性動議，
從七月一日至今已發生多次。例如，去年底，民主
黨胡志偉提出所謂的 「不信任動議」，指責梁振英
「講大話」要求他自動辭職；於再早之前，反對派

提出要求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以徹查梁宅僭建。儘
管以上動議都遭大比數否決，但反對派政黨絲毫
沒有任何自我收斂的跡象。而於今日提出的 「彈
劾」動議，更可以說是這種極度政治化的又一體
現。

沒有人會否認，作為一名政治人物尤其是香港

最高的政府官員，應當秉承廉潔奉公。梁振英住宅
存在的僭建問題，顯而易見是違反了相關建築條例
，應當如何處理，市民應當對政府部門有足夠的信
心，他們會秉公處理，僭建應拆則拆，應提告就提
告。但令人失望的是，立法會反對派政黨不去針對
僭建問題本身去討論長遠的解決之道，而是以查僭
建之名，去行推翻梁振英之實。美其名為 「彈劾」
，實際上的做法，更像是一種政治指控。更何況，
這種指控一而再、再而三提出，已經耗費了立法會
太多寶貴的時間與資源。

社會發展無人問津
到底香港市民是否希望看到這種極度政治化的

局面？答案是否定的。昨日，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公
布一項調查，指有多達六成三的市民最關心民生問
題，較上次調查增加二個百分點；其次有兩成二市
民最關心經濟問題。而表示最關心政治的，只佔
百分之十二。即是說，一萬名市民中有八成五人
關注民生與經濟，如此大的比例還不足以說明問
題？

港大同一項調查還發現，五成五受訪者不滿現
時政治狀況，表示滿意的只有一成四；不滿民生的

有近五成，滿意的有只有不足兩成。另外，三成七
受訪者對經濟狀況不滿，表示滿意的不足三成，增
加百分之五。調查又發現，市民愈年輕，愈不滿目
前的民生狀況。

一個社會有近九成市民最為關注的問題，是否
同樣應當成為立法會最為關注的議題？換個角度說
，社會上近九成市民關注的，何以不能成為議會最
關注的議題？

事實上，香港當前並非萬事大吉，而是危機處
處。從經濟層面而言，香港應如何在劇變的世界大
勢中保持高度的競爭力，以免被周邊城市趕超？如
何發展新興產業，以創造更多的機遇？從民生層面
而言，如何進一步壓抑瀕臨危機邊緣的樓市？如何
應對不斷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如何幫助弱勢群體
？此外還有教育、醫療、福利等等，諸多問題等待
政府與立法會協力去解決。

香港恐成二流城市
當然，關注民生與經濟問題，並不意味可以

放任政治問題，更何況，未來香港將面臨二零一七
年普選的政改諮詢，這需要社會的共識方能推動香
港的政制發展。而僭建問題涉及所謂的官員誠信，
立法會盡自己的責任去質詢，是合理之舉。但市民
真正反感的是，這種毫無節制、極其自私的政治指
控，正在不斷消耗香港的機遇。如果立法會反對派
不思自省，按此種趨勢發展，十年後，香港難免成
為一個極度政治化的城市，屆時，儘管有了有普選
，卻犧牲了競爭力與發展動力，香港淪為中國的二
流城市，還會有任何吸引人之處？

兩岸和平發展態勢
在過去一年有了令人振
奮的進展，特別是透過
去年七月舉行的 「兩岸

經貿文化論壇」及年末登場的 「台北會談」，由
國共交流發展到民共初步接觸，似乎已經逐漸向
「深水區」邁進。

近期民調顯示，百分之八十的台灣民眾支持
兩岸深化交流，由民間開始推動的深化發展使兩
岸的主政者不能不更迫切地考慮未來的政治導向。

北京作好政治協商準備
就中國大陸來看，雖然一貫主張兩岸交流先

易後難，先經後政，但從中共十八大的報告中以
及最近 「台北會談」孫亞夫的談話表明，中共已
經就兩岸政治談判作了戰略及政策上的準備。

在 「台北會談」中孫亞夫清楚地發揮這樣的
論述：兩岸尚未統一是一種政治對立，而不是領
土和主權分裂，兩岸還是同屬一個國家。兩岸關
係不是國與國關係。

所以 「一個中國的主張」一直有共同點與連
接點。求一個中國之同，存對一個中國政治涵義
認知之異。進而增進互信及良性互動。

孫亞夫非常具體地提出 「一中三憲」的主張
，那是雙方都視對方憲法為 「憲法性文件」，在
此基礎上雙方再簽署一件具有憲法性文件的和平
協議，作為雙方憲法以外的第三件憲法基石，互
相承諾不分裂主權。

大陸已如此明確地提出具體方案，表明已經
開始向深水區前進，而且留有空間讓台灣進行深

度思考。當然，有關和平協議的具體內容應該是
什麼，還需要雙方深入探討，馬英九也曾經提出
要大陸就此提出具體內容。

目前兩岸和平發展勢頭已不可阻擋，經過民
間的不斷探討，大致上和平協議可分為廣義與狹
義兩方面。其中，至少應該在內容上簽署結束兩
岸戰爭狀態，從法理上確定這一前提，然後雙方
承諾在具體政策上共同鞏固和維護兩岸和平發展
前景。另一項具體內容應該共同在對外不作 「雙
重承認」，而共同維護一個中國框架上的中國完
整主權與領土，承諾不分裂中國。

如果兩岸能簽署這樣具有憲法性的文件，向
深水區發展必然帶來更加迅速的良好前景，政治
上的談判也將引起民進黨的震撼。所以，大陸方
面一切已在進行中，在耐心地等待馬英九的回應。

馬英九在大選前曾經承諾，連任後就會開展
政治對話，簽署和平協議。他承認 「九二共識」
，正因為他在兩岸關係的立場上正面，才使他贏
得大選。

可是他選上一年後，卻不再談和平協議，更
不再談政治談判。而且他在接受雜誌訪問中還說
簽署和平協議也不是最重要的要務。進而他認為
現在的和平發展形勢已經是廣義上的和平協議了
，還要增加什麼內容呢？由此可見，馬英九從大
選前的高調已經變成現在的模糊了。他甚至連恢
復「國統會」及「國統綱領」也隻字不提了。當年參
加起草國統綱領的前海基會副董事長邱進益也很
憤慨地表明，當年馬英九是參加起草國統綱領的
，為什麼現在反而不敢理直氣壯。馬英九甚至連
修改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至今仍未全力啟動。

馬英九大權在握反而思路倒退，令人難解。

經驗告訴人們，馬一貫行事小心謹慎，在這種重
大歷史轉變的關頭不敢大刀闊斧地去做，是性格
使然，不難理解。這種看法實際已影響到他的執
行團隊，剛受命於馬擔任陸委會主委的王郁琦明
顯是在揣摸 「老闆」的思路，提出了不急於簽署
兩岸和平協議。而也是馬新任命的海基會董事長
林中森，雖然被國台辦副主任李炳才稱為 「老實
人」，但他三次登陸卻絲毫未觸及 「正題」。

馬英九被美因素分了心
然而，馬英九徘徊不前已露 「馬腳」，這點

從他新近派出的得力夥伴金溥聰在 「駐美代表」
任內的所為可窺一斑，金近日返台後表明台灣要
向美國購買F16C/D戰機及其他軍備，原來馬英九
是在探美國的水溫。眾所周知，美國在圍堵中國
的第一島鏈中台灣處於島鏈的重要戰略地位。雖
然美國公開表態樂於看到兩岸和解局面，但背地
裡卻不願看到兩岸真正處於完全和平狀態，尤其
是目前正值重返亞洲的重大戰略轉移中，加強圍
堵還只嫌不夠，怎能不擔心島鏈在台灣一段崩潰
呢？因此，美國一定要在背後不間斷地為兩岸製
造障礙，其推行的所謂兩岸軍事平衡，實際上也
是在阻礙兩岸和平發展。

不過，歷史潮流不可阻擋，兩岸民間在 「二
軌」上開啟兩岸政治協商的討論，除了 「台北會
談」之外，還有跨黨派的 「台北論壇」，兩岸民
間論壇遍地開花，在強大的民意面前，台灣當局
要逆轉思路絕非易事。

北京已經做好了準備，就等台北作出真誠的
回應。 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

日本副首相兼財相麻生太郎近日借訪緬甸特地來到仰光的一處
二戰日軍墓地拜祭。此舉，引發了緬甸公眾特別是緬甸華人的強烈
抗議。而今，此事發生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即將出籠的 「新談話」
前夕，因此自然成為人們觀察安倍政權政治取向的一個視角。

談二戰，世人不會忘記上世紀四十年代的緬甸戰場。正是日本
殖民地槍炮使緬甸成為火海，也成為中國軍隊與日本侵略者欲血奮
戰的見證。在數十年後的時下，日本執政的政權副首相竟然在訪緬
之際拜鬼，就不能不引發輿論的抵制和各國的警惕。

應該說，此次麻生副相訪緬拜鬼之怪事是與日本全面右傾的背
景息息相關。人們記得，2009年8月15日是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64
周年紀念日，日本政府當天在東京日本武道館舉行 「全國戰歿者追
悼儀式」。時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曾在儀式上說，日本不應將侵略
戰爭悲慘教訓遺忘。麻生說，300餘萬日本人死於二戰，同時日本
也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的人們造成了重大損害和痛苦。

時間才過了兩年多，同樣一個麻生，為何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
反省的問題展現了兩種面孔？這說明日本政壇和日本社會已明顯地
向右轉。麻生緬甸 「拜鬼」這個動作既有迎合日本國內右翼思潮之
因素，也從一個側面展示安倍政權的兩面性。展現在世界面前的是
日本安倍政權一方面表示與中韓搞好關係，比如據日本新聞網1月6
日報道，日本外相岸田文雄6日在日本國內一檔電視節目中，呼籲
與中國進行外交談判溝通解決釣魚島問題；但一方面卻公開 「拜鬼
」；一方面派特使訪韓，希望與中國和好，但另一方面卻擴大軍費
，增加自衛隊規模。如此兩面就很難取信於中國與韓國，很難取信
於世界。

麻生拜鬼得不償失
□馮創志

□胡麗儀

□王修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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