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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特區政府的內部事務，中央政府不可能去管，只有涉及兩地關係的重大問題，中央政府才會
「管」 。基本法對此已經有了十分清楚的規定，也是回歸十五年來的客觀事實。可惜的是，由於一些
別有用心政客的刻意誤導，影響了部分香港市民對中聯辦的看法。張曉明的坦誠回應，實際上是在為
中聯辦的工作 「正名」 ，向公眾解疑釋惑。西環不會治港，但中聯辦必須盡職， 「西環治港」 論今後
可以休矣。

正確認識中國發展道路

兩個多月前，新加坡開張一間餐廳，取名 「釣
魚島」，店內掛大量釣島圖片，從而引發熱議。

有一個人擔心會引起旅居新加坡日本人反彈，
於是向警方投訴。目前，新加坡警方聯合新加坡廣
告標準管制局及新加坡會計與企業管理局，對該店
展開調查，看是否違反相關法律。

有投訴，需調查，這是常規。問題是，投訴人
的擔心是否必要？何以那麼怕日本人？為什麼不關
注人類遠遠超過本地日本人的本地華人的認知和感
受？一人擔心豈有代表性？

華人都認定釣島屬中國
本地公民328萬人，其中華人佔74%，他們有中

華民族感情、祖籍國──中國情懷，還有正義感，
筆者接觸過各階層本地人中華族人士，他們沒有一
人否認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他們沒有一人否認
鈴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新加坡永久居民53萬人，
外籍人士150萬人，其中有很大部分是中國人（包
括港澳台）。本地日本人有多少？

這間餐廳，位於市中心商業區武吉士（Bugis）
建安大廈，店主是一對新加坡土生土長的本地華人
夫婦，男店主姓林，職員全是本地人，出售的是本
地招牌食物，是間地地道道新加坡人開的餐廳。

這間餐聽，除起名 「釣魚島」外，餐廳招牌寬
近米、長十幾米的巨型背景圖案也是釣魚島，餐廳
內部牆上掛了50幅放在鏡框裡與釣魚島有關的圖表
、地圖和照片，還有關於釣魚島的和歷史爭議敘述
等，其中《從歷史事實著釣魚島主權歸屬》一文是
互聯網下載加以放大成寬數米、高約兩米，內容具
體詳實，很能說明真相。筆者一一拍攝，限於篇幅
，未能在文中刊登所拍相片。

這間餐廳，總面積2000多平方呎，從外表看與
新加坡常見餐廳相似，唯一引人關注的是招牌上 「
釣魚島」三個字和作為招牌背景的釣魚島大幅照片
。餐廳裝飾較簡樸，桌櫈簡單，除賣一般餐食外，
還售普通麵包糕點，顯示只是一間面向普通民眾、
工薪階層的中低檔餐廳。不過，店內兩面牆上掛滿
同釣魚島有關的圖表、照片和新聞報道，還有大幅
關於釣魚島歷史和爭端介紹，則是一大特色。

旅星日本人竟無理提告
店內展示的史料比較多，包括甲午戰前出版的

釣魚島古輿圖，歷史文獻關於釣魚島和琉球群島的
記載，美國官方關於釣魚島問題的觀點。對於現階段中日釣魚島
爭端的來龍去脈，也有詳細介紹。不過，1785年日本林子平繪《
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島之圖》，展示的有彩圖無圖說；明永樂初年
《順風相送》明朝譽清抄本 「福建往琉球」（針路）複印件未展
示；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鄭若曾繪《籌海圖編》卷一《沿
海山沙圖》影印本及圖說亦示展示；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
乾隆欽命繪製《坤輿全圖》複印件及圖說亦未展示。這些重要古
輿圖與史藉，如果准許的話，希望今後能補充展示。

由於這間餐廳位於商業區，周圍有很多商店和辦公樓，中午
是用餐高峰，很多顧客會在等位時觀看店內展示的資料。因為多
是中文，對新加坡本地民眾閱讀能力有一定限制，新加坡本地年
輕華人，多受英文學校教育，很多人雖然能講華語，但閱讀華文
能力有限。

這間餐廳工作人員說，他們的圖表、地圖和照片，是掛在自
己私人物業店內，不是掛在餐廳以外的公共地方，並不違反新加
坡廣告標準管制局的規定；餐廳的名稱 「釣魚島」，是向政府申
請註冊獲得批准的；新加坡警方、新加坡廣告標準管制局、新加
坡會計與企業管理局調查後，至今還沒有告知他們任何決定。新
加坡相關法律，筆者不了解。後續如何，有待新加坡政府有關部
門的決定。

這間餐廳店主，在蒐集上述圖表、地圖、照片以及設計布置
方面，確實是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筆者前往這間餐廳仔細參觀
後，深受感動。其中華民族感情深厚、對祖籍國─中國情懷精
邃，勇於維護真理富有正義感，值得讚許。

他們所展示的資料都是真實的，符合客觀事實，如果旅居新
加坡的日本人要反彈，則是無理霸道！

店主支持中國保釣行動
民間與政府是有所區別的。例如，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美

國政府表示不持立場，實際上是袒護日本，是始作俑者。然而，
《紐約時報》和《華盛頓日報》刊登廣告證實釣魚島是中國固有
領土，美國政府並無干涉；美國華人堅決支持中國保釣，反對日
本復活軍國主義，美國政府亦無干涉；東京華僑創辦的《新華僑
報》堅決支持中國保釣，日本政府並無取締；日本華僑學者經常
在鳳凰衛視出鏡保釣，批評日本侵佔中國釣魚島行為，日本政府
也沒有干涉，旅居新加坡的日本人有何權力，對新加坡釣魚島餐
廳進行反彈？！投訴者的擔心，是沒有必要的。

新加坡華人，也有傑出研究釣魚島問題學者，他們不辭辛
苦，長期蒐集大量史實證實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並根據國
際法規定，說明釣魚島主權屬於中國。只是由於日本駐新加坡
大使館多次無理干涉，致使他們的保釣文章難以在新加坡報章
發表。

「新加坡釣魚島餐廳」，店主支持中國保釣的行動，是新加
坡華人的榜樣。

賦拙詩一首：海外華人保釣──民族魂，祖國心。龍傳人，
表真情。詮釋：祖國者，祖宗之國也。海外華裔，亦可稱中國為
祖籍國。

西環治港論可以休矣
□許楨瑞

火大遊行實是心虛政治

中聯辦新任主任張曉明履新一月，便展示
出新人事新作風，前日主動地回應了各種尖銳
問題，從 「西環治港」、 「撤換特首」到 「二
十三條」立法等等，回答率直誠懇，給香港市
民留下深刻印象。有傳媒甚至將此稱作張曉明
的 「就職演說」，喻示了未來數年中聯辦的工
作作風。

香港回歸十五年，先後經歷四任中聯辦主
任，從姜恩柱、高祀仁、彭清華到張曉明。坦
率地講，過去三任主任處理作風相對低調，但
這種低調卻被一些市民誤解，甚至遭到反對派
的攻擊與利用，指責中聯辦是在幕後 「治港」
。作為中央政府駐港的直接機構，中聯辦這些
年的境遇真可謂 「忍辱負重」，為了中央治港
的大政方針、為了香港的長遠發展，默默耕耘
不問回報，更要忍受種種無理指責。而張曉明
前日對一系列問題的回應，實際上是做澄清、
解釋、 「正名」的工作。這種工作不僅正確，
更是必要之舉，也符合廣大香港市民釋疑解惑
的願望。

中聯辦默默耕耘不問回報
張曉明說： 「西環不治港，但是西環要盡

職，要把中央賦予我們的職責履行好，把我們
該做的事情做好。」他並用了 「三個繼續」來
形容未來的工作： 「中聯辦會繼續致力於全面
、客觀、準確地向中央反映香港的情況，認真
地執行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會繼續堅定地
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工作，在特區政府
有需要的時候積極提供協助；會繼續廣泛地聯
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多交朋友，廣交朋友，
深交朋友，交知心朋友。」

不知從何時開始， 「西環治港」成為反對
派朗朗上口的 「口頭禪」，而這種政治帽子從

今年初開始日益嚴重。特首選舉、立法會選舉
、問責班子任命、重大政策制定等等，反對派
每每找不到批評理據時，就以一句 「反對西環
治港」來攻擊中聯辦。但所謂的 「西環治港」
，根本是毫無事實根據、上綱上線的政治帽子
。到底是誰在治理香港？是特首、是特區政府
，是十六萬公務員，更是七百萬香港市民，與
中聯辦所位處的西環沒有任何直接關係。

事實上， 「西環」根本沒有任何治理香港
的實權。難道中聯辦能任命政府官員？能調動
警隊？能領取政府薪水？能徵稅減稅立法廢法
？所有的這些 「治港」所必要的內涵，中聯辦
一概缺乏。顯而易見， 「西環治港」者，政治
攻擊的藉口而已。當然，作為中央政府直接駐
港的機構，中聯辦在香港事務上並非毫無角色
，並非 「什麼都不理」，而是執行由中央交
付的繁重的任務。

反對派政治攻擊誤導市民
在回歸後的第二年，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

十八日，國務院第24次常務會議決定，將中央
人民政府授權的工作機構新華社，更名為中聯
辦。國務院同時賦予中聯辦五項職能：第一，
聯繫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解放軍駐香港部
隊；第二，聯繫並協助內地有關部門管理在香
港的中資機構；第三，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
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
與合作，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
香港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
；第四，處理有關涉台事務；第五，承辦中央
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

這五項職能，清楚地道出中聯辦在香港的
角色。但說到根本，這些都是溝通、聯繫、反
映意見的工作。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有些香
港市民由於不了解，對此產生誤解。但這些誤
解很大程度是由於不負責任政客的刻意誤導。
一些右派媒體與反對派御用文人，不斷地捏造
一些所謂的 「治港」、 「干預內政」理論，認

為中聯辦藉溝通的名義去威逼利誘，去影響香
港的選舉，從而達到治港的目的。而一些所謂
的 「中立」媒體，更打出 「鄧小平不主張干預
，因此中聯辦也不應干預香港內政」的社論，
批評中聯辦的角色。

中聯辦身處香港，是中央的直接派出機構
，她代表的是中央政府。在香港事務上，中央
政府不可能什麼都不管。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
日，鄧小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
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中指出： 「切不要以為
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
，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
際。」

坦誠回應釋除公眾疑問
鄧小平並指出： 「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

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
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
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
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
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
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
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
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
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
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
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

顯然，對於特區政府的內部事務，中央政
府不可能去管，只有涉及兩地關係的重大問題
，中央政府才會 「管」。基本法對此已經有了
十分清楚的規定，也是回歸十五年來的客觀事
實。可惜的是，由於一些別有用心政客的刻意
誤導，影響了部分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中聯
辦的看法。而前日張曉明的坦誠回應，實際上
是在為中聯辦的工作 「正名」，解答了公眾的
部分疑問。西環不會治港，但中聯辦必須盡職
，希望在張曉明主任的一番解釋後， 「西環治
港」論今後可以休矣。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新進中共中央委員、
候補委員學習貫徹中共十八大精神研討班發表的講
話，非常重要。對中共全黨重要，對內地全體幹部
、各族人民重要，同時對本港問責官員、公務員和
市民大眾也都重要。因為道路問題，不但關係到中
共的興衰成敗、黨的生命，而且更關係到包括香港
的中國人在內的全體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生存發展
命運。

關係到全民族生存命運
習近平講，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我們的制度
必將越來越成熟，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將
進一步顯現，我們的道路必將越走越寬廣」。你同
意嗎？你有信心嗎？反國民教育的人，就是從反 「
中國模式」開始，找出突破口的。其實，內地學者
雖一致認定中國經濟飛速發展是當代世界一大奇
，但是否存在 「中國模式」還是有分歧的，不贊成

者認為中國發展的模式還不夠成熟，而且要 「韜光
養晦」，不要過早自稱為世界新模式，但沒有人像
香港反國教者那樣否定中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高速
發展。至於國際社會，不但學者，而且政治家（包
括美國政要），都一致肯定中國發展迅速，是 「崛
起」，是不同於資本主義發展的 「中國模式」。

但是，在香港，有的人早已從極端的政治立場
出發，否定新中國，否定中共領導國家的合法性，
在發表其 「現今的中共當局用經濟發展的成就為自
己贏得了新的合法性」的謬見時，竟下了一個 「中
國模式的經濟發展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的非學術
性的政治結論。該些政治性學者，尾隨反共政客，
成篇累牘地攻擊內地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如何不是；
又滔滔不絕地抨擊改革開放怎樣敗壞。筆者已注意
到：反國教者只是拾反共政客和反共學者文人的牙
慧，其理論根據及理論基礎是建立在早已在中國破
產了的反共謬說的沙灘之上。

反共者，反國教者，反對的是建國後中共第一
代領導集體開闢的社會主義道路，反對的是中共第
二代領導集體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開闢及其後
歷屆中共領導所堅持及不斷豐富其內涵的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道路。他們所否定的 「中國模式」，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獨特於西方的高速平穩的發
展模式。他們的所謂 「反洗腦」，其實就是反對中
國的香港人依據歷史和事實去正確認識自己祖國人
民歷盡艱辛所選擇的拯救國家、發展國家、振興中
華的康莊大道，堅持以西方反華反共思維邏輯阻撓
中國人正確認識當代中國。

習近平指出 「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否定改
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在香港，國人要正告反
共反國教者：中國革命和建設不但合法，而且偉
大。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
，是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
基礎。

妥處 「兩制」 完善香港體制
建國初的1949年，中國經濟瀕臨崩潰，鋼產量

只相當於美國的0.2%、日本的5%，中國人口80%以
上是文盲，西藏連一所中小學都沒有。人民政府抓
經濟恢復工作卓有成效，1952年工業生產恢復到戰
前最高水平。建國初三十年的經濟建設為改革開放
初時發展打下物質基礎。1976年中國工業產量較之
1952年，平均每年以11.2%速度增長。1978年比

1952年，國民收入增長4.11倍，財政收入增長5.10
倍。儘管在實踐探索中十分艱難，走了些彎路，但
社會主義方向正確，中央領導的新中國初三十年成
就仍很巨大。

習近平又指出， 「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
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在香港，國人
也須正告反共反國教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
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改革開放32年，中國經
濟平均增長10%，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3倍多。早
在2010年中國GDP已達5.8萬億美元，超過日本，
居世界第二位。外匯儲備3萬億美元，居世界首位
。中國對世界經濟貢獻率達46%，成為世界經濟發
展的火車頭。2012年6月，神九創下中國載人航天
史上多個紀錄，標誌中國已完整掌握空間交會對
接技術。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載人航天體系已初具
規模，中國已當仁不讓地自豪地躋身世界一流航天
國家之列。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共領導人民開闢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習近平說 「我們的制度必將越來越成熟」。筆
者以為 「我們的制度」，既包括社會主義主體一制
，也包括港澳 「原有資本主義」一制，即包括 「一
國兩制」這一史無前例制度，因為這是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所涵蓋的。15年來 「一國
兩制」的偉大社會實踐是成功的，今後也將在不斷
總結實踐經驗中而使之不斷完善和成熟。

在正確認識中國發展道路基礎上，我們港人要
珍惜 「一國兩制」，尊重中央履行 「一國」主權職
責。妥善處理 「兩制」關係，完善香港一制，推動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民進黨發起 「一一三」嗆馬遊行。自從去年12
月13日蘇貞昌在龍山寺發動名為 「火大」的起步後
，近日來幾乎動用黨務所有工具，更大規模動員將
於1月13日有十萬人在凱達格蘭廣場集會遊行，看
來，蘇貞昌重新拾民進黨街頭抗爭的路線一路追擊
馬英九。

這幾天正在實行 「火大」遊行倒數。除了在 「
立法院」製造議題，遍地點火之外，蘇貞昌還派員
赴各地游說，而蔡英文也在配合處處宣傳，務必激
發反馬情緒。蘇貞昌揚言：民進黨是走街頭長大的
「不怕上街」。

民進黨街頭戰死灰復燃
難怪台灣曾經有一位評論家說了一句名言，他

說： 「民進黨個個都有上街組織的能力，不信你把
一個民進黨人士放去森林裡，他馬上就可以把獅子
、老虎、猴子、猩猩組織起來遊行示威。」

也許一個黨的黨風難以改變，過去比較理性的
蔡英文一進入民進黨，這一套上街本領也全學到家
了。蘇貞昌上街 「火大」之時（火大是用閩南話來
說的，即是說大發火脾氣）還發出三條最後通牒給
馬英九，一是撤換 「內閣團隊」，全部大換班，二
是反對媒體壟斷；三是召開 「國是會議」。

三條中間第一條，蘇貞昌認為只有撤換 「內閣
」，台灣經濟才會有轉機。其實這些日子以來，國
民黨內部也在吵吵嚷嚷要更換 「閣揆」，郝龍斌、

朱立倫都在名列之內，甚至郝龍斌也表示 「無所謂
」入列。正是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自亂陣腳，才給民
進黨有柄可握。

難道蘇貞昌動員十萬人上街，就能挽救台灣經
濟嗎？其實， 「火大」嗆馬，正是蘇貞昌想借此掩
蓋民進黨根本無能為台灣經濟以及兩岸關係提出建
設性政策的舉動，也是轉移台灣人民對民進黨無法
擺脫 「台獨」主張的視線。

首先，陳水扁當政的四年中，他的 「內閣」不
斷地更換 「閣揆」，幾乎所有天王都上了位，但經
濟卻還是不斷被淘空，直至陳水扁貪污案發。翻開
2004年的台灣報紙，以立法委員邱毅為代表的有識
之士發起了 「全民追討陳水扁政府掏空國庫聯盟」
，他們從高雄捷運大弊案到中華電信釋股案，直至
軍購、二次金改等等揭露了陳水扁政府貪瀆的驚世
大案。當時擔任 「行政院長」的正是蘇貞昌，他何
不來問責，嗆一嗆自己。這說明了民進黨一旦失去
執政地位，他們就可以向別人算賬而自己賴賬。同
時也告誡馬英九團隊，現在處於執政的戰略地位，
應該有相應的戰術政策，不要授人以柄。

蘇貞昌在去年謝長廷 「登陸」之後，打亂了他
關於兩岸關係無所作為的陣腳。當時黨內一批開明
之士不斷要他拿出更明確的兩岸關係政策，他拿不
出，於是他改變策略，除了黨內有一個 「中國事務
部」之外，還成立一個 「中國事務委員會」，自任
主席。本來黨內有人認為應該用 「兩岸」代替 「中
國」的稱謂，但蘇我行我素，用 「中國」恰恰表明
他 「台獨」意識，堅持 「一邊一國」。而這個委員
令他認為是提供黨內關於研究兩岸關係共識的平台
，可這個平台一出籠即被黨內理論家林濁水批評說

： 「蘇處理兩岸事務兩頭空。」

嗆馬掩蓋兩岸政策無能
「台北會談」開了一個新起點，民進黨重量級

智囊空群出動，與大陸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率領的
大陸涉台專家團，面對面進行了公開研討，會上已
就兩岸政治協商等敏感議題展開了深入探討，用民
進黨政策會執行長兼任 「駐美代表」吳釗燮的話說
，是民進黨與大陸官方實現了第一次握手。

民進黨內務實開展兩岸交流的理性聲音逐漸抬
頭，形勢自然對在改善兩岸關係上無所作為的蘇貞
昌不利，他又拿出民進黨街頭戰的看家本領，企圖
轉移他任黨魁後毫為作為的劣跡。要把火燒到國民
黨頭上，燒到馬英九及其團隊的大格局上，攪亂政
治生態。這純粹是在為蘇貞昌保住自己的寶座，為
他本人在2016年卡位戰增加政治籌碼。

其實，正在蘇貞昌吵吵嚷嚷之際，台北出現了
一齣戲劇性的場面；民進黨屏東縣長曹啟鴻邊請國
民黨台北市長郝龍斌一起到屏東為漁民推銷石斑魚
，郝龍斌欣然應允並前往。兩大陣營的地方首長一
起賣魚的景象，恰恰說明了蘇貞昌的 「火大」，也
只不是他一個人心頭之火無處發洩，同時也為了爭
取選票而玩弄的手段而已。

過去習慣街頭橫衝直撞、穿着 「草鞋」的民進
黨人，本來正在醞釀轉型以期逐漸學習穿 「皮鞋」
。現在蘇貞昌似乎要硬性調頭帶領 「草鞋隊」重上
街頭。請問，民進黨那些剛剛在探求理性務實開展
兩岸交流的有識之士情何以堪。 火大遊行 實是
民進黨的 心虛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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