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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所登練乙錚的造謠文章，沒有任何事實根據，不僅梁振英的聲譽受到損害，整個香港也受到損害
，選舉委員會成員成了 「黑道的資源」 ，行政長官的任命制度也都涉及 「黑社會控制」 。梁振英對信報採取了
行動，不僅是維護個人聲譽，實際上也是維護香港七百萬人的利益，維護國家發展的利益。

龍去神威在，蛇舞慶吉年。本文見報
之日正是除夕夜，按照傳統習慣，此乃闔
家團圓的好日子，謹此祝願各位讀者家庭
幸福、萬事勝意！

辭舊迎新、周而復始是自然規律，正
如一年四季花開花謝、春去秋來，歲月長
河中筆者已度過近九十個年頭。日前重讀
西漢劉向詩句 「行百里者半九十」，於此
新春伊始、萬象更新之際，又有一番新的
領悟。

古人云：走一百里路，完成了九十里
才算是一半，告誡世人愈接近終點愈不能
鬆懈、掉以輕心，越到最後階段越是艱難
，更加要認真對待，保持衝勁，方能做到
善始善終。筆者常以此話來勉勵自己，即
使人生已在暮年，更要提振勇氣，繼續事
業、善業並行。

有道是：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
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
，養怡之福，可得永年」。雖然年齡已高
，體力不如過往，但思維仍可保持靈活，
盡量思考出行善助人的新思維、新方法，
力求創出更佳的成績。對興教助學、扶貧
濟困、關愛殘疾老弱等善工，定要薪火相
傳下去。行善不在乎求功名利祿，旨在達
到有意義的人生。每一個人在世若干年限
或由天注定，惟平時多注重保健，勞逸結
合，奉行知足常樂、助人為樂、自得其樂
的宗旨，加上堅強的求生信念，多做善事
，壽命或可延長。由於本身財富不及某些
富豪多，所做的善工未免遜色，但自忖只
要盡心盡力，也就不枉此生了。同時把自
己事業得失成敗在日記中坦誠寫出來，讓
後代引以為鑒，做得不對的事情吸取教訓
也是好事，讀者亦可作為參考資料。

生命誠可貴，健康價更高，錢財乃身
外物，生不帶來，死帶不走，無病無痛就

是最大的福分。早前閱《信報》陳慧忠醫生《奇妙恩典》
一文，其中寫到病中感受，頗有共鳴： 「在病榻上百般痛
苦煎熬的等待中，病人心中理性與感性的衝擊，邏輯和信
心水乳交融，屬世哲學和屬天智慧的角力，在病榻上的無
能為力和無可奈何，令人體驗到人的卑微渺小，枉你昔日
有多的高超智慧、恩賜，多大的特權、能力，多豐厚的家
財、金錢，多廣闊的人脈、關係……，也難免遭受痛苦」
，住過醫院的人都會明白上述警句的含義，無病無憂是享
一等福。

歲月悠悠又一年，希望大家 「蛇」來運轉，善事常做
，身心康泰，從年頭歡樂到年尾！

對造謠抹黑要堅決回擊
□李明俊

過個乾淨環保的新年 □單 羿

早前，信報發表了練乙錚的文章，標題是 「梁
氏涉黑實可雙規」。光是這一個標題，就可以知道
這是非常離譜的謠言。謠言的核心，是指特首梁振
英 「靠黑道資源上台」，梁振英能夠當選行政長官
與獲得 「黑道百分百支持」有關。文章進而提出 「
今後5 年，黑道將如何透過特首的回禮，悄悄影
響香港政治、社會、經濟？」又作出指控： 「中國
出了關鍵時刻靠黑道資源上台的特區首長，別的國
家如何看待？」練乙錚這些說法明指梁振英涉黑，
推論今後香港特別行政區對內政和對外事務，今後
所有施政，都是不光彩的，都是黑的，值得懷疑。

練乙錚的造謠，拿不出任何事實根據，不僅梁
振英的聲譽受到損害，整個香港也受到損害，選舉
委員會的成員也成了 「黑道的資源」，對梁振英行
政長官的任命制度也都是涉及黑社會控制。事件關
係到大局，關係到香港今後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聲
譽，關係到七百萬人的利益，關係到國家的主權和
發展利益，梁振英不可能沉默，不可能不作出回
應。

練乙錚文章憑空造謠
信報自稱是面向知識分子的報紙，應該尊重事

實，尊重香港的法律和基本法，不能打 「言論自
由」的幌子，損害香港的聲譽和今後的經濟繁榮利
益。問題是，香港某些反對派傳媒已經一面倒，沒
有 「公平、客觀、全面地」報道事實的習慣。以蘋
果日報為例，他們在頭條新聞製造了很大的謠言，
對當事人和持份者造成了很大的傷害，還經常不作
道歉。或者作了道歉，但道歉的篇幅和版面與當日

造謠的新聞版面不相對稱。至於特首的聲明，他們
也不一定原文刊登，往往是斬頭去尾，放在極不顯
著的位置。所以，回應也要講究方式方法。

反對派多靠說謊過日
信報既然自稱 「客觀公平」，面對自己處理

過的梁氏 「涉黑實可雙規」大標題，明顯地出錯，
信報作出道歉，產生效果可能性會比較大。道歉之
後，在那些同路人中引起的反響也比較大。他們平
時的邏輯是，反梁就是民主，就是合理，就是代表
言論自由。如果他們要拿練乙錚的文章宣傳倒梁
振英有道理，有事實依據，他們一定會吃敗仗。因
為練乙錚的謠言，什麼證據也沒有，是非常不客觀
、反民主、反理智的。蘋果日報亦全文刊載了練乙
錚 「涉黑實可雙規」的文章，只能進一步說明反對
派在道德上的墮落，他們只能靠說謊過日子。

選舉委員會有一千多個成員，他們都是各界別
的精英分子，有相當大部分是透過直選產生，產生
過程民主性相當充分。練乙錚有什麼證據證明功能
組別產生的選舉委員，是通過黑社會的資源產生的
呢？區議會的議員、立法會的議員、全國人大人民
代表，都是選舉產生的，練乙錚能夠拿出事實，指
這些人都涉及黑社會的利益和受到黑社會的指示嗎
？至於說，行政長官將來會對於黑社會作出回報，
影響到香港的政治、社會和經濟運作，練乙錚能夠
提出什麼事實？能夠提出什麼依據？都沒有。

國際上已經有公約，規定所有國家和地區都要
反黑，都要反對洗黑錢的行為，如果有任何國際成
員不遵守，就會受到嚴厲的制裁。練乙錚製造謠言
文章的用心，就是要製造口實，讓國際勢力將來干
預香港、制裁香港。

梁振英對於信報採取了行動，不僅維護了自己

的聲譽，實際上也是維護香港七百萬人的利益，維
護國家發展的利益。發表律師信，一石激起千重浪
。現在所有反對派的喉舌報紙，那些境外對中國不
懷好意的傳媒，都作了詳細的報道。國際上都知道
了，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沒有涉及黑社會，梁振英沒
有涉及黑社會，今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策也不會
給黑社會帶來任何回禮。這個效果是否很大？

對謠言的回應，對於嚴重的誹謗，可以採取三
個方式：第一是發表聲明回應，第二是向有關傳媒
發律師信，希望傳媒作出糾正，第三是入稟法院進
行訴訟。

不理性必然付出代價
第一個是發表聲明的辦法。由於香港傳媒生態

的不健康，他們奉行所謂不肯做 「行政長官的傳聲
筒」的理念，一定會消極地處理，作用不大，效果
不彰。第二個辦法，發律師信並不會公開。行政長
官及其辦事機構一直沒有對傳媒公布這個事件，讓
信報自己進行處理，自我糾正不實的宣傳，照顧到
信報的面子。信報自己選擇公開，那是信報經過考
慮後的決定。第三個辦法，就是入稟法庭，進行訴
訟。行政長官並沒有採取這個辦法。所以，反對
派引經據典說訴訟會如何如何，這種抉擇根本就
沒有出現。

凡中必反、凡特區政府必反的公民黨人士余若
薇，為了支持練乙錚，發起了轉發練乙錚造謠文章
的運動，公然利用 「黑社會資源控制香港」的謠言
抹黑香港特首、整個香港和 「一國兩制」，讓香港
陷入了被國際制裁的風險，可以說是喪心病狂。這
個人還準備在二零一七年出來選行政長官，是否在
政治自殺？反對派的不理性行為，將來一定要付出
沉重的政治代價。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蛇年以倒計時走來了，香港人無論是學生還是
打工仔都開始放假，大街小巷到處都呈現出一派喜
氣洋洋的景象。朋友們見面一定衷心地說一聲： 「
新年快樂！心想事成！」

然而，大家是否想過，農曆新年慣常又是一個
大吃大喝、請客送禮的日子。生活消費品明顯增多
，垃圾也會相對增多。在一片喜慶的日子裡，市民
們歡歡喜喜迎新春，歡天喜地過大年，與此同時，
迎來的也是又一個垃圾高峰期。

按照路面無瓜皮果殼、無紙屑塑膜、無煙蒂、
無痰跡、無積存污水和存留垃圾、無磚瓦和沙石，
人行道淨、路面淨、邊溝淨、果皮箱淨、樹穴淨的
「六無五淨」的潔淨要求，無疑將大大加重香港環

衛工作者的工作負擔。雖然，政府和環保人士亦會
積極奮進，確保喜慶過後有一個清潔的香港，但是
，新年香港環保最需要依賴的還是我們自己來自覺
維護我們的家園。

生活富裕以及惜身的香港人，一向都有 「勿食
隔夜」的傳統，但是同時具有對慶賀活動大操喜
事的傳統習俗，鋪張浪費難免。新年喜慶之際，大
家有否想過，大魚大肉過後，剩下滿桌的殘羹剩飯
、一片狼藉，又丟去了何方？香港寸金之地，僅餘
的三個堆填區已面臨飽和、不堪負荷，若不注意，
很快，我們不但得不到 「新年新氣象」，迎來的卻
有可能垃圾堆積如山，要承受自己造成嚴重後果的
「氣象」。

垃圾出路問題嚴重
節前，有香港社會組織進行調查，結果發現，

接近八成受訪者曾經棄置存放太久的賀年禮品，其
中被棄置最多的是食品，如年糕、糖果等。受訪者
中有近七成的人會將收到的利是封當作普通垃圾直
接丟棄，只有約三成的人將利是封保留再用。逢年
過節送禮講究的包裝，賀年團圓的聚餐廚餘，迎新
去舊的衣物、電器、傢具等，都會成倍增加春節期
間的垃圾數量，這些垃圾的出路會是一個極嚴重的

問題。
可能多數人沒有考慮過香港堆填區的情況，歷

年來，香港約十三個垃圾堆填區早已飽和而已停用
，現在僅有三個大型堆填區在運作中，意味我們
七百多萬人口，每天產出的垃圾都要運往這三個堆
填區，它們又怎堪這沉重的負荷？

改變陋習可減廢物
香港人所產生的廢物量驚人，且有增無減。據

統計，我們香港人每天人均製造的垃圾為2.67公斤
，冠全球之首。以2010年的都市固體廢物產生量比
對十年前的數字，由533萬噸上升至693萬噸，增幅
近三成。而垃圾堆填區的使用壽命僅為2至6年，政
府已將垃圾徵費、建造焚化爐、撥款擴建堆填區計
劃擺在日程上。

作為香港人，我們自己有否想過再這般大量製
造垃圾，三個垃圾堆填區飽和，本港的廢物走投無
路，最終受害的還是全港市民，很快我們將自己生
活在垃圾叢中。

身為香港人，我們以香港為自豪，同時也要認
清我們自有的陋習。很多人，食物不好吃，吃兩口
就倒掉了，電器還很新，但為了追求潮流，常常用
不到多久就找藉口換掉了。香港人受過良好的高等
教育，大家環保意識開始提高，都開始提倡環保。
談到減少廢物，大家都想到的是循環再造。然而，
並非如此簡單。減少廢物運動要取得成功，除了回
收再造，還需大家同心協力，盡量避免製造廢物。

創造一個清潔家園
所以，在除舊迎新的日子裡，要更換電器的人

，想一想、停一停；除夕團年飯的時候，不要鋪張
浪費；年糕不吃就不要訂太多；好的利是封就收起
來下次再用……我們以身作則，給下一代做個好榜
樣，讓環保的自覺意識變成民眾的自覺行為，為下
一代創建一個好的環境。

隨新年倒數活動臨近，新加坡環境局已發文
告：為了保持大型活動後的場地清潔，今年將增派
比去年多約兩成的人手，加大執法人員的巡邏力度
，阻止亂丟垃圾者；台灣環保署提醒市民，新年假
期民眾外出旅遊，不要亂丟垃圾，維護公廁乾淨整
潔，體恤清潔人員的辛勞，保有乾淨整潔的生活環
境。在香港，我們同樣需要這樣一個清潔的家園，
將環保意識轉化為真正的環保行為，從香港每個
人做起。

作者為香港理工大學高級研究員，博士

蛇年春節將至，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新任國務卿克里，照例
向全國祝賀農曆春節的人們發出賀詞。皆因克里甫上任，人們
自然將其發出的賀詞與前任希拉里2012年春節賀詞進行比照。

細心的讀者發現，克里賀詞版本比2012年希拉里任國務卿
絕後版本多了39個字。若從詞彙比較又發現，克里的春節賀詞
中，少了祝賀和平，多了祝賀快樂；少了加深與盟邦的關係，
多了促進經濟發展與改善區域安全。

熟悉中國與亞洲地區政情軍情經情的人都清楚，克里的賀
詞恐怕更趨務實，更顯得 「溫和」。其實，在春節習俗流行的
地區，而今，處處聞到局部摩擦的氣味。

克里拜年與前任的不同，早已表現在其對外政策某些方面
的差異。6日就職的克里公開表示，主張首先通過和平途徑解
決各類衝突。而翻閱他的履歷，克里從越南戰場回國退役後，
就加入反戰行列。他偏重和平解決各類衝突，既有他親身經歷
的體驗，也有是形勢的逼迫。

時下，美國儘管仍然是世界超級經濟強國和越級軍事強國
，但由於中國等新興國家經濟快速增長，軍事實力的迅速提高
，特別是反對戰爭，維護世界和平已成世界的潮流，在這樣的
形勢下，仍要靠往昔的軍事訛嚇恐怕是適得其反。

當然，克里的拜年也同樣承傳美國政要的某些習慣，這就
是克里與歷任美國總統、國務卿拜年一樣，都沒有明確提及中
國，克里只是泛泛指 「亞太人民」。人們知道，承傳農曆新年
習俗的有中國、越南、朝鮮、韓國和亞洲一些國家，向這些地
區的人們拜年也沒有什麼不妥。問題在於，不論崇尚農曆春節
文化人數佔大頭的是中國，還是春節文化的源頭屬中國，把春
節定為官方假期的也是中國。可以說，中國的發展和強大使農
曆春節文化遠播全球，成為各國都不能否認、不能忽視的節日
。世界各國元首或政要紛紛向中國人民祝賀新年，這不僅傳達
了全球政要的誠摯祝福，更展現了中國和海外華僑華人日益強
大的身份地位。

美國不具體指明中國農曆春節可能有方方面面的因素，
但作為農曆春節文化的發源地和人數最多的國度──中國，美
國政要在春節賀詞中仍然不指名道姓予以祝賀，只沿用 「亞太
人民」那樣的泛概念替代，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在新任美國
國務卿克里的春節賀詞中，人們也再次看到美國這個 「不
變」。

美政要也拜年
□馮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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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要說有 〕

眼下，內地最多最大的 「新
」聞，大概就是被稱為 「春運」
的春節前後的客運奇觀了！2013
年中國春運預計將高達31億人次
（一說為34億人次）。這就是說
要把相當於地球上一半的人口都
拉上列車和汽車（還不算飛機）
在中國大地跑一圈！這是何等的

壯觀、何等的驚人！造成這種古未有的人口遷徙的
表面原因是數億農民工的 「返鄉探親潮」，但其根
本原因則是城鄉二元結構所形成的中國 「半城鎮化
」現狀。這一個 「半」字就把中國城鎮化道路中的
一個最大難題概括得準確無誤了。

「就地轉移」 是招死棋
「半」首先體現於在各大中城市裡打工的中國

農民工身上。幾億農民工 「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
村；勞力在城市，家屬在農村；收入在城市，積累
在農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農村」。大量的農民
工雖然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但還沒有實現
身份和地位的轉變，數億生活在城鎮裡的人沒有城
鎮戶口和享有城鎮居民待遇。以北京和深圳為例：
北京常住人口己達2,300萬人，但有北京戶口（即戶
籍）的人只有1,300萬。深圳更甚，該市常住人口已
達1,500萬，而有戶籍的僅有230萬！而這些非戶籍
人口就是天天在電視中所看到的 「民工潮」 「返鄉
潮」 「探親潮」的基本構成和主力軍。大規模農民
工周期性 「鐘擺式」和 「候鳥型」流動，無疑正造
成一種巨大持久的、史無前例的、中外罕見的社會
代價。

由此，我們不得不從中國農民工的奇特身份出
發，去思考中國的城市化道路。在這個問題上，內
地各持己見的分歧觀點大體可分為幾種：

第一種觀點是要走中小城鎮化道路。持這種觀
點的人認為，中國的現有國情決定了中國既不能靠
農業人口大量湧入城市，也不能靠擴張城市中的工
業部門來解決城鄉二元化結構問題，只能靠同時推
動區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三頭並進的
方式才能解決。具體來說，就是要挖掘現有的中小
城市發展潛力，更好地發展小城鎮，把有條件的東
部地區的中心鎮、中西部地區的縣和重要邊境口岸
逐步發展成為中小城市。正因如此，持此觀點的人
不同意簡單地套用 「城市化」的提法，而主張用 「
城鎮化」的提法加以表述。我們也可以把這種觀點
稱為 「中小城鎮化道路」或 「中小城鎮化戰略」。

第二種觀點則主張走大城市化道路。有這種觀
點的經濟學家們認為，走中小城鎮化道路的方向是
希望就地轉移和轉型，但這其實是一步死棋。現在
中國西部有不少小城建得很漂亮，但一到晚上就露
餡了，沒有燈光像一座座 「死城」。人們不是不想
到那裡居住，而是那裡沒有工作。事實上，哪裡的
產業發達有競爭力，哪裡就有就業機會。而這也正
是人口轉移的真正動力和規律。只有走大城市化甚
至超大城市化的道路，才能避免遍地開花不結果，
缺少配套產業的的小城鎮道路。

儘管上述兩種觀點有着巨大差異，但我們不難
看出，兩者的共同之處都是贊成城市化（城鎮化）
道路的。兩派人都認為，城市化將會成為中國下一
個10年的最大機遇，也是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會給
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紅利。

與以上兩種觀點同時存在的，還有一種更為普
遍存在的觀點和看法，那就是對時下受到支持並正
在推進的城市（城鎮）化道路的懷疑。故此筆者把
持第三種觀點的經濟界人士、學者和有影響力的輿
論界人統稱為 「置疑派」。該派人士之所以持懷疑
態度，理由也各不相同。

有的認為：中國現有2.5億農民工，未來還有大
量的新生代農民工要進城，要解決農民工中的存量
和增量走向市民化，至少還要用十年時間。僅從城
鄉福利待遇一項而言，中國農村和城市人均相差就

達33萬元，其中一般大城市福利在50萬元以上，中
小城市為十幾萬元。如果今後二十年，近5億農民
要實現市民化，農民工要穿上市民的就業、教育、
醫療、住房、養老這 「五件衣服」，就需要大量的
公共投入。任何對公共財政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
這樣龐大的、高成本的資金投入，不說是天文數字
，也足以讓任何政府手足無措。

投入巨大難以負擔
有的認為，中國目前的城市（城鎮）化道路面

臨四大風險：第一是有城市無產業支撐的過度城鎮
化，新市民變游民、新城變 「空城」的風險；第二
是有速度無質量的風險，一味追求城鎮化的高速度
和規模擴張，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極度的資源
匱乏；第三是城市市民與農民工的新二元結構的長
期固化，產生過高社會代價；第四是城鎮化演變成
「房地產化」的風險。城市土地財政使過高的地價

推高了房價，使城鎮居民的消費被過高房價和房租
擠出。

置疑派中還有一種意見則認為，儘管城（鎮）
市化是大勢所趨，但它從來就是經濟社會發展的 「
自然歷史進程」，是循序漸進的過程。在中國這樣
一個 「地廣人多」的整體背景下，由於工業基礎薄
弱、城市化發展本已先天不足，再強調加快加速，
恐怕會出現程式的斷裂，導致社會衝突變得特別劇
烈，造成中途夭折。

筆者管見，無論是怎樣的城市化道路，都必須
進行戶籍制度改革與土地制度的改革。換句話說就
是，中國的城（鎮）市化道路能不能走得通，關鍵
是要看幾億農民能不能結束身在城市、腳在農村的
狀況，能不能帶自己所有的財富進城？除了房產，
他們承包的土地能不能經過變通成為退出農村、邁
入城市的 「壓箱底錢」。這些財富就如同舟船中的
壓艙石，沒有壓艙石，未來中國農民的生命之舟能
揚帆遠航嗎？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從春運大潮看戶籍改革 □秦曉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