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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兩會確定國家新領導人，任命20多個部委領導，提供未來發展的政策走向，更要引領中國走中華復
興之路。中華復興是還中國共產黨創黨初期執政之時的承諾，給人民一個幸福美好、自由平等的家園。兩會讓
民眾期待，新一屆政府要擔負起重建中國的歷史重任，中華復興就從重建中國開始。

陳日君煽動佔領導人向惡
□崔 寧

重建中國給人民美好家園
□紀碩鳴

巴基斯坦安全局勢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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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兩會是中共黨的十八
大以後的政府換屆，標誌中國
新的領導集體全面接班，也是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發出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理想，要具體
實施的一刻。本屆兩會確定新
的國家領袖，任命二十多個部
委領導，提供未來發展的政策
走向，更要引領中國走中華復

興之路。中華復興是還中國共產黨創黨初期執政之
時的承諾，給人民一個幸福美好、自由平等的家
園。

中國仍然需要高速增長，但更要明確發展經濟
與民生、環境、社會文化的關係。中國仍然要走社
會主義的路，但更要確立依法執政、限制權力、監
督官員的體制。中國仍然會在較長時間由共產黨執
政，但要確立民主政治，執政要更透明、開明，還
權力於人民。兩會讓民眾期待，新一屆政府要擔負
起重建中國的歷史重任，中華復興就從重建中國開
始。

民眾期待重建中國
改革開放是重建中國的過程。中國經歷了改革

開放三十多年的奮起，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到51.9萬
億元人民幣，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一個曾經
為溫飽、生存發愁的國家，人民生活總體上發生根
本性的變化。不過，很長一段時期依靠摸石頭過
河的中國式改革發展，在摸石頭探路過河的同時
，也將泥沙帶過了河。而貪污腐敗、社會不公、法

治不彰、人民不能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社會缺乏
公義道德等現象，令中國發展中，在公平分配、產
業建設、廉政要求等不少領域走了彎路。

新一屆政府上任初始，面對的是中國貪腐到達
了歷史的最高點、民怨到了隨時爆發的激點、改革
開放進入新拐點、習李執政要開創新起點的現實。
2011年，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各類職務犯罪案件
32567件，涉及44506人，這個數字逐年增加，不斷
攀登歷史頂點；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公布，中國
2010年發生了18萬起抗議和騷亂等群體事件，較十
年前增三倍多；至30年來的後改革開放期，改革越
來越變為只是時髦的口號，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成為共識；實實在在的改革，踏踏實實為百姓做
事，讓共產黨執政重新走上為人民的征途需要一個
新起點。越來越多的跡象看出，中國新一代領袖習
近平，正一手擎起毛澤東，另一手緊隨鄧小平，要
重建一條通往中華復興的中國路。

復興就需要重建
總理溫家寶以 「萬眾一心，奮發圖強，為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
作為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工作報告結尾。這
是習近平率政治局常委前往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
之路》展覽時發表講話中強調的，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
20多年來中國不是沒有瑕疵，而是有瑕疵，有不少
瑕疵的。有瑕疵就要糾正，需要重建。重建不是推
翻前朝，而是樹立新風，以正能減少負能，復興就
需要重建。

深化改革過程中得以糾正，得以重建。本屆兩
會新領導上任，少包袱和框框，有條件重建執政威
望，有條件重建執政為民理想，有條件重建一個一
心為民的中國。重建中國就從重建兩會開始。十二

屆全國人大代表出現 「兩升一降」的變化。來自一
線的工人、農民代表401名，佔代表總數13.42%，
比上屆提高了5.18%，其中農民工代表數量大幅增
加；專業技術人員代表610名，佔比20.42，提高了
1.2%；黨政領導幹部代表1042名，佔比34.88，降低
6.93%，代表結構更趨於來自基層。

重建從新會風開始
不擾民、勤儉節約是重建兩會的另一特點。今

次兩會依不擾民的辦事宗旨，沒有警車開道，也不
封路；代表、委員們的房間不擺鮮花，不送紀念品
、土特產等，連代表、委員們的菜品也少了許多種
類，酒水嚴格控制；不允許組織宴請和大型聯誼活
動。

全國人大機關黨組還研究細化了十二屆全國人
大一次會議改進會風的十五項具體措施。其中包括
嚴格控制會議經費支出，大小會場布置既體現莊重
熱烈、又要簡約大方，嚴格控制小車配備和車證發
放，主席團成員與代表統一乘坐大車，不搞特殊化
。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不再提供紙質大會發言
和簡報。而僅無紙化辦公這一項，就可節省200萬
元開支。

十八大以來，至今年兩會，圍繞重建中國，總
體可以概括為 「一增、二改、三反、四建設」，具
體為，保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增長；改政、改稅
；反腐敗、反壟斷、反通脹；法治建設、民生建設
、政風建設、道德建設。以建立起法治的、自由的
、公平的、講道德求民主的嶄新中國。

當中國國歌又一次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唱響，十
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
拉開了帷幕，需要邁開的是重建中國的步伐，給老
百姓一個真正幸福美好的家園。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久未露面的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陳日君，不久
前又出現在公眾場合，出席一個有關社會法制論壇。
不僅一如既往攻擊香港現行法制 「令世界越來越危險
」，強調宗教的 「自然律法」，還公開鼓動 「佔領中
環」，表示 「我都準備付出代價」，讓人再次領教這
位榮修主教的政治 「激情」。

「佔領中環」是香港大學副教授戴耀廷提出來的
，核心內容是，在未來討論政改時，若政府提出的方
案不能滿足反對派一些政黨和人士要求，又無法協調
一致，將不惜違法，以包圍政府總部、癱瘓政府運作
的方式，爭取所謂 「真普選」。這是一個欲以違法方
式來達到政治訴求的 「公民抗命」計劃。 「佔領中環
」實質是公開挑戰《基本法》和現行法律制度，對抗
中央和特區政府，欲將反對派一些政黨和人士的意願
強加於人。

戴耀廷絕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者，反對派核心人物
之一李柱銘是其 「恩師」，師徒一脈相承，故此戴耀

廷的立場和 「佔領中環」的政治色彩不言而喻。戴耀
廷早前頻繁與幾個主要反對派政黨團體接觸，推銷這
一政治主張，公民黨、民主黨及一些激進政治團體如
獲至寶。

誣衊香港法制陷 「危局」
陳日君對 「佔領中環」的提出時機和性質，一點

也不糊塗。他公開煽動對抗，說 「法律不是絕對的，
法律要照字判斷，所以如果法律不對，甚至可以反對
法律，做公民抗命」。他還得出結論， 「香港很寶貴
的法治精神已經被破壞得好慘」，希望年輕的一群應
該進行抗爭，並堅持下去，以挽救 「危局」。在 「佔
領中環」醞釀籌備階段，陳日君以宗教人士身份公開
支持並準備加入其中，不單是個人政治傾向和意見表
達，實際上是企圖利用自己特殊身份，運用社會資源
，來實踐自己一貫政治主張。將 「佔領中環」塗抹上
宗教色彩，具有極大欺騙性和煽動性。

挑戰社會法制，對陳日君來說早已是家常便飯。
人們還清晰記得，為反對政府《校本條例》的規定，

拒絕以 「法團校董會」取代由辦學團體委任的校董會
，教會曾與政府打官司。在終審庭作出判決後，陳日
君竟然以公開禁食方式抗議，挑戰香港法制權威，堅
持自己 「沒有錯」。其實，像陳日君這樣的宗教人士
，其反對派政治核心成員的真實面目早已暴露無餘，
只是大多數善良信眾容易忽視這一點而已。

對中央採取敵對態度
香港一些反對派政黨和人士，敵視中央政府，破

壞 「一國兩制」，反對循序漸進推進政改，早已劣跡
斑斑。隨兩個普選時間點臨近，他們加快了行動步
伐。一方面，將按照《基本法》及其相關法律法規、
循序漸進落實 「雙普選」要求說成是 「假普選」，另
一方面，又想方設法要另搞一套，並冠之以 「真普選
」。為此，不惜創設 「民間公投」機制，整合組建所
謂聯盟新平台，而 「佔領中環」亦是其中重要一環。
種種安排，目的無非是背離《基本法》，抗衡中央對
香港政改的主導權，挑戰中央政府權威。

陳日君一直以來都對中央政府抱持敵對態度。擔

任天主教香港教區樞機期間，不僅沒有對改善中梵關
係有所建樹，相反還製造事端，甚至資助內地非法教
會組織，加深中梵隔閡。不久前，教皇本篤提出退位
，有媒體報道，陳日君說 「中共施壓」，中國政府施
加影響逼教皇辭職，故事編得有鼻子有眼，令香港
社會嘩然。近一個星期後，陳日君才惺惺作態，出
來 「糾錯」並把責任推給媒體。其居心之惡，可見
一斑。

背離社會 「雙普選」 期待
「雙普選」是香港社會政制發展的大事，宗教人

士與絕大多數市民一樣對此有所期待，也對按照《基
本法》推進政改充滿信心。天主教香港教區共有五十
多個堂區，教友有三四十萬，像陳日君這樣主張以違
法方式、以對抗態度、通過 「佔領中環」手段來實現
目標者畢竟是少數，但其影響和破壞性不容低估。香
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曾在聖誕文告中提到要落實 「雙
普選」，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亦呼籲 「要接納和包容
差異」，所表達的正是絕大多數信眾的期待和信念。
然而，陳日君等一些宗教界人士的所作所為，完全背
離了這樣的意願和信念。

聖經有： 「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心裡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因為心裡所充
滿的，口裡就說出來。」作為一個以傳播聖經為天職
的神職人員，陳日君在公開場合不遺餘力地詆毀社會
法制，熱衷所謂 「佔領中環」，將自己的政治 「激情
」加以渲染傳播，試圖影響信眾甚至影響社會，這樣
的人絕非善人，其行為是導惡而絕非導善。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公開
提出 「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方案，一
時間猶如重磅炸彈，在香港社會激起千
層浪。日趨分裂、備受挫折的泛民陣營
似乎瞬間找到了回魂的良藥。近來，他
們正在熱烈討論如何使用這個致命武器
，使之釋放出具有 「核武效應」的社會
威懾力。

根據戴耀廷的 「原創設計」，至少
需要有10000人佔領中環要道，而只有超
過這個關鍵數目才可以達到讓警力捉襟
見肘，難於應對的效果，並最終導致政
府日常工作陷於癱瘓，從而迫使中央和
特區政府接受他們的 「真普選」要求。

本文的目的不在於深入探討何謂 「
真普選」，而是要揭開公民抗命引發的
有損香港繁榮穩定的四個迷惑。

「新瓶舊酒」 有損港聲譽
首先， 「公民抗命」是典型的 「新

瓶裝舊酒」。最早關於公民抗命的記載
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期。到了當代，公
民抗命進化出更多的表現形式，例如拒
絕交稅、逃兵役，以及最為常見的靜坐
罷工罷市。這樣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
儘管 「非暴力」，但肯定對香港這個喧
嚷忙碌但秩序井然的城市造成滋擾，長
遠來說有損 「亞洲的國家都市」聲譽。

「公民抗命」的概念最早由亨利．
戴維．梭羅在1848年的著名論著《對公
民政府的抵抗》（後更名為《論公民的
不服從》）提出，對後世踐行者影響深
遠。其中最為著名的例子是印度聖雄甘
地和美國的馬丁．路德．金。所以，公
民抗命並非戴耀廷的心血結晶，他只是
個盲目的模仿者而已。

第二， 「公民抗命」的意旨在於改
善 「良治」，提升政府的執政能力，而
非取締政府。戴耀廷亦認同這一點並再
三表白，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是違法的，
但卻是為了更崇高的目標力量：社會正
義。但是這個看法是有漏洞的。我們別
忘了， 「公民抗命」的祖師爺梭羅的身
份雖然很多：美國哲學家、史學家、詩
人、廢奴主義者，反抗苛稅的義士等等

，但他更為人熟知的身份則是一位徹頭徹尾的無政府主
義者。他的思想深刻影響了包括北美與歐洲等世界上眾
多的無政府主義運動，以至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無政府
主義 「理論大師」埃瑪．戈爾德曼都 「尊稱」梭羅為 「
美國最偉大的無政府主義者」。

所以說，公民抗命或許對改善 「良治」有所裨益，
但倘若從小規模的和平靜坐衍生出大規模的無政府主義
運動，則會侵蝕香港人最珍惜和崇尚的法治精神，對香
港良好的社會秩序造成破壞。而且，無論泛民陣營如何
辯駁，他們口中的 「正義」都無法與甘地在擺脫英國殖
民統治的民族獨立運動中所體現出的 「正義」相提並論
，他們要的不過是有利於一己政治利益的普選方案。公
民抗命貌似 「安靜莊嚴」為正義，但不應該受到鼓勵。
任何違法行為，無論初衷好壞與否，都必須受到法律的
制裁。公民抗命如果受到縱容，任其發展，有可能淪為
個人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自我宣泄的工具。沒有人願
意看到戴先生的追隨者們，尤其是一些無辜青少年在參
與這場看似 「毫無風險」的政治遊戲後鋃鐺入獄。

或變成港版 「少數人暴政」
第三，此次 「佔領中環」的提議，極有可能劫持沉

默的大多數，演變成香港版本的 「少數人的暴政」。香
港任何時候的民意調查結果，從未顯示普選超越民生成
為普羅大眾的最迫切願望。畢竟，沒有人會天真地認
為， 「一人一票」是解決香港所有深層次問題的靈丹
妙藥。

第四，儘管戴耀廷反覆強調，他所倡議的公民抗命
將堅守 「非暴力」的底線：保持肅靜心態，主動自首，
接受執法部門懲罰；克制隱忍，不使用粗言穢語和肢體
暴力。然而，在最近的一次對話中，香港最激進的社運
分子 「長毛」都質疑戴耀廷此舉是否行得通，因為所謂
的非暴力鬥爭，並不意味暴力不會發生，尤其是在持
久的、面對面的對抗中。事實上，沒有人能保證這場以
和平拉開序幕的非法抗爭，不會血腥收場。

所以說，公民抗命的設計者和追隨者在展開這場運
動前，確實要三思而後行。筆者認為，對於不同政治光
譜的政黨，尤其是一些失去耐性甚至是理性的民主人士
，當前最明智的做法，應當像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建議的
那樣，心平氣和 「坐下來談」，以香港社會眾多精英的
集體智慧，必能推出一個各方認可的選舉改革方案。

本文摘譯自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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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論風生

會觀 察兩

3月3日晚，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發生
爆炸襲擊，至少造成45人死亡，135人受傷，上百
所房屋商舖和大量汽車被毀。卡拉奇大爆炸，讓外
界再次對巴基斯坦安全形勢感到憂慮。

今年來，巴基斯坦恐怖襲擊呈上升之勢。1月
10日，西南部城市奎達和西北部城市明戈拉接連發
生連環爆炸，造成至少120人死亡。2月16日，奎達
哈紮拉鎮再次發生爆炸襲擊，造成至少84人死亡，
近200人受傷。2月25日，南部信德省希卡布林地區
也發生類似爆炸。

反恐殃無辜 反美情緒升
回溯10多年前，巴基斯坦並沒有這麼多的恐怖

爆炸。當2001年美國在阿富汗發動反恐戰爭後，作
為前線國家的巴基斯坦，其安全局勢開始逐步惡化
。10多年來，恐怖爆炸案在該國頻繁發生，造成大
量平民死傷。那麼，為什麼恐怖襲擊事件會接二連
三地發生呢？

首先，這與近年來美國的反恐新戰略有關。奧
巴馬政府上台後，宣布了針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
全面 「反恐」新戰略，把對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打
擊重點從阿富汗擴大到巴基斯坦，稱巴部落地區是
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策劃恐怖襲擊的大本營。美國在

阿富汗打擊恐怖活動時，經常在巴基斯坦邊界地區
使用無人機實施空襲打擊恐怖分子，但卻殃及了無
數當地居民，導致當地民眾的反美情緒持續上升，
社會動盪加劇。巴基斯坦本土的恐怖組織和極端勢
力正好乘勢而上，利用民眾對巴政府協同美國進行
反恐感到不滿，聯合塔利班開展了一系列針對巴政
府和安全機構的恐怖襲擊。

其次，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巴基斯坦政府自
身面臨艱難選擇。一方面，頻繁發生的恐怖襲擊活
動使得巴國內安全環境不斷惡化，國際和國內投資
者加速撤離巴基斯坦，使得處於嚴重困境的巴國民
經濟雪上加霜，巴政府不得不在反恐問題上有所作
為。

另一方面，作為美國的反恐盟友，巴政府的軍
事打擊行動遭到國內 「和談派」的質疑。但和談又
是美國和北約所反對的，理由是和談會使武裝分子
獲得喘息機會，對阿富汗的美軍和聯軍造成威脅。
但目前美巴兩國依然互相需要──美國需要巴基斯
坦陸路通道，完成在2014年年底前從阿富汗撤軍的
計劃，而對解決國內經濟困局束手無策的巴基斯坦
政府則離不開美國援助。

第三，就巴基斯坦自身來說，其內部的麻煩本
來就不少，如司法部門和政府間的長期不和，不同
教派間的衝突不斷，部落武裝和恐怖組織活動猖獗
等等。有分析稱，此次卡拉奇大爆炸可能與教派衝
突有關。巴穆斯林人口中約80%為遜尼派，20%為
什葉派，因為信仰上的不同，一些極端遜尼派組織
時常對什葉派發動襲擊。此外，巴國安全局勢面臨

很多挑戰，其中較突出的就是多種性質的武裝組織
同時發動襲擊，其中既包括巴基斯坦塔利班，也有
民族分裂勢力，還有伊斯蘭極端勢力，多種力量相
互交織，讓巴安全局勢更加複雜。多重因素並存導
致巴基斯坦目前異常嚴峻的安全形勢，使巴政府在
反恐方面面臨巨大壓力。

內部紛爭多 反恐壓力大
此次卡拉奇大爆炸發生在敏感時刻，巴基斯坦

議會3月16日將解散，90天內將舉行新的大選。隨
大選日期的日益臨近，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
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或將 「興風作浪」，製造社會
恐慌。從全國範圍來看，惡化的安全局勢對於執政
黨最為不利，對於反對黨相對有利。惡化的安全局
勢會不斷增強民眾改變當前（政治）格局的期望。
但事物都有兩面性，惡化的安全局勢也給有實力的
政治力量提供了發揮的舞台，如果能夠在各自的勢
力範圍內扭轉包括安全形勢在內的挑戰的話，那麼
不利也有可能變成有利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美軍明年底撤離後，阿富汗將
面臨一個艱難的政治過渡期，塔利班勢力屆時有可
能捲土重來。巴基斯坦塔利班發言人曾經宣稱他們
擁有2800到3000名自殺襲擊者，今後還將發動更多
的襲擊。這種情況將使巴基斯坦的反恐形勢變得更
為複雜，也預示巴基斯坦的反恐問題將是一場長
期而艱巨的戰鬥。

作者為原中國資深外交官、駐外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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