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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和特區政府應當從全面準確理解貫徹 「一國兩制」 的高度，冷靜客觀對待兩地在 「一國兩制」 與
時俱進中的 「磨合」 ，要理性包容對待兩地交往合作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否則，香港社會輿論如果陷於一種
極端傾向，則將正中反對派下懷，不啻為他們正在精心策劃、極力煽動的 「佔領中環」 行動計劃添油加柴。

真普選聯盟雜、亂、假 □司馬平川

港需防極端政治化傾向
□周八駿

朝鮮半島局勢走向解析 □延 靜

最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修訂有關法律，限制個人攜帶奶
粉離境。在內地，一部分居民和
若干媒體提出強烈批評。

近兩年來，越來越多內地居
民前來香港旅遊購物置業以及越
來越多所謂 「雙非孕婦」前來香

港分娩，既大力推動香港相關產業、行業發展，也
帶來某些消極影響。由於香港一些媒體負面報道，
尤其香港反對派煽風點火、借題發揮，香港相當一
部分居民對於香港與內地融合進程中難免出現的矛
盾和問題滋生負面觀點和情緒。對此，內地一部分
人表示不滿。

然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當局限制個人攜帶奶
粉離境之前，兩地相互間負面反應限於民間。香港
當局限制個人攜帶奶粉離境一事之所以引起特別的
關注和格外強烈的反應，是因為這是香港特別行政
區官方首次對於兩地融合進程中所出現的矛盾和問
題採取政策措施。

在特區第三屆政府管治時期，行政長官及其管
治班子無論對尖沙咀廣東道D&G事件還是內地遊
客在香港地鐵列車飲食事件，都是袖手旁觀。對於
「雙非孕婦」前來香港分娩僅僅採取行政措施。

多作解釋避免錯覺
特區第四屆政府上任以來，決心十分嚴厲地控

制 「雙非孕婦」前來香港分娩，由於此事涉及香港
終審法院已有判決，目前，正處於尋求全國人大常
委會對《基本法》有關條款做進一步解釋的過程之
中。換言之，對待 「雙非孕婦」前來香港分娩，固

然也列入了特區政府的議事日程，但因為尚未解決
，所以，香港當局限制個人攜帶奶粉離境，開了特
區政府以政策措施處理兩地融合進程中所出現的矛
盾和問題之先河。

特區政府解釋稱：限制個人攜帶奶粉離境不是
針對內地居民，而是適用於所有人。事實是，以販
賣 「水貨」形式穿行於香港、內地之間的大多數人
是香港居民。3月5日，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黎
棟國披露，3月1日至5日，香港當局共拘捕87名違
法攜帶超額奶粉出境者，其中，49人是香港居民，
36人是內地居民，另外兩人持有外國護照。

但是，為什麼內地一部分居民和若干媒體會以
為有關措施是針對內地居民呢？一是香港方面對新
政策措施缺乏應有解釋；二是香港社會輿論在這一
政策措施討論過程中，造成似乎針對內地居民之錯
覺。

換位思考免傷感情
3月8日，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十二屆全國

人大一次會議香港代表團討論時發言，談及香港與
內地融合過程中難免出現的消極現象，他指出，對
待兩地交往合作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 「要理性包
容，有更寬廣的胸懷。香港與內地民眾在共用兩地
交流合作成果的同時，也偶爾出現一些矛盾和摩擦
。內地大量居民到香港置業、購物、旅遊、就醫、
就學和就業，既使香港在許多方面受惠，也成為香
港房價、地價和租金近年來飆升的原因之一。大批
內地孕婦到港分娩導致醫院床位不足。一些日用品
出現價格上漲和短缺的情況對香港居民生活造成影
響。近期 『奶粉限購』問題引起爭議。對這些問題
，一要正視，以務實、有效的辦法加以應對和處理
，避免矛盾和事態擴大化；二要客觀分析、正確看
待，不誇大，不以偏概全，更不能因噎廢食。從香
港方面來說，在處理有關問題時，有時也需要換位

思考，顧及內地同胞的感受，避免傷感情。」
張曉明特別說明，他指出有關問題和提出若干

意見建議，是本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願望
。其良苦用心，有助於香港正確對待內地一部分人
和若干媒體最近強烈批評。

為什麼近兩年來香港社會對於兩地融合滋生負
面觀點和情緒？為什麼本來可以不引起內地一部分
人和若干媒體強烈反應的限制個人攜帶奶粉出境卻
事與願違？

呂大樂教授在《深層次矛盾 終於浮上表面了
》一文中指出： 「因水貨客、自由行所引起的社會
關注，其實打開了埋藏於香港社會底下一層又一層
的矛盾和問題。在水貨客下面的那一層是自由行，
而自由行的下一層是區域融合，區域融合的下一層
是香港的重新定位與長期發展方向……最終的一層
推至一國兩制本身的矛盾。」

冷靜對待兩地磨合
在這樣的意義上，如何對待兩地融合進程中難

免出現的矛盾和問題，便成了是否和能否全面準確
理解貫徹 「一國兩制」的試金石。

香港社會和特區政府應當從全面準確理解貫徹
「一國兩制」高度，冷靜客觀對待兩地在 「一國兩

制」與時俱進中的 「磨合」。
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在出席全國

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港澳政協委員聯席會議時，引
述上海市政府處理上海居民與外來人口之間類似問
題的經驗，指出：這種問題哪兒都會發生，不要把
這種問題上升，把這個問題炒成 「一國」的問題，
這未免好像太政治化了，是一種極端的傾向。

香港社會輿論如果陷於這一種極端傾向，則將
正中反對派下懷，不啻為他們正在精心策劃、極力
煽動的 「佔領中環」行動計劃添油加柴。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反對派最近發動 「佔領中環」爭取 「真
普選」的運動，這是反對派針對2017年選舉
行政長官工程的一部分。反對派已公布了四
部曲的計劃，民主黨的何俊仁也已經走上電
視台，宣布準備 「坐監」。這個計劃包括舉
行兩次 「公民投票」，包括了進行一次超級
區議會功能組別的所謂 「公民投票」，動用
選舉經費超過一千萬元，而且還會通過教協
、 「學民思潮」，發動以萬計的青少年學生
參加，規模龐大。其中所動用的金錢、政黨
組織、學校系統、地區組織，絕不是一個香
港大學學者戴耀廷所能擔任。這只能說明，
外國勢力擁有一隻無形之手，可以提供策略
，可以提供巨大的資金，也可以提供政黨的
操控，進行規模龐大的動員。

根據上一次 「學民思潮」所發動的反對
國民教育的示威和晚會的情況來看，也絕非
是幾個中學生可以提供以百萬元計的經費、
組織幾萬人的集會，背後一樣有無形之手在
運作。所以，香江市民對於境外勢力干預香
港政治，不能掉以輕心。如果香港人不及時
表示態度， 「佔領中環」並不是有沒有可能
的問題，而是一定會發生，一定會造成重大
災禍，對香港的政治、經濟、民生、道德和
核心價值將會發生巨大的衝擊，將來承擔苦
果的將會是七百萬香港同胞。

金融癱瘓 港人蝕錢
災禍首先是來自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發

生癱瘓作用，所有香港人的身家都會遭受嚴
重損失。國際金融業是香港的重要經濟支柱
。外匯的交易、股票的買賣、期貨的對沖、
黃金的交割，都在香港進行，這是不同時區
的國際交易的一個連續，保持國際金融能夠
以24小時不停斷地運行。由於發動佔領中環
的勢力，有國際的因素，美日對中國都不懷
好意，有狙擊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壓制中
國的崛起的誘因。屆時一定有國際上的金融
風暴發生。目前資金不斷湧來湧出，很大的
原因是國際大鱷進行了利差交易活動，借入
日圓，購買黃金期貨、能源期貨、美國股票
、美國國債，日圓越是下跌，黃金期貨、能
源期貨、美國股票、美國國債越會上升。一

旦日本人宣布加息政策或者大手買入日圓，抽緊銀根，所有的
利差交易就會拆倉，所有金融交易資產都會大跌，風高浪急。
在這樣情況下，所有的資金都會流向美國避難，美國成為了最
大的贏家。

經過精心的選擇時機， 「佔領中環」發生後，香港的所有
國際商品交易場、股票市場、銀行、出入口貿易立即停頓。不
能報價，不能交易。所有投資者眼光光看自己投資的金融工
具急促下跌，無法止蝕，情況就像2008年的金融風暴一樣。和
外國簽署了貿易合同的進出口商，由於不能購買外匯，開出信
用證，履行合約，立即會遭受到外國買家索償。很多出口商，
貨物落船之後，需要立即收回外匯進行結算，用作周轉，外匯
市場停頓了，結果造成了一連串的無法履行還債，引起了一系
列的官司，損失慘重。

進行地產買賣的香港投資者，本來定於某日進行完成交易
，結果，由於銀行和股票市場的停頓，買家沒有辦法籌備到足
夠的現金，結果變成爛尾，被賣方索償巨款。在國際的風潮和
「佔領中環」的政治風暴衝擊下，樓市大幅度下跌，所有擁有

物業的人都受到了巨大的損失。分期付款第一次上車的人，更
加成了負資產，每月要增加供款的數目，或者延長供款的年期
，苦不堪言。

「佔領中環」，是由教協和 「學民思潮」發動的踐踏法制
的活動，他們在大學和中學佔有優勢，一定會利用教育的陣地
，向沒有政治經驗的青年學生給教唆蔑視香港的法律和秩序，
以非法手段破壞社會安寧、破壞金融運作，並說成是非常 「神
聖」的事業。他們鼓吹天下大亂，越亂越好，要把香港的法律
踩低在腳下。這樣一來，他們實際上是發動一場紅衛兵運動，
培養無法無天的一代。

及時發聲 制止浩劫
香港的損失，就不是幾個月的金融損失問題，而是整整一

代人垮下了，香港最珍貴的法治精神被完全摧毀了，人人都藐
視法律，人人都會實行無政府主義，香港的核心價值被踐踏得
不成樣子，香港不再是香港。那些整天高呼 「法治和人權」
的所謂 「為人師表」，實際上變成了香港 「法治和人權」的破
壞者的偉大導師。香港沒有什麼天然資源，靠的是人的質素，
靠的就是教育，投資未來，形成香港的競爭力。現在有一股勢
力，就是要將青年學生引向邪路，毀滅香港未來的人才，毀滅
香港的競爭力，使香港再沒有優秀的人力資源可以支援國家的
四化，美國人壓抑中國的經濟崛起的計劃實現了，這是一條非
常毒辣的毒計。

反對派已經宣布四部曲行動計劃，箭在弦上，香港七百萬
人一定要及時發出自己的聲音，要制止香港的浩劫！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近來朝鮮半島局勢緊張有
增無已。3月7日，在聯合國安
理會通過對朝鮮第三次核試進
行制裁決議的同時，朝鮮外務
省發表聲明稱，第二次朝鮮戰

爭難以避免，朝鮮對此已經作好準備。此前3月5日
，朝鮮國防委員會發表聲明，表示自美韓3月11日
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之日起，朝鮮將不再承認《朝鮮
停戰協定》，不受它的約束，有權採取任何自衛措
施，襲擊首爾和侵略者的老巢。在此情況下，朝鮮
半島局勢的發展和走向，不能不引起國際社會的嚴
重關注。

朝示強為談判增籌碼
朝鮮半島目前處於停戰狀態，從根本上講和平

穩定是相對的、脆弱的，需要有關各國很好維護。
眾所周知，上世紀50年代初，朝鮮半島南北之間曾
爆發一場戰爭，美國牽頭組成 「聯合國軍」參戰，
中國在邊境受到威脅時派出志願軍 「抗美援朝」，
戰爭持續了三年多。1953年7月27日，經過兩年談
判，以朝中方面為一方和以美國為首的 「聯合國軍
」為另一方簽署《朝鮮停戰協定》，結束了這場戰
爭。過去幾十年，朝鮮半島南北之間摩擦不斷，但
整個局勢依據停戰協定維持相對穩定，沒有發生大
的事端和戰亂。

當然，我們也看到，與簽署《停戰協定》當年
相比，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協定內涵也與當

年產生了不同。應朝鮮方面要求，曾經作為朝中方
面的中立國監察委員會成員波蘭和保加利亞代表早
已撤出，中國人民志願軍駐開城聯絡處也已撤離。
朝鮮曾多次呼籲，朝鮮和美國之間簽署和平協定，
取代停戰協定，以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和安全。這
一倡議得到中國的支持。但是由於朝美關係沒有根
本改善，簽署和平協定取代停戰協定一直拖延至今
，仍是維護朝鮮半島和平穩定有待解決的一個重要
課題。

朝鮮聲言不承認《朝鮮停戰協定》已不是第一
次，聲言要把首爾變成火海也不是第一次，只不過

這次加上了 「侵略者老巢」，顯示其不久前進行的
核武器的威力。但是我想，朝鮮也不可能不知道，
用這種辦法是解決不了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問題
的，也解決不了朝美關係的改善問題。這種強硬的
言辭恰恰是在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決議即將通過之時
發表，在美韓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即將開始之時出
現，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對美韓作出的強硬姿態，
顯示朝鮮不畏強暴，不屈服於壓力。同時也不排除
是在為今後的外交談判增加籌碼。

動武對哪一方都不好
至於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決議，那是因為朝鮮作

為聯合國成員國進行核子試驗，違背了安理會的有
關決議，是必然要走的一步。制裁的內容有所增加
，主要是為了阻止朝鮮再次進行核子試驗。中國作
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在討論過程中，明確主張制
裁要適度、慎重，不要影響朝鮮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不要影響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中國為此盡
了最大的努力。

關於朝鮮半島形勢，記得鄧小平在世時曾經說
過，現在朝鮮半島不是打仗的形勢。我想這一判斷
今天仍然適用。當然，朝鮮半島局勢敏銳，如果任
何一方失去理智，就可能擦槍走火，但這是我們不
願看到的，其結果也不會給任何一方帶來好處。當
今社會國際爭端，包括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和簽署
和平協定取代停戰協定等問題，還是要通過外交途
徑，採取對話和協商的辦法求得解決。無論出現什
麼情況，面對複雜敏感的局勢，都不能失去冷靜，
不能失去理智，這是至關重要的。

作者為原中國資深外交官、駐外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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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反對派真是幼稚得很，普選就普選，就非
要在前面加一個 「真」字，生怕最終爭取回來的方案
會被選民說是假的，毫無承擔政治責任的魄力。這不
， 「真普選聯盟」昨日成立，硬是要將自己說成是 「
真」的代表，但明眼人一眼便看出，與三年前的 「終
極普選聯盟」相比，儘管人數多了、團體多了，但實
際上底氣卻是少了，用 「離普選聯盟」來稱呼，似乎
更加恰當。表面的一團和氣，實際上暗藏了各種各樣
的利益算計，若要用三個字來形容這個組織，應該是
：雜、亂、假。

當然，名稱只是用來叫的，一個政治團體的名字
，無非是為了便於傳媒去稱呼。但行為反映本質，從
真普選聯盟這一名稱上，實際上反映出整個反對派當
前的存在生態。第一，不想承襲舊聯盟的名字，害怕
與三年前的組織畫上等號，卻又無法擺脫前者的陰影
；第二，非要區別 「真」、 「假」普選，自作聰明地
與 「爭」字諧音，以為這樣能讓人相信這個組織是 「
爭取真正普選的大聯盟」。但問題是，世界上沒有一
種唯一的所謂 「真普選」，美國人不會這麼說，英國
人更不會這麼說。香港的反對派反倒如此熱衷說 「真

」，表面上是要對抗中央的 「假」普選，實際上反映
的卻是，反對派根本沒有一套成熟的政治理念，而要
通過語言的修飾，來掩飾自己的心虛。

組成龐雜 爭權奪利
好了，名字叫也就叫了，別人怎麼看也改變不了

這個組織的稱呼。而說到底，這是一個有助於討論政
改方案的平台，有總比無好。但如果說，香港的普選
只能靠 「真選聯」方能實現，大概只有幼兒園的學生
才會天真地相信。 「真選聯」先天嚴重不足，雜、亂
、假三大特徵太過突出，不搞破壞已經求之不得，哪
敢奢望他們會有什麼積極的建樹。

第一雜。這個雜很容易理解，就是成員組成過於
龐雜。如果細心比較兩個普選聯盟，其實不難發現，
「真選聯」人數更多、團體也更多，但多不代表好，

更為要命的是，當中人人理念不同，有的甚至是勢同
水火。比如說，終極普選聯盟雖然只有十一個團體，
但其核心成員如民主黨、民協、教協等，還可說得上
是同心同德；但 「真選聯」基本上沒有一個核心，民
主黨與公民黨早有讎仇，民協與工黨早生間隙，更不
用說一些小政治團體的極端主義者，用同烏合之眾來
形容，或許有些過火，但一個成員組成太龐雜的團體

，基本上已注定難有所作為。
第二亂。這既是指 「真選聯」內部組成混亂，更

是指這個新組織沒有一套統一的思路，在如何促進二
零一七年落實普選，沒有清晰、明確的政治路線。為
何這麼說？別的不用提，就拿到底會與哪一方談判、
以誰為抗爭對象，整個組織就意見不一。有的表明中
央才是真正決定者，應當直接與中央代表談；有的則
稱應與特首與問責局長談；有的乾脆說什麼也不用談
，原則一步也不能讓。就連小學生也會知道 「誰對誰
」的問題， 「真選聯」連自己應當和誰談判、和誰對
話、和誰妥協也不知道，仍然要開一個又一個協調會
才能決定，豈不讓人笑話？

思維混亂 方向不明
又例如，對於到底要 「得到什麼」，真選聯內部

至今仍然沒有統一意見。沒錯，所有反對派團體都有
共同理念，爭取 「真普選」嘛，但真普選只是一個概
念，到底要獲得什麼目的，人人不一而論。有的說，
此次底線是二零一六年立法會與二零一七年特首都必
須由普選產生，如果只談特首普選就一切免談，應立
即發動 「佔領中環」，用民意迫壓中央；有務實一點
的則說，爭取一個是一個，如果捆綁談判難免一拍兩

散。好了吧，連目標為何、方向為何、手段為何一概
沒有統一， 「真選聯」有多少成員就有多少主見，又
怎一個亂字了得！

用意不純 以利趨之
第三假。真普選聯盟名字上強調一個 「真」字，

但如果熟悉近二十年香港 「民主派」發展歷史的人應
當知道，整個反對派從來沒有一次是 「真」地為民主
而付出過。所謂的 「為民主而團結」，更像是一個傳
銷集團的勵志口號。不是嗎，回歸前的民主派大老們
是英國殖民者的附庸，享受金錢與權力利益；回歸後
又迷戀殖民時代的尊貴地位，明裡暗裡與英國佬美國
佬眉來眼去、暗通款曲。表面上口號冠冕堂皇，裡子
卻是污糟得不得了，爭權奪利，爾虞我詐。近十年來
反對派的政治組織數目與成員以幾何級增加，原因何
在？無非是覬覦利益，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余若
薇可以做 「民主女神」，我就不可以？有了團體作靠
山，可以參選也可以被招攬，出路廣闊啊。所以說，
「真選聯」儘管人多團體多，但也是 「心多」。個個

一副 「真」面目，實際上不過是在虛與委蛇，人人等
待機會，卡位、坐大，搶奪 「泛民」的下任龍頭棍。

當然，這些特徵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真普選聯盟
的首任召集人（大概會有第二任）鄭宇碩教授，浸淫
政治權力學數十年，又豈不知當中利害。但他為了反
對派執政大業，不惜拋出老臉去迎合一眾大帝，也算
是難能可貴了。只是苦了香港老百姓，全國人大常委
會不是已經明確給了香港二零一七年普選嗎，大概要
毀在這批人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