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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接連宣布了一系列涉 「核」 舉措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切。美方至今搞不清楚金正恩的動機及底線
何在，中國希望的妥善解決辦法也不是戰爭，金正恩更是以聲東擊西的方式吸引全球的關注，最終目的是
能坐在談判桌前與美討價還價。

反對派亟需理性回歸 □孟 東

香港行政長官正在全力
改善民生，改善經濟架構，
努力提高香港的經濟增長速

度，為解決香港的人口老化、扶貧問題，打下更好的經
濟基礎。大多數港人的訴求是希望減少爭拗，創造社會
和諧局面，以利於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但是，
反對派卻作了相反的部署，欲將香港人的視線，扭轉到
「佔領中環」、 「爭取真普選」的焦點上來。這是明顯

地違背廣大民意，以街頭動盪來衝擊香港的經濟， 「實
行攬住一齊死」的策略。

「佔中」 是為挑戰基本法
美國正在亞洲推動美式民主，緬甸和中南半島是一

個重點，香港是另一個重點。香港反對派在2011年已發
動過 「茉莉花革命」，凡星期日都要舉行一次遊行，而
鬥爭的目標就是中聯辦，反對派遊行配合了美國人所支
持的劉曉波，作為互相呼應。但後來所謂 「茉莉花革命
」頹勢畢露，無疾而終。

到了2013年兩會期間，反對派又再派人到北京，說
要支持劉曉波老婆與當局鬥爭。與此同時，他們在香港
亦開展了 「佔領中環」的非法運動，就是要挑戰基本法
，搞香港 「公民投票」，自己訂立政治制度，建立 「公
民制憲權」要把香港變成獨立的政治實體，與人大制訂
基本法規定香港政治制度的憲制決裂。他們在北京和香
港同時左右開弓，目的就是針對中國，向主子邀功。

由於 「佔領中環」是非法行為，他們又想在2017年
奪權上台，雖然搞非法鬥爭和合法鬥爭都是同一班人，
但卻是掛兩個牌子。這是要避免一旦港人不接受他們的
激進行為，指責他們癱瘓香港經濟，打爛幾十萬人的飯
鍋，他們就將會在選舉中遭到滅頂之災。所以， 「佔領
中環」運動的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作為發起人，同時成
立了一個以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鄭宇碩出任召集人
的 「爭取普選平台」，盡量減低政黨的色彩。

為爭取人心，他們還安排了將來代表反對派的行政
長官參選人余若薇，出面與戴耀廷進行辯論。辯論中余
若薇提到，公民黨在港珠澳大橋的官司、菲律賓女傭爭
取居港權案件所遭受到的民意唾棄的事實，她說， 「問
題不在一萬人，在於成個社會點睇，唔係我夠勇定我縮
，而係政府的宣傳機器好勁……如果一個的士司機問你
：戴教授，你佔領搞到我無法養妻活兒，你點同佢交代
？」這番表演，為余若薇參選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塗
上了保護色彩，可說是欲蓋彌彰。余若薇還提議何俊仁
辭去超級議員之職，舉行 「公民投票」，而何俊仁已經
準備退出民主黨的領導層，立即一拍即合。

反對派圖拆散建制派
到底反對派打什麼算盤？如果香港實現行政長官普

選，今後專心一致發展經濟，反對派根本就沒有治港人
才，也沒有治港的政策和研究班子，他們難以與建制派
競爭，而他們的市場將會越來越萎縮。所以，阻撓普選
，在立法會把所有反對派議員都捆綁起來，達到三分之

一反對普選行政長官方案的票數，以利他們今後繼續高舉 「爭取普選」的
旗幟，騙取選票，這是他們的一個策略。如果普選真正出現，他們只會越
玩越縮。

在反對派處於劣勢之下，公民黨的梁家傑想出一個鬼主意，就是反對
派要設法拆散建制派的團結。他公開宣傳泛民可以和 「工商界」互相合作
，在將來的提名委員會問題上互相支持，互相交換提名票，即使將來提名
委員會有四部分人組成，他們也可以安排共同屬意的候選人參選，取得足
夠的提名。事實上，反對派的策略，是繼續在建制派中間採取了 「拉出去
打進來」的策略，分而治之。他們最希望在2017年，出現反對派只有一名
參選人，建制派則會有兩名以上參選人的局面。他們將會派 「忽然愛國者
」，分別大力支持建制派的候選人，並且發動抹黑宣傳戰術，以達到所有
建制派候選人都是 「爛蘋果」的效果。

反對派認為，最關鍵的就是，怎樣打破基本法附件所規定的，行政長
官普選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的門檻機制。他們知道，如果使用合法的鬥爭，
他們根本在立法會沒有三分之二的多數，他們只佔立法會的三分之一。所
以，他們一定會在立法會對政制普選方案投反對票。另外，他們亦一定按
照 「佔領中環」的計劃，舉行兩次基本法所不認可的 「公民投票」，然後
以非法的街頭鬥爭，製造混亂，玉石俱焚。他們已經為推卸 「破壞行政長
官普選」的責任做足了準備： 「佔領中環」並不是以政黨名義發動的，而
是通過教協和 「學民思潮」發動，利用青年學生為他們火中取栗。 「佔領
中環」的責任與政黨不相干。

四反制措施回擊挑戰
面對反對派來勢洶洶的挑戰，愛國愛港力量要嚴陣以待，加強團結

，採取反制的措施。
第一，要廣泛宣傳基本法。說明基本法的由來，具體地向廣大市民解

釋基本法早有提名委員會的規定，並已經列明行政長官必須忠誠於國家，
必須執行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行政長
官必須對中央政府負責的條文。要宣傳所謂民間發動的 「公民投票」，並
不符合憲法和基本法的法律制度，也不符合國際的公民投票的憲制要求。

第二，要做好香港財團和工商界上層的工作。要解決上一次行政長官
選舉所引起的矛盾，要說明香港財團和利益集團，如果與反對派互相呼應
，建立任何衝擊基本法的行政長官普選的提名票交換機制，最後讓反對派
上台，承擔最終苦果的就是香港財團和利益集團以及700萬市民。到時候
，香港的經濟繁榮、政策連貫性、各階層的均衡參與、香港和內地的經濟
聯合互動、民生改善都會泡湯。樓價一定會大跌，所有香港人都是輸家。

第三，要說明行政長官由愛國者出任。這是有效的運作機制，有基本
法規定的建制基礎。確保行政長官由愛國者繼續執政，也有基本法機制的
保障。

第四，要支持特區政府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愛國愛港的標誌，
是大局的需要，也是盡快實現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不二法門。

本文摘自最新一期《鏡報》月刊

朝核舉動意在討價還價
□紀碩鳴

巴國大選進入倒計時 □柳 凡

朝鮮半島局勢再被推
高，隨朝鮮政府宣布將
重啟寧邊核設施，半島局
勢瞬間風聲鶴唳。周邊國
都加強戒備，美國隨即向
朝鮮半島派出先進的導彈
驅逐艦，並增加最先進的

雷達系統監視朝鮮。同時，美國媒體稱，中國向
中朝邊界調集戰機，部隊進入一級戰備。有評論
認為，朝鮮是胡攪蠻纏，完全進退失據，戰爭似
乎一觸即發。外界分析，都認為朝鮮是一塊瘋狂
的石頭，然而卻是以卵擊石，把自己推向戰爭邊
緣。對朝鮮核舉動的這種理解很常規卻過於簡
單。

美搞不清金正恩動機
朝鮮接連宣布了一系列涉 「核」舉措引發國

際社會高度關切。根據朝鮮勞動黨中央全會3月
31日確定的 「實行經濟建設和核武力建設並行路
線」，4月2日，朝鮮原子能總局宣布將 「調整和
重啟」曾於2007年停運的核反應爐。而在此前一
天，朝鮮最高人民會議還通過了 「鞏固自衛核國
家地位」法令。朝鮮的 「最新威脅」無異於給半
島局勢 「火上澆油」，看懵了全世界。美國前國
防部長坦言，美方至今搞不清楚金正恩的動機及
朝鮮的底線何在。

在給予強硬回應後，美國國務卿克里與韓國
外長尹炳世在4月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六方
會談並未終結，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力依然有效。
中國外交部也很快於4月2日的記者會上就此做出
了表態。中方發言人指出，中國注意到了朝方有
關表態，並 「對此感到遺憾」。此外，他還強調
實現半島無核化，維護半島及東北亞和平穩定 「
是中方的一貫主張」。中方再次呼籲有關各方冷
靜克制，盡快重回對話協商軌道，共同尋找妥善

解決問題的辦法。
中國希望的妥善解決問題的辦法一定不會是

戰爭，那麼如果新上任的朝鮮領袖金正恩願意重
啟六方會談，他需要什麼？他需要手中有牌，要
有一張在世界格局和六方會談的談判桌前重新揀
拾一張好牌，這是他的動機。朝鮮的底線就是要
讓世界認同，他是小國，但要強，要認同他是核
擁有國。同時，另外一個目的是，以此來鞏固金
家在朝鮮的傳統利益和統治。

中國對朝仍有影響力
如果朝鮮是為了積極備戰，要和韓美來個魚

死網破，他就沒有必要 「實行經濟建設和核武力
建設並行路線」，不會核武和經濟發展兩手抓，
兩手都要硬。他以聲東擊西的方式，將全球的關
注點調動起來，造成危險緊張局面後，又輕輕放
下，坐在談判桌前與美國討價還價。

雖然不知道金正恩坐正後的所做所謂有多大
的韜略，但美國一貫認為對經濟和政治上陷入困
境的朝鮮實施孤立、禁運可以使之屈服，但這一
招並不見效。朝鮮孤芳自賞地搞自己的社會主義
，起用前總理朴鳳柱回鍋經濟改革，要 「躲進小
樓成一統，管它冬夏與春秋」了。這是三十六計
中的第一套 「勝戰計」第四計 「以逸待勞」。他
也懂得，與強敵打交道的最好防守是發動有效的
進攻。堅持發展核武、核技術，朝鮮原子能總局
宣布將 「整修和重啟」曾於2007年停運的核反應
堆。用的就是三十六計攻戰計中的第十四計借屍
還魂。

2007年，朝鮮根據六方會談協定關閉了寧邊
反應堆，次年又摧毀了冷卻塔。這個反應堆是朝
鮮核武計劃唯一的來源。此核反應爐若全面運
行，一年便可生成一枚原子彈所需的。因此，
朝鮮原子能總局的發言人提到 「調整」核設施，
令西方媒體擔憂寧邊核設施將會被改造成用來生
產武器級鈾的設施。使已經死亡的東西，借用另
一種形式出現。在作為計謀運用時，它的實質是
利用沒有作為或不能有作為的加以控制，以此向

對手較勁。
朝鮮3月30日宣布朝韓關係進入戰時狀態，

令本就緊張的半島局勢變得更加不明朗。不過，
有韓媒稱，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曾經向朝鮮前
線部隊下達秘密指令，要求前線部隊官兵絕不能
開第一槍，不能給韓美實施 「報復打擊」的藉口
。此為兵法三十六計的第二十七計 「假痴不癲」
，是假作不為而實不可為。

或有摩擦但不會大打
其實金正恩很清楚，雖然外界都認為與美韓

對比力量懸殊，他是以卵擊石。其實，金正恩很
清楚，現在的世界格局依然對等。雖然朝鮮只是
一個小國，要面對全世界的強勢力量，但誰都清
楚，朝鮮半島可能會有摩擦，但不可能開打全面
戰爭，美國不想，中國不想，朝鮮也不想。所以
他敢如此膽大妄為，全因知己知彼。

回顧歷史，當朝鮮前領導人金正日突然逝世
，其三兒子金正恩倉卒接任時，外界均對這全球
首位 「80後」國家領袖的前景未敢樂觀。欠缺經
驗與其他奪權者的野心，都是否定他將能延續這
個三代世襲獨裁政權的憑證。然而，金正恩上任
以來，先是與美國簽下 「閏日協議」（Leap
Day Agreement），又破天荒地在朝鮮引入西方
迪士尼的卡通表演，再不時高調與妻子李雪主把
臂外遊、視察民情，同遊朝鮮遊樂場，到訪民居
親切與民眾合照，及後又公布《628新經濟管理
改善措施》，大膽提出農業改革方向。種種看上
去開放的舉措，曾經叫外界對這位擁有西方留學
經歷的獨裁領袖之子抱有期望。

不過，金正恩相信兵不厭詐。當他坐穩政局
，去年12月12日，朝鮮一年內第二度發射「衛星」
，及後又在剛過去的2月12日進行朝鮮史上第三
次核試，讓外界曾經懷有的樂觀期望，隨那個
在朝鮮豐溪里引爆出5.1級人為地震的核彈爆炸
後破滅。金正恩的核思維，以穩固金家地位、利
益才是真正目的，而不會以戰爭來埋葬自己。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回歸16年來，中央政府一直嚴格按照基本法推進
香港的民主進程，2007年已明確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
雙普選時間表，而反對派卻無視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憲制規定，毅然採取激進對抗手段，先後發起
「五區公投」、 「癱瘓中環」等敵對活動，鼓吹 「真

普選聯」，企圖否定基本法的憲制安排，這是中央政
府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香港市民所不能容忍的，必須
予以警戒以正視聽。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保持香港的繁
榮穩定是中央政府恢復對其行使主權時所作出的政治
承諾，同時如何管治香港也是世界各國窺探中國的一
個櫥窗。所以，中央政府長期以來都非常關注香港的
政治動態和社情民意，對於任何有可能影響香港內部
政局動盪以及中央和特區關係的事件都密切關注，並
及時出手果斷處理。例如，2010年6月公民黨和社民
連安排5名立法會議員辭職，發動所謂的 「五區公投
」運動時，國務院港澳辦和中聯辦及時發表講話，嚴
厲譴責 「公投」的違憲性違法性，避免了一場政

治大紛爭。
針對近期香港社會鼓吹的 「佔領中環」和 「真普

選聯」運動，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主任喬曉陽
日前與香港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在深圳會談時已明確表
達了中央政府的立場：一是普選出來的特首必須愛國
愛港，二是普選必須嚴格依據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換句話說，中央政府不接受對抗中央
政府的人士當選特首，普選出的特首不能企圖推翻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不能企圖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
主義制度，只能是愛國愛港力量才能在香港執政。

堅持對抗 葬送政途
政治本來就是一門妥協的藝術，積極對抗消極合

作只會葬送政黨的政治前途。 「兩利相權取其重，兩
弊相權取其輕」，反對派長期以來所採取的激進對抗
行為，踐踏了香港的傳統價值觀念，延緩了民主政治
的發展進程，嚴重撕裂香港社會內部團結和諧，將政
黨擺在了中央政府和香港人民的對立面，對自身的政
治發展毫無益處。中央政府將堅定不移地落實2017年
普選行政長官的時間表，反對派不要 「以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腹」，預料中央政府會設置篩選程序剔除反對
派。與中央政府溝通的大門始終是向反對派敞開的，
民主黨之前就2012政改問題已和中央進行了有效溝通
並取得豐碩成果，但普選提議溝通協商的前提必須是
在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的基礎之上
，憲制基礎就是探討普選問題的平台。

中央政府自始至終都是以最大的政治包容來對待
香港反對派的，是非常樂意與反對派協商談判的。只
要他們放棄過往 「逢中必反」的反對思維，積極檢討
過往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路線，審視政黨主張和政治訴
求，旗幟鮮明地打出符合 「一國兩制」新政綱、新主
張，參政的訴求就會得到吸納和釋放。2017年提名委
員會一定會按照憲制安排籌建，反對派能否成功入閘
完全取決於自身。

根據基本法第45條第二款，行政長官 「最終達至
由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
選產生的目標」。基本法已規定由提名委員會負責提
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委員會按照廣泛代表性原則
籌建。如果參照基本法附件一選舉委員會的構建方式
，則在操作層面上通過設置工商界、專業界、基層界
（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界）和政界（立法會議員、

區域性組織、港區人大代表和港區政協委員）等四大
界別來構建提名委員會。

放棄敵對 轉變態度
在英文的語境中，廣泛代表性原則可以翻譯為

broadly representative，意思是試圖要囊括社會上所
有的聲音和訴求，就是普遍選舉權的要求。它是從香
港是一座 「經濟城市」的定位出發，具有針對性地代
表那些對香港這座商業城市的經濟發展具有重大作用
的界別、階層和利益集團。中央政府主導香港的政治
發展和香港特區行政主導政治體制都說明，中央政府
決定代表哪個利益階層和多大程度上代表他們。基
本法規定的四大界別可以廣泛的代表社會所有的利益
訴求，可以相信日後的提名委員是可以代表香港社會
的，它就是香港的一個真實縮影。若反對派回歸理性
放棄敵對態度，由反對派轉變為具有建設性的政黨，
與中央政府協調談判，那麼他們在提名委員會中就能
具有一定的話語權。此前的選舉委員會已具有廣泛的
代表性，反對派在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中已成功推
選出一位候選人。

任何政黨和政治團體存在的價值就在於通過參政
實現政綱、政策和主張，如果反對派永遠停留在 「為
反對而反對」的思維模式中，只知道依靠街頭暴力、
議會暴力等激進手段嘩眾取寵，最後只能淪為永遠的
「在野黨」，喪失生命力和活力，最終被時代拋棄走

向滅亡。

3月16日，巴基斯坦議會事務部發布通告稱
，巴國民議會當天完成5年任期，期滿解散。巴
內閣也於同日解散，從而正式拉開了下屆議會選
舉的序幕，新一輪大選將於5月中旬舉行。

「政治家族」 殺入政壇
巴國會大選頗具歷史性，因為這是建國以來

一屆民選政府首次完成整個任期並將通過民主選
舉過渡政權。此前60多年間，歷屆政府不是被軍
人政變推翻，就是被總統以管理不善或腐敗為由
解散。而剛剛解散的人民黨領導的聯合政府，也
經歷過中途換帥的危機，磕磕絆絆地走完了自己
的任期。阿什拉夫總理在當晚發表講話高度評價
，這是巴民選政府第一次順利完成5年任期，是
一個 「歷史性的進步」。他回顧了本屆政府過去
幾年在各個方面取得的成績， 「雖然政府在過去
5年內沒能實現人民富裕的目標，但已經緩解了
很多此前遺留的問題。在經濟方面，因採取政策
得當，巴在出口和證券交易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
步；在外交方面，由於宣導和平的外交政策，巴
在全球的影響力得到提升，並且與中國簽署了關
於瓜達爾港的使用協定，與伊朗簽署了天然氣管
道專案協定，改善和拓展了與印度、阿富汗和俄
羅斯的關係，確保了地區的穩定與和平發展；在
政治方面，政府給予各省更多自主權，鞏固了民
主。」不過，這一切難以掩飾巴當前嚴峻的政治

經濟形勢。
該國《黎明報》稱，本屆政府給下一屆民選

政府留下了一大堆待解決的難題。資料顯示，人
民黨執政期間巴經濟增長不到4%，國內通貨膨
脹率一度高達25%。路透社則認為，巴政府留下
了塔利班暴力、宗派紛爭、經濟凋敝、長期缺電
的爛攤子。對於本屆政府的功績，多家媒體評價
，平穩維持政局5年 「實屬不易」。儘管政治層
面取得不小成就，但整體而言，阿什拉夫政府在
經濟層面建樹未盡如人意，沒有惠及民生，執政
的人民黨在今後議會選舉中並不佔優勢。

根據巴基斯坦憲法，議會解散後60天內將舉
行選舉。儘管目前巴下屆大選的日子還沒正式公
布，但執政的人民黨將面臨巨大挑戰。隨巴新
一屆議會選舉拉開序幕，兩大政治望族布托家族
和謝里夫家族的年輕繼承人比拉瓦爾和瑪麗亞姆
也將走上前台，準備展開對壘。24歲的比拉瓦爾
是巴現任總統扎爾達里的兒子，他的母親是巴已
故前總理、素有 「鐵蝴蝶」之稱的貝布托。謝里
夫家族的後起之秀是前總理謝里夫的女兒、現年
39歲的瑪麗亞姆。兩人擁有不少共同點，作為巴
兩個主要 「政治王朝」的繼承人，兩人分別在英
國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留學。他們家族之間的爭
鬥可以追溯到40年前，當時謝里夫家族的商業帝
國被布托家族領導的國有化搞垮。上世紀90年代
，貝布托和謝里夫更是輪流擔任總理，是政壇勁
敵。這兩名政治新手近來都已開始參與大選，成
為他們父親的競選活動家。巴政治評論員認為，
比拉瓦爾將代表布托的遺產，瑪麗亞姆會作為女
性代言人非常活躍，他們將代表各自家族的利益
而在大選中爭鬥。毫無疑問，在競選期間，他們

之間難免會有一番廝殺。

穆沙拉夫冒死參選
穆沙拉夫在1999年發動軍事政變後上台執政

，2001年因支持美國總統布什在阿富汗發起的反
恐戰爭而在本國遭受巨大壓力。2008年，穆沙拉
夫因涉嫌捲入2007年前總理布托遭暗殺事件，在
巴面臨被捕風險，辭去總統職務，並於次年出國
「自我流放」，一直住在倫敦和迪拜。2010年，

他在英國組建新政黨 「全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
，並多次誓言要重返巴政壇。2011年2月，巴反
恐法院向穆沙拉夫發出通緝令，致使其回國之路
遙遙無期。今年3月22日，穆沙拉夫與國內方面
的談判出現重大轉折。巴高等法院同意了他的保
釋申請。這意味他可以回國並且不會被逮捕。
面對塔利班23日發出的死亡追殺令，69歲的穆沙
拉夫24日仍如期回國，飛抵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
。穆沙拉夫曾不止一次說，他有軍隊的支持。不
過，陸軍參謀長基亞尼已明確表示軍方將不參與
政治，目前尚無跡象顯示軍方將領會在大選中支
持哪個政黨。分析人士認為，穆沙拉夫此次回國
不會對選舉產生很大影響。

總的來看，對於巴基斯坦來說，最終當選的
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新一屆政府能否使國
內局勢趨於穩定、能否繼續促進經濟發展、能否
為巴基斯坦帶來另外一個5年的穩定發展時期。
因為只有這樣，巴基斯坦才能在南亞次大陸保持
與印度的競爭力和區域影響力，才能在盤根錯節
的亞洲局勢中佔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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