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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必須力保和平與發展 市民認同抗中者不能治港

井水集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出席博鰲亞洲
論壇年會開幕式時，發表了主旨演講，
表達了中國推動亞洲以至全球和平與發
展的意向和決心。維持和平與發展無疑
是符合世界人民長遠利益的頭等大事，
也是當前人類歷史發展的主流，順之者
昌、逆之者亡。然而即使如此，和平與
發展仍非必然持續不斷，更不會從天而
降，而要世界人民努力維護和爭取。中
國作為崛起的新興大國，對這方面的推
動自應當仁不讓，務必作出應有貢獻。

博鰲論壇至今已舉行了十二年，正
如習主席所說經歷了一個生肖循環，並
正對全球發揮日益重要的影響。今年年
會主題是 「革新、責任、合作：亞洲尋
求共同發展」 ，說到底就是要對推動和
平與發展作出更多和更深入的探討。為
此習主席提出了兩個十分重要的觀點：
一是在亞洲發展仍是頭等大事，二是亞
洲穩定正面臨新挑戰。二戰後亞洲發展
表現良佳，在日本重建後形成了 「雁行
模式」 ，出現了動力充足增長快速的 「
四小龍」 及 「四小虎」 等新工業化經濟
典範，到近三十年又出現了中、印等古
老大國復興，發展勢頭更強更猛，發展

水平也不斷上台階。另一方面，亞洲仍
面對諸多問題，一些舊的貧窮落後問題
未完全解決，而一些新的發展中問題又
相繼出現，隨時可拖慢甚至窒礙發展。
十多年前出現的亞洲金融風暴是一明證
，近年歐美引發的金融海嘯衝擊波又不
斷打來，還有亞洲各國內部的問題，包
括法制法治不健全，市場機制不完善，
貧富差距擴大，和諸如 「貧窮陷阱」 、
「中等收入陷阱」 等發展攔路虎，均須

認真處理、應對。
同樣值得關注者是亞洲的穩定與和

平問題。亞洲各國內部和國際間，從來
便有各種民族、部族、宗教、領土和文
化差異的糾紛，在多元化的國際社會中
必須努力維持各方的利益平衡並求同存
異，以便降低摩擦風險並防其失控。另
一方面，多元化也帶來機遇，由此提供
了眾多互補良機，故只要抑弊揚利，便
可達致習主席所說： 「一花獨放不是春
，百花齊放春滿園」 的美妙境界。本來
這也很有希望的，例如東盟多年來便維
繫了多個東南亞國家的互動合作，有助
推動地區的和平與發展，而且通過東盟
與其他國家對話，如東盟與中日韓等的

「10+3」 機制，已經不斷擴大合作的活
動及地域範圍。

可惜樹欲靜而風不息，美國為維持
霸權及遏制中國，近年全力推行所謂 「
重返亞洲」 策略，實即在區內拉幫結派
煽風點火，令相對受控的朝鮮半島和東
海、南海領海等紛爭急劇升溫，更重施
炮艦政策，把軍力重點移到西太平洋，
對地區實行軍事威脅，令區內突然增加
了巨大的地緣政爭風險，如不認真對付
，便可能打亂和平與發展的步調。

因此，習主席提出的四點主張便更
為重要：區內各國必須勇於變革創新，
同心維護和平，力推進合作和堅持開
放包容。中國作為區內新興大國，自要
肩負更大的保障和平與發展責任：這是
中國本身歷史和國際的使命。為此除了
要如習主席所說，繼續推動國際經貿合
作和 「親仁善鄰」 外，還要做好兩方面
的工作：一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特別
是要維持快速發展以壯大實力。二是要
認真做好軍事鬥爭的準備，因有些人不
講道理只看拳頭。總之，朋友來了有好
酒，豺狼來了有獵槍，方可做到有備無
患。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主任
喬曉陽日前在深圳發表講話，表明抗
中者不能當特首，又提出了提名委員
會整體提名的做法。這是迄今為止中
央對二○一七香港普選特首兩點最明
確的提示。

對此，反對派政客和亂港傳媒當
然 「群起攻之」 ，指中央限制、扼殺
普選，聲稱要 「佔領中環」 向中央施
壓，爭取 「真普選」 云云。

然而，事實卻是：市民大眾對 「
喬老爺」 的講話，主要是抗中者不能
治港、不能當特首，不僅沒有反感、
抗拒、嘩然，相反，反應十分平靜，
即使不說是支持、贊成，最少也代表
了一種默許和默認。這是 「沉默大多
數」 的一種正面回應。

對市民這一反應，建制派可能還
沒有充分注意，反對派倒是非常敏感
的留意到了，有人在報刊文章上 「驚
呼」 ：喬曉陽的講話並沒有在香港社
會引起強烈反彈！

反對派這種反應，是由於在他們
眼中，抗中是一種港人都認同的 「權
利」 ，抗中者不能當特首，港人一定

會強烈反彈、群起反對。但結果是港
人社會的反應平靜得很，這就令他們
摸不頭腦以至大惑不解了。

毫無疑問，港人不一定都贊同喬
曉陽的講話，但抗中者不能治港這一
點，市民是普遍都不反對、可以接受
以至予以認同的，因為市民都很清楚
：一個對抗中央的特首，是不可能得
到中央認可、接受的，中央依法有權
不予任命；而且，就算中央不抗拒，
選出一個抗中的特首，對香港也肯定
不會帶來半分的好處。

香港人認同抗中者不能當特首是
建基於不希望香港亂、不希望 「一國
兩制」 被破壞這樣一個最基本的認識
和現實上，是理性、明智和合情合理
的。同樣，不少市民也認同，在特首
普選問題上，依照基本法規定，中央
是有任命權、有 「話語權」 的，反對
派不可能依靠 「佔領中環」 來達到目
的。

抗中者不能治港，冇資格當特首
，港人已經作出正面的回答。

梁：以港經驗助亞洲改革

趙啟正：公共外交無需整容

出席博鰲論壇 推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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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梁振英首次以行政長官身份出席在海南舉行的博鰲論壇，他7日會見傳媒時
強調，香港非常重視與內地的交往，也十分重視對外經貿交往。香港在參與中國改革開
放方面有第一手經驗，他希望把這方面的經驗用於整個亞洲的革新。此外，他回應 「限
奶令」 何時取消的提問時指出，特區政府此舉是 「不得已而為之」 ，目前尚沒有解除限
制的時間表。 本報記者 陳錦輝

社 評

剛剛在首次外訪中掀起
的 「麗媛style」風潮，近日
又再度席捲博鰲。此行乃彭
麗媛以 「第一夫人」身份在
中國國內的首次亮相，所到
之處均成為外界焦點。陪同
習近平主席會見出席活動的
外國嘉賓時，彭麗媛特別選
擇了灰色套裝內搭白色打底
衫，佩戴淡藍色圍巾垂於胸
前，正式中不失明快，優雅
中帶清爽，其在服飾細節
上的用心之處，再度贏得時
尚人士的好評，稱讚其造
型優雅得體，力壓其他 「夫
人」。

這一 「中國的新名片」
也得到網民們的熱烈追捧。
網民 「只想好好愛」說： 「
出了家門爭了這麼些光，回家了還將時尚與端莊演繹得淋漓
盡致，在我心裡你永遠很美。」網民 「文居士」更寫道， 「
習嫂代表中華女性獨領風騷，盡顯東方女性的智慧與美貌並
重。」

不僅如此，就連參加博鰲論壇的嘉賓和記者，也成了彭
麗媛的 「鐵桿粉絲」。7日中午，在博鰲論壇招待午宴大廳
之外，數十位記者你推我擠，爭相一睹 「第一夫人」的風采
。彭麗媛的身影一出現，人群中就有人高喊 「來了，來了！
」興奮之情難以抑制。

有媒體報道，博鰲論壇的招待午宴延續新一屆政府的
「節儉」風。沒有發言台，沒有鮮花，兩個長條桌，分列而

坐，只一對仙鶴工藝品擺放在桌沿，習近平主席和夫人彭麗
媛居中對坐。據看過菜單的工作人員介紹， 「很簡樸」，酒
雖然不能少，但只喝長城乾紅。

7日上午的博鰲論壇開幕式上
，與會外國政要分別致辭，發表對
當今世界及亞洲經濟形勢的看法，
介紹各自發展改革戰略。有意思的

是，不少外國政要在講話中 「千方百計」與東道主 「套近乎
」，致辭中充溢濃濃的 「中國味」。

作為亞洲論壇的 「編外」嘉賓，芬蘭總統尼尼斯特似乎
擔心地理上的距離容易產生疏離感，甫一開口便解釋道， 「
歐洲與亞洲並不遙遠」。他更 「放低身段」道， 「歐洲應該
學會向東看，必須正視亞洲的迅速上升。」他祝賀習近平當
選中國國家主席並表示， 「祝願你所倡導的中國夢早日實現
，這對大家都很重要。」

墨西哥總統培尼亞也在講話中毫不掩飾對中國的重視和
青睞，他略帶自豪地說， 「我很榮幸成為第一位受邀出席博
鰲論壇的墨西哥總統。」

孰料，隨後上台的秘魯總統烏馬拉也 「不甘示弱」，他
的一句 「我也是第一位出席博鰲論壇的秘魯總統」引發場內
會意笑聲。他又補充道，此行希望借力博鰲論壇進一步鞏固
和加強中國和秘魯的關係，而同時有兩位拉美地區的國家元
首出席這一活動，顯示出了拉美國家對亞太地區的高
度關注。

作為博鰲論壇上唯一一位非洲國家元首，贊比亞總統薩
塔在致辭中親切地稱呼習近平主席為 「我的好兄弟」。此次
首次設立了 「非洲崛起」分論壇，薩塔對此大為讚賞，他說
，包括贊比亞在內的非洲國家都期待能夠借力博鰲論壇， 「
複製」亞洲國家從最不發達國家變為中高收入水平國家的 「
奇」。

不少政要還在講話中爭相表現自己對中華文化的喜愛和
熟悉。第67屆聯合國大會主席耶雷米奇開門見山就大談中國
傳統文化中的炎黃二帝、道德仁義；而新西蘭總理約翰．基
則以不太標準的普通話 「你們好」作為開場白。

雖然講中國話對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女掌門拉加德來
說有點費勁，但她還是嘗試了幾遍，努力地用普通話說出了
「習近平」、 「很高興來到博鰲」幾個詞，並贏得了鼓勵的

掌聲。她說，這是我第一次來博鰲，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總裁，我覺得來參加這樣的活動非常重要。金融危機之後，
亞洲國家一直是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引擎，中國也發揮日
益重要的領導作用，我要感謝中國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
所做的努力。

麗媛style傾倒博鰲
本報記者 鄭曼玲

各國政要與中國套近乎
本報記者 鄭曼玲

特稿

【本報記者鄭曼玲博鰲七日電】國務院新聞辦
原主任趙啟正7日在博鰲亞洲論壇首次設立的 「公共
外交與跨文化交流」分論壇上表示，隨經濟全球
化快速發展，公共外交在各國之間快速推進，希望

外界能夠藉此認識真正的中國，認識中國的發展誠
意，也認識發展中的不足。他又指出，公共外交就
是表達真實中國故事，不必特地去 「整容」，只需
「洗乾淨臉」，這樣才能幫助外界克服對中國有偏

見的見解。

用事實回答外界偏見
趙啟正表示，改革開放30餘年來，社會經濟的

高速發展使中國由世界舞台的邊緣走到中心。較之
以前，國際形勢對中國發展的影響越來越明顯，或
有助力或有遏制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國的事情往
往也為世界所矚目，但現在國際輿論中的中國的形
象與中國的實際並不相符。這些背景賦予開拓中國
公共外交事業以強烈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他認為，中國公共外交的宗旨是向世界說明真
實的中國，向世界說明中國的國情、內外政策、今
天的成果和明天的道路、進步和不足，認真回答外
國人對中國的興趣以及懷疑。這種回答只靠政府的
外宣語言是不夠的，應更多地用事實來回答。 「現
在我們對外交往的時候，常常有個毛病，就是太愛
講 『哲學』，道理說得太多。其實講中國的故事才
能感動人。因為故事往往是哲學的載體，故事往往

離真理最近。重講好中國故事，中國特色其實就
在故事裡頭。」

庫恩：個體故事實現有效溝通
論壇嘉賓、《江澤民傳》作者羅伯特．庫恩對

此表示認同。他以在上海看到的一部電視片《中國
的挑戰》為例指出， 「想和世界進行交流最好的辦
法就是告訴世界你的問題，這樣別人反而會覺得，
可能事實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糟糕。而且這些故事
是由個體來介紹的，非常生動，就能實現有效的溝
通和交流。」

趙啟正指出，通過公共外交向世界說明中國的
真實情況是一項既急迫又長期的工程。有效開展公
共外交，需要從政府和公眾兩個層面做出努力，要
增強自覺參與公共外交的意識，豐富跨文化知識，
努力提高溝通能力，及時對公共外交活動的效果進
行評估，不斷地修正實施辦法。 「公共外交就是表
達自己身邊真實的中國故事，不必特地去 『整容』
，只需 『洗乾淨臉』。這樣才能讓世界更加清楚地
認識中國，更加信任中國，能夠克服對中國有偏見
的見解，中國將有更多的朋友」。

表達真實故事 克服外界偏見

▲4月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海南博鰲與香港特首梁振英、澳門特首崔世安等港澳與會人士合影 政府新聞處

▲國務院新聞辦原主任趙啟正（左三）在與《江
澤民傳》的作者羅伯特．庫恩（左二）進行交流

本報記者鄭曼玲攝

國家主席習近平7日會見了港澳行政長官及與會
商界人士，傳媒都關注習近平在會面時如何談及香港
事務，但梁振英在會見傳媒時表示，會見時習近平與
港澳各界人士有合影，但沒有特別發表談話。

港聯繫中外深受重視
梁振英又表示，這次是他在繼2001年後再次參加

博鰲亞洲論壇，也是他首次以行政長官的身份出席會
議。他讚揚博鰲論壇的影響力如今已有很大提高，很
多國家的元首、政府首腦以及前領導人都前來參加。
他指出，與會各國人士對香港都十分重視，香港作為

中國一個完全開放對外的城市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作
為中國接軌國際社會的一個連繫者的作用，均受到中
央政府及外國方面的重視。

望齊心提升港國際地位
他提到自己在6日晚的講話，其中提及香港對亞

洲和世界發展的重要性，以及日後的功能和角色。他
指出，香港是中國的開放城市，要利用好香港開放和
高度國際化的地位和特色，連繫中國與國際社會。同
時，香港在參與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過程方面有第一
手的經驗，他希望可以用好這方面的經驗，對推動亞

洲的革新作出貢獻，他相信香港在這方面可以對各國
有所裨益。

梁振英強調，特區政府重視與內地的交往，因此
他上任九個月後便造訪多個中央部委和內地的省市；
同時他也十分重視對外的經貿交往，而本次博鰲亞洲
論壇是一個好的展開對外經貿往來的機會。他希望特
區政府、廣大工商界以及相關市民，能夠齊心在與內
地交往和對外交往之間做更多的工作，藉此提升香港
的國際地位和經貿地位。

限帶奶粉「不得已而為之」
另外，梁振英接受中央電視台記者訪問時，被問

到何時取消限帶嬰幼兒奶粉出境的措施，他說，限制
將嬰兒配方奶粉帶出香港，乃是由於之前採取的措施
均失效， 「不得已而為之」。他表示，解除限制並沒
有時間表；他希望首先保障好香港本地奶粉零售
，然後也能滿足內地和海外的需求，形成多贏局
面。

▲彭麗媛優雅得體再度贏
得好評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