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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無視二十年前早已訂下的中英《軍事用地協議》，以各種政治手段攻擊特區政府與解放軍
，甚至用上 「解放軍強佔香港資源」 、 「政府欺騙市民」 的極端誤導性言論，全然否定軍事碼頭的存
在事實。公民黨為何選擇諮詢期截止前夕發難？為何向解放軍 「開刀」 ？背後原因只有一個：為 「佔
中」 消除障礙，進而否定象徵主權的國家軍隊在香港的存在。

戴耀廷李柱銘分飾黑白臉

自2012年12月以來
，原本就不平靜的朝鮮
半島驟然變得波瀾四起

。12月12日朝鮮將第二顆 「光明星3號」衛星發射
空；2013年2月12日，朝鮮進行第三次核試驗；
2013年3月，朝鮮廢除《朝鮮停戰協定》，宣布朝
韓關係進入戰時狀態；進入4月份，朝鮮更是對美
韓日進行導彈威脅，每天一句狠話，句句 「攝人心
魄」，4月11日甚至發表新聞公告稱： 「按下按鈕
導彈即可發射，戰爭只是時間問題。」朝鮮劍走偏
鋒的 「玩火」行為可謂 「步步驚心」。當今國際社
會，以和平穩定為天下大計，朝鮮卻在和全世界 「
玩心跳」，是假戲還是真做？

面對朝鮮持續示強，美韓日的反應是─自恃
軍力強大，以硬碰硬，見招接招。

美韓方面，3月11日至21日，美韓進行 「關鍵
決斷」聯合軍演，對朝鮮進行武力威懾。據悉，有
一萬名韓軍和3000餘名美軍參加，F-22隱形戰鬥機
、B-52戰略轟炸機、美國宙斯盾驅逐艦 「拉森」
號和 「菲茨傑拉德」號等參加本次軍演。隨後，雙
方又展開 「禿鷲」聯合野外機動演習。另外，為應
對朝鮮導彈威脅，韓國在東西兩側海域分別部署兩
艘7600噸級的宙斯盾驅逐艦，兩艘軍艦均搭載探測
範圍達1000公里的SPY-1雷達。

朝喜在節點展示軍力
日本方面，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7日向自

衛隊下達 「破壞措施命令」，要求在朝鮮發射中程
導彈的部分碎片落入日本境內時，利用導彈防禦系
統進行攔截。8日，日本自衛隊已經在日本海部署
搭載有 「標準3型」攔截導彈的宙斯盾驅逐艦，艦

隻在接到命令後將警戒監視態勢變成攔截態勢。9日，日本航
空自衛隊已將 「愛國者3型」攔截導彈運抵防衛省進行部署。

除軍事對抗外，3月初，美國提交了針對朝鮮第三次核試
驗的制裁決議草案，並通過聯合國安理會討論通過，同時，美
國與韓國仍在策劃對朝實施更高水平的制裁。日本政府則決定
將單獨對朝鮮實施的制裁再延長兩年。

回過頭來看朝鮮，朝鮮真的是示強好戰、囂張跋扈？金正
恩真的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韙挑起戰爭？

未必。
第一，金正恩上台後，一度採取積極的改革政策，通過在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等方面採取實質性措施，向世界展示了朝
鮮向好的一面；其在2013年新年致詞中，敦促韓國履行《南北
共同宣言》，展現朝對韓新政府的期待；朝鮮祖國和平統一委
員會也曾發表聲明，指出實現民族和解、團結、統一是全體朝
鮮民族的一致願望和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朝將密切關注未來
韓政府的態度；金正恩還於2月份會見了到訪的NBA前著名球
員羅德曼一行，兩人交談甚歡，雖是朝美體育交流，卻也為朝
美關係的寒冬添了一抹綠意。這一系列舉動，被認為是金正恩
對外發出的積極信號。

第二，朝鮮是一個全民崇拜領袖的國家，在領袖的誕辰、
祭日、執政周年紀念日等節點，朝鮮慣於舉辦大型慶祝活動，
並伴以軍事力量展示、與美韓對抗等形式，來頌揚 「偉大領袖
的英明領導」。由此，或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解釋朝鮮 「玩火
」行徑頻發的原因。2012年12月12日朝鮮發射第二顆 「光明星
3號」衛星，正是金正日去世一周年的前五天（金正日於2011
年12月17日去世）；2013年2月12日朝鮮進行第三次核試驗，
正是金正日誕辰前4天（金正日誕辰為1942年2月16日）；金正
恩於2012年4月11日和4月13日分別出任勞動黨第一書記和國防
委員會第一委員長，朝鮮曾於2012年4月13日，從西海衛星發
射場發射了首顆 「光明星3號」衛星，來到2013年4月，正值金
正恩出任第一書記和國防委員會第一委員長一周年之際，朝鮮
於此節點發出針對美韓日的導彈威脅，倒也符合朝鮮的一貫作
風。從某種意義上講，朝鮮在種種節點的軍事力量展示，是其
對國內上下的鼓舞而非單純的對外示威。

第三，朝鮮與美韓日的實力對比懸殊，面對美韓日的軍事
威懾、經濟制裁、戰略圍堵，朝鮮必然會缺乏安全感，只能通
過大力發展軍事、持續對外示強，以謀求在惡劣周邊環境下的
一份生存空間，藉以換取國際地位和話語權。國際輿論認為，
朝鮮示強更多是想喚起美國關注，藉機讓美國出面 「說話」，
以武力為籌碼爭取更多的談話空間和主動權。

和平穩定乃天下大計
很多時候，朝鮮大概只是在演演假戲，做做樣子。
但是，美韓日時刻保持高度緊張，對朝鮮的一舉一動嚴密

監視，對朝鮮的過激行為一一回應，你示強，我絕不示弱，你
彰顯軍力，我要以更強大的軍力將你震懾和壓制。於是，雙方
陷入一種互不容忍、互不信任的惡性循環中。所謂 「一個巴掌
拍不響」，在此劍拔弩張的關鍵時刻，朝鮮沒有罷手的意思，
美韓卻軍演不斷，日本也聲稱做好了攔截導彈的準備，韓國發
出朝鮮在打心理戰的聲音，各方火上澆油的行為、言論不斷，
一再挑動朝鮮敏感的神經，倘若朝鮮惱羞成怒，假戲真做，破
壞了世界和平穩定之大局，於各方而言都是百害無利的。

當務之急，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乃重中之重， 符合有關各
方共同利益，也是各方的共同責任。只有對峙雙方拿出誠意各
退一步，才有化干戈為玉帛的可能。畢竟，硬碰硬的對抗是回
不到談判桌上的。 作者為三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公民黨針對國防用地居心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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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朝鮮半島局勢轉圜

戴耀廷12日在信報發表 「商討才是爭真普選的
核元素」的文章。戴耀廷說： 「我曾如此比喻──
『佔領中環』行動是爭取民主普選的核彈，那麼這

顆核彈的核元素是什麼呢？」他認為 「佔中是爭取
民主普選的核彈，但強調行動並非一時衝動，而需
要在籌備過程中進行多場民主商討和公民授權程序
」。 「佔中與一般社會運動不同，後者只能處理小
政策或政治關卡，但要處理普選特首等中央治港的
重要防線，不能快速催谷激發民情，而是像佔中一
樣，透過長期的前期工作，將支持者積聚起來。」
戴耀廷聲言將通過四個步驟，以達到核爆炸所擁有
的終極效果： 「不只是癱瘓中環」， 「還要癱瘓香
港」， 「令香港成為一個難以管治的地方」。

這場政治運動必將徹底摧毀香港， 「核爆」之
後，將會出現一個 「難以管治」、 「無法生存」的
香港，他的這種理論，就好像是一個核子狂人，將
七百萬香港人的身家性命財產，作為人質，要挾中
央政府，接受他們的排除基本法的2017年行政長官
選舉方案，務求反對派的候選人一定能夠當行政長
官，否則香港將會成為原子彈的災難廢墟。

若戴耀廷所設計的 「核爆炸」得到實現，香港

會發生股票市場大幅度下跌，樓市倒瀉，大量港人
失業。這正是反對派要挾中央政府的籌碼。

助理否定大狀有蹊蹺
李柱銘與戴耀廷是老拍檔了。戴耀廷當年不過

是李柱銘的小跑腿，一直當李的議員助理，連影印
文件的工作也要做。在反對派的陣營裡，李柱銘的
輩分比戴耀廷高得多了，何況，根據明報的報道，
李柱銘已經和反對派的大老商量過這個方案，為什
麼戴耀廷突然跳出來否決李柱銘這個方案？這樣有
點不尋常。裡面其實有一些小把戲。

兩人演出的是 「時機誤差」的雙簧相聲。李柱
銘先拋出了提名五個行政長官的候選人的方案，然
後在30小時之後，立即撤回。這樣一收一放，達到
了既開價，又勒索中央政府的，又過渡到 「佔中」
前期積聚力量的絕妙效果。李柱銘希望讓中央看到
反對派的底牌，他本人願意在基本法四十五條的基
礎上進行談判，李柱銘就是最大的溫和派、對話派
，中央政府一定要以其為談判對手。但是，一提出
按照了基本法四十五條討論提名委員會問題，立即
被反對派攻擊，成為了被魔鬼收買了靈魂的浮士德
，根本無法立足，成為了整個反對派上下的罪人。
現在李要收回這個方案，讓反對派實現佔領中環的

策略，現在是 「等待談判的時機」的問題，暫時不
能談判，希望中央耐心等候，靜觀其變，只能等候
佔領中環完成了所有計劃，才可以進行談判。這是
拖字訣。

在那一廂，戴耀廷原來裝扮成最溫和派，現在
轉換角色，突然變臉為激進派，提出了 「由癱瘓中
環到癱瘓香港」的四個步驟的策略，並且說，和平
佔中要造成真正的 「核破壞力」，是在核爆後再引
發 「核擴散」。而在爆發前要先凝聚 「核元素」，
讓每個參與行動的公民，在佔中後繼續各種不合作
運動，癱瘓中環後，甚至要癱瘓香港，這樣才具備
「核震懾力」。最後，通過群眾的鬥爭，要培養一

種香港的精神，要創立一種新的核心價值，讓中央
政府知道了香港將會變成 「難以管治」、 「無法生
存」。與其香港成為了核子彈的廢墟，中央不如妥
協，接受反對派的委員提名而非提名委員會集體民
主表決之後的機構提名方案。戴耀廷還加了碼開天
索價，提出了一個全港市民一人一票選舉提名委員
會委員的方案。戴耀廷的方案全面否定了基本法，
李的方案則在基本法的框框內，你挑選什麼方案？
反對派為了經營將來要求談判的氣氛，於是乎一個
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目的就是先進行佔領中環，
然後開高價與中央政府談判。到時候，李柱銘就高
姿態出場，讓中央政府把李柱銘作為談判的對手。

佔領中環的步驟怎麼樣？戴耀廷計劃分三次商
討佔中，藉此凝聚理念相同的公民，即 「核元素」
。參與的公民可達數以十萬甚至百萬計，有相當的
認受性，令佔中行動達至最大共識。為什麼這麼樂
觀，有那麼多人成為核元素？原來，香港的教會和
津貼學校裡面，香港教協的成員盤根錯節，可以制
訂 「佔領中環」的教材，並且成了主流，通過通識
科向數以十萬計的學生洗腦，學生不接受 「佔領中
環」的理論行不行？完全不行。因為中學的文憑考
試，題目就是六四問題、立法會拉布問題、佔領中
環問題，學生必須要作答，答錯了就會得到很低的
分數甚至不及格，他們只能順香港教協的老師和
評論考卷的人士去更換自己的腦袋。

「和平佔領」 變 「核爆中環」
原來大講 「和平與愛」的人，現在大講 「核爆

中環」；原來大講公民社會的人，現在大講 「中央
的讓步」和 「中央的挫敗」，大講通過鬥爭建立香
港的核心價值。令人如丈八金剛，摸不頭腦。這
說明什麼？經過每年的七一反政府遊行，佔領天星
碼頭、港大 「八．一八鬥爭」、包圍立法會堵中環
、圍政府總部十天反國教鬥爭、衝擊中聯辦，積聚
一次一次的鬥爭，有人認為已經準備好了力量，大
氣候已經到了，各路人馬都站了出來，集結號已經
吹響了，現在就要做好 「佔領中環」的前期準備工
作。如果香港人重溫一下1996年彭定康最後一個施
政報告，大談 「寧化飛灰，不作塵土」投入鬥爭，
「英國的影響和價值觀念不會撤退」，就明白其中

的奧妙了。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正當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升溫之時，美國國務卿
克里訪問韓國、中國和日本，引起輿論的高度關注
。這次訪問是克里上任後首次亞洲之行，無疑是為
了加強與所訪三國的戰略關係，但朝鮮半島局勢卻
成為訪中媒體關注的焦點。

美稱與華建 「特殊」 關係
克里訪問中國之前，4月12日到達首爾，朴槿

惠總統會見了他，尹炳世外長與他舉行了會談。朴
槿惠在會見時表示，朝鮮半島局勢雖然緊張，但她
希望與朝鮮對話，增進了解，建立互信，謀求共同
發展。朴槿惠在前一天會見歐盟秘書長拉斯穆森時
也表明這一立場。

克里到達北京日程更加繁忙，習近平主席、李
克強總理、楊潔篪國務委員會見了他，王毅外長與
他舉行了會談。中國方面除申明願與美國建立新型
大國關係的原則外，也重申了關於朝鮮半島問題的
一貫立場，強調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中國堅持半島
無核化，堅持半島和平，堅持對話解決問題，也就
是 「三個堅持原則」。王毅還表明，中國反對任何

一方做加劇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事，李克強表示，
在半島生事惹事，對各方都不利，無異於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

克里訪問韓國和中國期間，儘管也說了一些朝
鮮不愛聽的話，如 「朝鮮人民需要的不是核武器而
是非核武器」， 「朝鮮也明白它如果在朝鮮半島挑
起事端會帶來什麼後果」，但也幾次表示，希望通
過對話解決朝鮮問題。他在北京的記者會上強調中
國在亞洲和世界的重要作用，稱美國與中國建立的
是一種強健的 「特殊」關係，同時表明 「美國願意
與中國一起努力，以和平方式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
」， 「這對該地區乃至世界的穩定至關重要」。

金正恩恃強恃核，製造緊張，已經大大超越其
祖父和父親。回顧歷史可知，朝鮮歷來以叫喊緊張
吸引世人眼球。金日成在世時，每年年初美國和韓
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朝鮮就要叫喊 「朝鮮半島局
勢緊張」 「戰爭一觸即發」，喚起國際輿論的關注
。金正日時期，朝鮮幾次發射導彈並進行核子試驗
，使朝鮮半島局勢成為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這次
，朝鮮宣布廢除停戰協定，稱南北關係處於 「戰時
狀態」， 「朝鮮核武器已經瞄準首爾和美國本土」
， 「現在不是打不打仗的問題，而是今天或明天打
的問題」，製造緊張已到達頂點。

朝鮮如此做有多個目的，如果說其中之一是為

了增加對話籌碼，促使美國和韓國與它對話，那麼
這個目的可以說已經達到。美國 「重返亞洲」的亞
太政策沒有根本性變化，但對朝鮮多次願意對話，
朴槿惠的南北對話提議沒有要求朝鮮必須 「棄核」
，對話條件看來有所寬鬆。當然，朝鮮大肆製造緊
張，也可能還有其內部需要，凝聚人心，鞏固統治
，這是它內部的問題，我們可以不加干預。

小金恃強遠超上兩代
中國近幾個月來，每當論及朝鮮半島緊張局勢

時都反覆強調，希望各方冷靜應對，慎重克制，任
何一方都不做激化局勢緊張的事，並呼籲各方共同
努力，通過對話解決問題，早日恢復六方會談。朝
鮮半島局勢牽涉到各方利益，複雜敏感，惟有不失
理性，冷靜對待，通過對話協商，才能找到解決問
題之策。中國從勸和促談出發，主持北京六方會談
，也正是為了這個目的。現在，中國對朝鮮半島的
政策，集中到一點，就是 「三個堅持」，這不僅符
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各國的利益。目前朝鮮正忙
於 「太陽節」活動，只以祖國和平統一委員會名義
發表談話，指責韓國對話建議是 「狡猾的陰謀」。
我們希望朝鮮半島局勢轉圜，但也深知要走的路還
很長。 作者為原中國資深外交官、駐外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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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缺乏 「常識」的時代，對於香港
的反對派來說，更是連最基本的歷史與事實都
可以無視。昨日，在中環海濱地區用地修訂諮
詢期截止前夕，公民黨兩名要員黎廣德、陳家
洛又一次上演 「賊喊捉賊」的把戲，無視二十
年前早已訂下的中英《軍事用地協議》，以各
種政治手段攻擊特區政府與解放軍，甚至用上
「解放軍強佔香港資源」、 「政府欺騙市民」

的極端誤導性言論，全然否定軍事碼頭的存在
事實。公民黨為何選擇諮詢期截止前夕發難？
為何向解放軍 「開刀」？背後原因只有一個：
為 「佔中」消除障礙，進而否定象徵主權的國
家軍隊在香港的存在。

如果公民黨再早一些採取行動，或許還不
致被人抓住把柄。與去年的國民教育、新界東
北發展情況一樣，公民黨非常懂得選擇政治運
動的時機，整個諮詢期間按兵不動不吭一聲，
到了諮詢即將結束突然殺一個回馬槍，拋出極
具誤導性的理論，煽動市民去形成反政府力量
，並從中騙取政治支持。回顧過去七年的歷史
，公民黨這一招用得實在太多太密太頻繁。

突然發難 手段如一
在此次中環海濱用地修訂一事上，同樣是

諮詢截止前一天突然發難。先是由公民黨創黨
成員、公共專業聯盟黎廣德打頭陣，在報章撰
文杜撰一個驚天大消息： 「政府突然修改用地
，香港人的海濱長廊被侵佔」；其後公民黨立
法會議員陳家洛迅速舉行記者會，聯同早已聯
繫好的一些所謂環保團體，分別以 「環保」、
「港人利益」為由，批評質疑當局。最後再上

演一場 「全民運動」，鼓動市民以一人一信形
式去取消軍事碼頭。

為獲得更佳的政治衝擊力，公民黨不可謂
不用心矣。身為政治學副教授的陳家洛聲稱，

「維港海濱應該是屬於香港市民的公共空間，
解放軍是在強佔香港市民的珍貴資源」；黎廣
德更出位，拋出一個所謂的當局 「三違反」理
論：違反 「還港於民」的承諾；違反終審法院
批准填海的原意；違反海港規劃原則。不得不
承認，公民黨的政治說辭很容易打動香港市民
。有哪個香港人會反對擁有更佳的海港風景？
有哪個香港市民會支持繼續在維港填海？有哪
個香港市民會接受被政府欺騙？但事實不容被
歪曲，公民黨此舉是徹頭徹尾的政治謊言。

第一、軍事碼頭是法定用地，是回歸前英
國向中國政府的承諾。一九九四年六月，中英
兩國政府簽訂《軍事用地協議》，英方按規定
將移交十四幅軍事用地予回歸後的解放軍。當
中清楚訂明：在中區灣仔填海計劃內的最終永
久岸線靠近中環軍營處預留一百五十米岸線，
以供一九九七年後興建軍用碼頭之用。這是白
紙黑字寫下的法律文件，豈容抹殺？公民黨過
去動不動就拿出《中英聯合聲明》來攻擊中央
政府，此次為何對同樣的外交文件避而不談？

百般攻擊 抹黑駐軍
早在添馬艦未進行填海時，該處曾是英軍

的一個永久海軍基地；回歸後政府填海，整個
中環碼頭一帶便已不再有永久性軍事碼頭，此
番是特區政府履行承諾、還原一個本來一早就
應該有的海軍設施，完全符合法律要求，何來
「霸佔」之說？更何況，當年在協商過程中，

駐港解放軍已充分照顧了特區政府的要求，作
了眾多實際的讓步。

第二，國防駐軍是主權的體現，不容否定
。根據《駐軍法》第一條規定，駐軍的職責是
維護國家主權、領土的完整，以及保障香港的
安全；第十二條更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特區政府）和香港駐軍須共同保護香港特別
行政區（香港特區）內的軍事設施。香港駐軍
會同特區政府劃定軍事禁區，而軍事禁區的位
置和範圍則由特區政府宣布。顯而易見，保障
軍事用地，是香港特區不可推卸的責任。

事實上，香港回歸之前，英軍的軍事用地
根據《軍事設施禁區令》和《受保護地方令》
受到保護。海軍港池的海上限制區域根據《船
舶及港口管制規例》條例受到保護。射擊練習
區則根據《防衛（射擊練習區）條例》設立和
受到規管。回歸前的公民黨一眾大狀們為何對
英國人的軍事設施不發隻字，回歸後竟然指責
解放軍 「侵佔」港人資源，道理何在？

「佔中」 計劃 掃除障礙
第三，當局已多次申明軍事碼頭用途。按

公民黨的說法，政府是 「欺騙」市民，是 「突
然」修改條例，但事實是，從回歸至今的十六
年來，各個政策局已多次申明當局的立場。房
屋規劃及地政局在二零零四年四月公布的〈引
用終審法院訂立的 「凌駕性公眾需要」測試準
則檢討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指出， 「碼頭必
須建於中環軍營前面。除了150米長的碼頭之
外，還需要在碼頭兩端預留兩條各75米長而直
的進出口航道，以便必要的軍艦在靠泊時可以
安全操作。當碼頭不是作軍事用途時，可讓市
民進入其範圍。」其後二零零七年，在回應民
主黨李永達質詢時，當時的孫明揚已再一次作
了聲明，而當時在立法會的公民黨一眾成員，
何以沒有提出質疑？

解放軍駐香港部隊絕非可有可無，他體現
的是國家主權的象徵，更有保障香港的安全的
責任。儘管香港實施 「一國兩制」，不用繳交
數額龐大的軍事費用，但香港本身的憲制責任
，豈容推卸與迴避。

公民黨藉海濱用地修訂諮詢一事大作文章
，背後顯然有深層的政治考慮，尤其是在 「
佔領中環」越演越烈之際，為求杜絕解放軍可
能在 「佔中」演變成動亂時介入的可能性，搶
先一步消除威脅，於是通過抹黑駐港部隊的公
眾良好形象，進而驅離解放軍在中環碼頭的存
在，並以此來達到長遠否定解放軍、否定國防
責任、強化香港獨立政治實體的地位。公民黨
用心，不可謂不險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