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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以 「戰略代價」 交換有限的 「漁權」 ，朝野卻興奮到忘乎所以，誇言 「是一個歷史性任務的完成」
，宣稱為 「重大突破」 ， 「為台日關係樹立了新的里程碑」 。台灣島內的親日派公然迎合日本的 「圍堵中國
」 戰略，到頭來要付出損害乃至破壞兩岸關係的代價。

針對李嘉誠用意何在？
香港正面

對一場嚴峻
的考驗，據傳
媒報道，4月

初上海出現首宗確診人類感染H7N9禽
流感死亡個案，不禁令人擔心H7N9禽
流感會否變成人傳人？成為 「沙士」風
暴之 「翻版」？面對新型禽流感病毒
H7N9專家呼籲巿民不必驚慌，預防方
法與對抗普通季節性流感一樣，從注意
個人衛生做起，不但要勤洗手還要洗得
徹底乾淨；盡量避免接觸家禽及到人多
的公共場所，必要外出時可佩戴口罩；
享用禽肉蛋類時應完全煮熟；打噴嚏、
咳嗽時要用紙巾、手帕掩住口鼻，預防
感染他人；若出現頭痛、發熱等感冒症
狀時，要盡快就診。平時適量運動、合
理膳食、充足營養，提高抵抗力、免疫
力，減少被感染機會。先哲曰： 「人生
在世只有一次，生命最為寶貴，必要好
好地去保障安全」。

對於此次禽流感源頭，內地網友推
測是否與前段時間上海黃埔江上出現逾
萬頭死豬有關？儘管上海官方已公布通
過死豬標樣檢測，未發現H7N9病毒，
但民眾並未釋疑，事實上萬頭死豬漂浮
江上逾一周，說對河水沒有污染、細菌
沒有傳播，實在叫人難以置信，促請當
局及時將疫情報告公開，做好預防措施
，保障人民生命安全，這亦是 「維穩」
工作重中之重。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無
疑是快速發展，但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
的，環境遭到破壞，中華民族正面臨嚴
峻的生存危機。水不能喝，前些年由於
只顧快速發展工業，許多工廠污水未經
處理就排放河道，致使一些地方飲用水
重金屬、有害物嚴重超標，出現許多癌
症村、怪病村；氣不敢吸，看見藍天的
日子越來越少，天空常年被霧霾籠罩
，真怕有一天 「藍天白雲」只能成為向

後代描述的美好畫面；食物不敢吃，不法商人為牟
取暴利違禁使用添加劑，有毒食品防不勝防。 「十
八大」召開期間，來自浙江省海寧巿華豐村黨委書
記朱張金展示了他所搜來的三百件黑心食品，其中
有能讓母雞天天生蛋的 「雞蛋精」、有添加了黑色
素令售價翻幾倍的所謂 「黑皮花生」，還有毒奶粉
、地溝油等……，希望中央政府正視問題的嚴重性
，加強監管，嚴格執法。對黑心食品氾濫，老百姓
作了一首打油詩來調侃： 「吃動物怕激素，吃植物
怕毒素，喝飲料怕色素，能吃什麼心中沒數」既是
無奈也是控訴。

水、空氣、食物，賴以生存的要素都受到污染
，近年內地患癌症的人數大增。阿里巴巴集團主席
馬雲在2013年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演講時提到
：十年以後中國三大癌症將會困擾每一個家庭，
肝癌、肺癌、胃癌。除癌症之外，內地估計患上B型
肝炎、腦退化、愛滋病，兒童先天性心臟病等疾病
的人數也有二、三千萬人？一旦生病，不但消減了
生產力、同時也增加了家庭負擔，全國的醫藥費開
支龐大，數字可能千億以上，拖慢了經濟發展速度。

筆者深有體會，防病的簡單方法是：早晨盡可
能到郊外散步、運動，吸取新鮮空氣及陽光；日間
減少到污染指數高的地區購物、消費；少食肉類、
脂肪含量高的食品，多吃蔬菜水果，多喝開水少喝
飲料，少吃鹹魚、醃製食品，不喝烈酒、不吸煙；
或半天素食，多食粥、水果；每年身體檢查一次，
病向淺中醫；如財務許可，每年出外旅遊一次，放
鬆心情，減輕壓力；每周抽一小時閱讀養生、保健
及哲學、宗教書籍，提高修養，少發脾氣，隨和淡
泊。如此，健康長壽，有望可達。

作者為方樹福堂基金主席

台親日派「聯日抗中」新動向
□林修祺

中國強軍美日焦慮

台灣向日本爭取釣魚列
島周邊海域的漁業權，爭了
近30年、談了17年都毫無成果
。到今年3、4月間舉行第17次
會談，日本基於安倍的 「圍
堵中國」戰略，為了離間兩

岸關係、 「拉台抗中」，於是慷別人之慨，對台灣
大幅 「讓步讓利」，爽快地在4月10日簽訂了《台
日漁業協議》，讓台灣增加了1000平方公里漁場（
另一說法增加了4530平方公里），每年漁獲增加4
萬噸以上。

日對台 「讓利」 離間兩岸
但《台日漁業協議》排除台灣在釣魚島12海里

的捕魚權和執法權，即台灣接受日本設限，不准進
入釣島12海里範圍，等於實際上承認釣魚列島及其
領海主權屬於日本，以及承認釣魚列島事實上在日
本管控之下。以如此的 「戰略代價」交換有限的 「
漁權」（台灣漁民認為日本釋出範圍太少），台灣
朝野卻興奮到忘乎所以，誇言 「是一個歷史性任務
的完成」，宣稱為 「重大突破」， 「為台日關係樹
立了新的里程碑」。

台灣的親日派最高興的並非是台灣漁民增加了
漁場，而是 「台日關係樹立了新的里程碑」，即透
過這次台日漁業會談及簽訂協議，提升了官方互訪
與會談的層級，還成立了新的官方平台，即 「台日
漁業協議委員會」。這個台日官方關係大幅提升的
「里程碑」及其標示的方向與走勢，到頭來要付出

損害乃至破壞兩岸關係的代價。但台灣的親日派，
尤其是 「深綠媚日派」，不惜以 「失之西隅」的代

價去爭取 「得之東隅」，公然迎合日本的 「圍堵中
國」戰略，大力鼓吹和推動台灣 「聯日抗中」。

正當日在釣島主權問題上挑戰中國的底線，大
陸以嚴正立場和必要手段進行維權抗爭之際，民進
黨主席蘇貞昌在今年初訪問日本，提出美、日、台
、韓建立 「民主同盟」對抗中國的倡議，表現了 「
奴顏媚日、賣台反中」之能事。

3月23日， 「李登輝民主協會」在台北舉辦 「
台灣外交戰略學術研討會」，邀請許世楷、高英茂
、羅福全、陳唐山等 「獨派」知名人士舉行圓桌論
壇。許世楷等公開呼籲馬政府一定要和美日緊密合
作，對抗中國。

「台獨親日派」 更加猖獗
3月24日，以日本 「李登輝之友會」為主，由

日本外交與安保專家學者組成的 「日美台安全保障
問題研究會」，在東京 「李友會總會」中通過對日
本政府的 「政策建言書」，要求日本政府比照美國
的 「台灣關係法」，盡早制定和通過 「日台關係基
本法」，以利推進 「外交與安保政策」，強調目前
正是最好的時機。

台灣藍綠陣營都有親日派勢力，但以綠營佔大
多數，而且綠營親日派大都 「反中」，其中的 「台
獨親日派」更明確堅持 「聯日抗中」路線。

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上台執政後，就先後任命
「台獨」分子許世楷、羅福全為 「駐日代表」，奉

行 「台獨」路線的 「聯日抗中」政策。與此同時，
綠營壟斷了對日 「民間外交」的組織和管道。由國
民黨大老何應欽、張群聯同一班政、商、學界人士
於1952年7月29日創立的 「中日文化經濟協會」，
本來一直由藍營主導，但到2000年綠色執政後，就
被民進黨和綠營掌控了，到2005年6月16日還被 「
正名」為 「台日文化經濟協會」。

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至今， 「台日文化經

濟協會」仍然由綠營親日派主導和控制，經常召集
民進黨、台聯黨及獨派專家學者，舉辦以 「聯日抗
中」為主題的研討會、座談會，並在其主辦刊物發
表文章，警告馬英九 「切勿陷入中國分化台日關係
的策略中」。該會還大力支持民進黨主席在今年春
節前夕訪問日本，為其提供在日人脈關係及會晤安
排的協助。

馬聽任 「聯日抗中」 陰謀
綠營親日派掌控了對日 「民間外交」的主要平

台後，又力爭對日 「國會外交」的話語權和主導權
。台灣 「立法院」本來已有一個跨黨派次級團體 「
台日國會議員交流聯誼會」，但綠委不滿該會由藍
委佔多數並任會長，更嫌其 「與日聯誼」不足以 「
聯日抗中」，於是在親日派綠委的主導下， 「立法
院」新成立一個 「台日國會議員友好協會」，其宗
旨是 「推進台、日雙方更緊密的合作關係」，由台
聯立委黃文玲擔任會長、 「立法院長」王金平任名
譽會長。去年八、九月間，正值釣魚島風高浪急之
際， 「台日國會議員友好協會」組團訪問日本，與
對口的 「日華議員懇談會」會談，並達成共識。

在國民黨重新執政5年來，綠營的親日媚日勢
力不減反增，而且強調 「台灣與日本是民主同盟，
核心利益一致」，明目張膽鼓吹 「聯日抗中」，運
用 「民間」及 「半官方」的方式和管道進行 「媚日
外交」，勾結日極右勢力及日政府進行反中抗中活
動。對此，馬政府卻聽之任之；馬甚至怯於綠營壓
力，受其影響或綁架，多次表明不會與大陸聯合保
釣，致使國民黨和藍營的親日派亦增加和活躍起來
。無論藍綠親日派的新動向，都會影響馬英九的決
策思維，這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將會造成什麼影響
，是值得關注和探討的問題。

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

職工盟果然是政壇老
手，深諳轉移視線、混淆
視聽的要義，一份普通的
政治廣告，到了他們手裡

，瞬間成為無比犀利的政治武器。昨日，其屬會在多
份本地報章刊廣告，列出種種數據，以圖反駁國際貨
櫃碼頭公司的聲明，更以大標題 「李嘉誠你明白旗下
勞苦工人的真正處境嗎」，將矛頭直指李嘉誠一人。
顯而易見，李卓人意圖將罷工與 「反地產霸權」畫上
等號、將工人與首富相對立，從中抬高自己身價，最
終目的，仍然是為他自己累積政治籌碼，以登更高政
治地位。說到根本，工人不過是政治工具而已。

精心策劃 損人利己
從個人情感來說，香港市民大概沒有不同情碼頭

工人的，絕大多數人都支持他們去爭取更佳的待遇。
而見諸於報章的一些個案，諸如有些工程需連續工作
二十四小時、每班最少十二小時、難以與家人正常團
聚等等，更是令許多香港市民慷慨解囊捐款以示支持
。顯而易見，碼頭工人要求加薪，這是合理的訴求，
理應獲得社會的公正對待。

但如果事情僅僅是工人要求加薪，遠不可能演變
至今日模樣。從過去二十七日的罷工事件簿，可以十
分輕易地看出，整件事絕非工人運動如此簡單，而是

混雜多重的政治目的。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例子，罷
工一開始是針對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佔領的是貨
櫃碼頭，但隨事態的演變，矛頭逐漸轉到李嘉誠一
人身上，佔領的地盤也由碼頭轉到中環的長江中心。
而政治口號也不再是 「工人要加薪」，而成了 「香港
首富不顧工人死活」、 「李嘉誠吸工人血汗」。混雜
於其中的所謂示威人員，一大部分都是與職工盟、工
黨、李卓人密不可分的政治團體。所有這些，還不足
以反映李卓人的 「苦心」與用意？

昨日職工盟的整版廣告，列舉了眾多數據，並以
「請將我們視作人對待」為題，試圖逐一反駁香港國

際貨櫃碼頭，最後更不忘呼籲全港市民於二十六日晚
上 「逼爆中環圍長江」。當事件演變至此，已經遠遠
脫離其本質。這還能叫作 「罷工」？這無異於一場政
治威逼！回顧過去二十年來的世界各地碼頭罷工事件
，包括○六年澳洲海事罷工，從未有如此威逼性舉動
。事實上，罷工已足能體現工人的威力，何需去霸佔
資方寫字樓？這不反而顯得工人理虧、令市民反感？

職工盟操控下的香港碼頭業職工會，活脫脫是一
個被扯線的公仔，所做所為，更是完全脫離工人利益
。試問，要求百分之二十的工資加幅，這還是務實、
「雙贏」的做法？當然，談判有談判的技巧，高要價

不代表最終目的。但過去三輪的勞資談判過程，職工
盟及其屬會企硬立場，未見絲毫讓步的跡象。按道理
，談判是為了爭取權利，但職工盟的做法更像是在拆

工人的牆。

脫離實際 操控工人
到底工人薪金加多少才恰當？任何事務若脫離實

際，最終只能換來強大的心理落差。據一些業內人士
透露，若撇除大部分開支，和黃在香港碼頭業務的實
際收入大概只有七到八億元，但別忘了和黃是一間國
際性企業，每年需向海外股東分發巨額分紅，因此，
最終實實在在入到李嘉誠口袋的，每年不會超過四千
萬港幣。因此，職工盟近日不斷向外發布的數據，指
責李嘉誠坐收巨大收益，顯然與事實不符，更是混淆
視聽之舉。

李卓人並非一個單純的工會領袖，過去二十年的
政治事實說明，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客。他的每一
次 「上位」，靠的不是為工人爭取什麼權益，而是靠
各種各樣的政治手段。此番也一樣，他眼見碼頭罷工
越來越難 「收科」，硬是將矛頭對準長實的李嘉誠，
意圖將 「香港首富」與 「貧窮工人」對立，將 「罷工
佔中」與 「反地產霸權」相呼應，以騙取支持。而所
有這些舉動的目的，無非是要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以為日後換取更大的政治利益服務。有謂： 「一將功
成萬骨枯」，李卓人在工潮中撈盡利益，但到最後，
碼頭工人將會驚覺，自己不過是一枚政治棋子，得不
償失。

在春和景明的四月，中國 「
強軍協奏曲」似乎也奏出濃濃春
意，但在美、日耳中卻無疑是寒
春驚雷。4月9日，出席博鰲亞洲論
壇的習主席專程來到海軍駐三亞
部隊，檢閱了5型11艘新型主戰艦
艇；4月10日，中國南海艦隊繼續

在南海巡邏與軍演，菲律賓暗自惱怒卻無能為力；4
月16日，國務院新聞辦發布《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
運用》首部專題型國防白皮書；4月17日，中國南海
艦隊蘭州號、衡水號遠海編隊到釣魚島海域巡航……
一周之內，中國打出一套 「強軍組合拳」，引起國際
輿論高度關注。筆者以為， 「強軍周」充分顯示中國
以強軍捍衛中國夢的絕然立場。

「組合拳」不僅濃縮了中國近期強勢變化，而且
打亂了美、日陣腳。英國《衛報》稱，國防白皮書 「
不加掩飾地」批評美國，正值克里訪華第二天。中日
島爭已使美國力不從心，朝鮮揮核更使美國頭痛不已
，豈料波士頓恐怖爆炸案又引發民眾對奧巴馬 「入亞
」的不滿與質疑……屋漏偏逢連夜雨，中國 「強軍周
」更使美、日心力交瘁，無可奈何。

亂了美日陣腳
日本就更沉不住氣了，有媒體諷刺 「安倍亂了方

寸」。在《馬關條約》中國國恥日，他竟放狠話 「不
管在歷史上，還是在國際法上，釣魚島都是日本固有

領土」， 「海上保安廳保持24小時巡航」；在克里訪
日期間，他竟去硫磺島為二戰時與美軍殊死血戰的 「
英靈們」揚幡招魂，豈非慌昏了頭？其實他心裡未必
不明白，即便自己為7月參院選舉硬撐死扛，即便心
懷成為伊滕博文二世妄想，但在中日比拼 「內力」的
持久戰中，最終勝出的必是中國。

筆者以為， 「中國威脅論」與 「軍事不透明」長
期來像 「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成為中國強軍國策
的外部牽制。此次 「組合拳」血性亮劍，如白皮書所
示： 「建設與中國國際地位相稱的強大軍隊，是中國
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也是中國實現和平發展的堅
強保障。」形式上仍遵循兩年一發的慣例，但內容上
可謂虎踞龍盤今勝昔了：多年韜光養晦，使西方慣稱
中國為溫順的 「大象」。自從習主席提出 「富國與強
軍統一」新國策，盡顯 「中國龍」之膽略；白皮書公
開點名批評美國與日本，盡顯 「中國虎」之威嚴。從
此中國將不會再顧慮強加身上的兩個緊箍咒，也不會
再為莫須有的罪名作繭自縛。

國防白皮書首次從 「軍事視角」亮出中國強硬觀
點：既肯定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又直指霸權
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危險上升，國際軍事競
爭更趨激烈。畫龍之處是 「亞太地區成為大國戰略博
弈的重要舞台」，點睛之筆是 「美國調整亞太戰略」
及 「日本在釣魚島製造事端」。不僅罕見地公開點名
批評美國與日本，而且罕見地批評 「有的國家」深化
亞太軍事同盟，頻繁製造緊張局勢； 「個別鄰國」在
涉及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上使問題複雜化、擴大
化。顯示出中國罕見的大國強勢立場。

筆者以為，對於當今世界局勢，西方存在兩種大
視角：一種是弗里德曼代表的 「平坦論」，稱全球化

是 「取代冷戰體系的國際體系」，包括中國和印度的
人們，都可以通過互聯網輕鬆實現自己的社會分工，
學究氣十足地稱 「世界變平了」；另一種是亨廷頓代
表的 「衝突論」，他以名著《文明的衝突》走向另一極
端。其 「21世紀能源大戰」構想，描述了未來中日大
戰，預言中美大戰不可避免。當前美國國際戰略則是
兩手都要：發展經濟用「平坦論」，如克里訪華時的動
聽話語；軍事控制則用 「衝突論」，如 「入亞」再平
衡戰略。中國須用「富國與強軍統一」應對美國兩手。

亮出中國強勢
中國打出 「強軍組合拳」，恰值東北亞局勢弦繃

極限之時。美國以 「大佬」姿態穿梭於中日韓，以 「
巡警」模樣游弋於亞洲各國，給中國製造出越來越大
的麻煩。朝鮮發飆本是美國點炮的火，卻讓中國去
澆水，豈有此理！中國去掉緊箍咒，高舉強軍大旗，
是形勢所逼、勢在必行。白皮書說 「走和平發展道路
，是中國堅定不移的國家意志和戰略抉擇。」而美、
日所作所為，嚴重損害了中國 「國家意志」和 「戰略
抉擇」，中國安可長期當一頭溫順大象？

筆者以為，習主席視察南海艦隊時囑咐 「廣大官
兵牢記強軍目標，努力把個人理想抱負融入強軍夢」
，再次宣示以強軍捍衛 「中國夢」的決心；國防白皮
書通篇 「強軍話語」，再次宣示以強軍捍衛 「國家意
志」的立場。特別是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
我，我必犯人」的毛式話語，更彰顯中國 「強軍夢」
的空前震懾力。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日
前在海南博鰲會見台灣兩岸共
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

長一行，就促進兩岸合作，習近平提出四點希望。他強調
：兩岸可以適時務實探討經濟共同發展、區域經濟合作進
程相銜接的適當方式和可行途徑，並表示 「加快給予台灣
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全面妥善考慮台灣民眾的需
求和利益，為深化兩岸經貿合作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經貿合作交流空前發展
應該看到， 「習蕭會」對兩岸關係發展具有相當的重

要性。習近平在此次會見時提出 「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
贏的時代潮流」，要進一步深化兩岸互利合作，促進兩岸
的和平發展。據報道，蕭萬長在會見時表示台灣盼望參與
區域整合，並說明區域整合的完整設想。業內人士分析，
台灣為外向型經濟體，盼望參與區域整合，突破經濟可能
被孤立的困境，已成當局需要直面的問題。只有加大對大
陸的開放力度，兩岸共利雙贏，才能擺脫台灣目前的經濟
困境。顯而易見，兩岸已簽署的ECFA是台灣參與區域整
合的重要一步，應優先完成ECFA的後續談判，深化兩岸
經貿投資關係、完善產業鏈分工，兩岸才會有更為堅實互
信的基礎。據悉，台灣當局已做好開放與鬆綁的準備，積
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不僅要吸引外地企業赴台投資，更
要幫助台灣產業升級與轉型，最重要的是創造就業並接軌
全球，創造台灣經濟增長及產業結構優化的新動能。

台灣日前正式公布 「自由經濟區示範方案」，首階段
先以 「五海一空」的自由貿易港區為基礎，通過鬆綁限制
，提供優惠，吸引投資等方式，整合產業價值鏈，提升貿
易產值，除了為台灣經濟增長注入新動能外，也為今後推
行經濟全面自由化積累經驗。台灣當局不僅要吸引外地企
業赴台投資，更要幫助台灣產業升級與轉型，最重要的是
創造就業並接軌全球，創造台灣經濟增長及產業結構優化
的新動能。台灣自經區的建立，一方面可爭取公平競爭地
位，免受經濟被邊緣化；另一方面可提升台灣競爭力，爭
取更多的市場商機。

面對新一輪區域經濟整合大勢，香港應把握難得的機
遇。中央一直高度重視香港在兩岸關係中的作用，未來兩
岸在處理陸客赴台自由行、陸生赴台就學、人民幣結算等
議題時，中央仍會高度重視香港經驗，為香港放手處理涉
台事務提供廣闊空間。台灣當局及民間亦期盼改善和強化
與香港的交流，香港作為區域和國際金融、航運、服務中
心的重要角色，可以為兩岸擴大經貿融合，為台灣參與區
域整合提供平台。

兩岸擴融合促經貿發展
□楊孫西

□鄭子義

□陳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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