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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事件持續發展，將嚴重打擊香港航運業，對香港的綜合競爭力不斷下降趨勢雪上加霜，最終影響香
港的繁榮穩定和國際地位。香港的經濟指標靠享受舊體制，分刮歷史積累和聲望，吃以前大家對香港認可的
老本是遠遠不夠的。政府應進取，社會需包容，商家作出體諒，香港要改革。否則唯有失去競爭優勢而一再
沉淪。

惡毒《蘋果》造謠害災民
□陳光南

印度媒體近日紛紛報道稱，約
50名中國士兵4月15日晚間越過 「
印度邊界」10公里， 「入侵了」克
什米爾地區印度控制下的拉達克以
東的比爾特地區，並在此安營紮寨
，還稱印度邊防員警已經趕到與中
國士兵營地相距300米的地方駐紮
，雙方進行了所謂的 「帳篷對峙」
。印度外交部23日要求中國撤出該
地區，並召見中國駐印大使。印度
報業托拉斯同日報道稱，印度軍方
已從附近軍區調集一個步兵團到拉
達克地區，向中國施壓。針對印度
媒體有關中國軍隊在中印邊界地區
越過實際控制線巡邏的報道，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中國邊防部隊
一直嚴格遵守中印兩國達成的有關
協定，沒有越過實控線一步。

印度媒體慣於炒作
印度媒體素來有製造中印邊界

緊張的習慣。他們之所以喜歡拿邊
界問題 「說事兒」，主要出於以下
幾個目的：一是藉口採購新式武器
裝備，為印度強軍和印度 「大國夢
」造勢；二是為劃界談判增加籌碼
，增強印度在邊界爭議地區的控制
力。事實上，每當中印邊界談判舉
行前後或中國領導人訪印前夕，印
度媒體總會冒出 「中國威脅」的聲
音，其目的是模糊中印邊界地段的
爭議性，營造印度實際佔有的假象
。一些印度有識之士指出，印度媒
體在邊界問題上的惡意炒作是 「得
不償失」的，炒作 「中國威脅」只
會加深兩國間的猜忌，影響到中
印邊境地區的穩定和中印關係的
大局，是與中印兩國致力於通過
政治對話解決邊境爭端大勢相違
背的。在當前中印關係不斷改善
的情況下，印度輿論應該以增進對
華合作為目的，而不是挑撥離間，
製造矛盾。

中印邊界爭端由來已久。整個邊界全長1700
餘公里，在習慣上被分為西、中、東三段。在每
一段邊界上都存在爭議地區。在西段，雙方爭議
面積為33500平方公里，主要是阿克賽欽地區，
除巴里加斯一處外，其餘都被中方控制。在中段
，雙方爭議面積約2100平方公里，分為4處，現
控制在印度手中。在東段，是傳統習慣線與麥克
馬洪線之爭。傳統習慣線在喜馬拉雅山南麓，以
此線作為邊界，約90000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區屬
於中國；而麥克馬洪線以喜馬拉雅山脊分水嶺的
連接線作為界線，將藏南土地劃歸印度。在整個
中印邊境爭端中，東西兩段是爭議重點。1988年
12月，時任印度總理的拉吉夫甘地成功訪華，中
印雙方同意通過和平方式協商解決邊界爭端。迄
今，中印邊界談判已有30餘年歷史，特別代表會
晤也舉行了8年，取得了積極進展，對增進相互
理解和信任，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促進
兩國關係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雙方力避事件升級
與媒體的熱炒不同，印度政府和軍方都對此

次事件總體上保持低調，均表示不感到過分擔憂
。印度政府對有關中國軍隊 「入侵」印度領土的
報道 「反應謹慎」，認為 「印中雙方可以通過協
商機制和平解決這類問題，避免緊張局勢升級」
。印度軍方高官稱， 「事件發生地是印中雙方對
於 『實際控制線』認識存在分歧的地區，常有類
似事件發生，雙方可以通過協商機制和平解決這
類問題。」中國外交部重申，中方願同印方共同
努力，通過和平談判妥善解決歷史遺留的邊界問
題。在最終解決之前，共同維護邊界地區的和平
安寧，通過現有機制妥善處理涉邊問題，為中印
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總的來說，近年來中印關係的長足、快速發
展給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展望未來，
兩國關係發展潛力很大，合作的空間十分廣闊。
兩國應堅持中印友好的大方向，推進中印全面共
贏的大合作，開展中印人民的大交流，創造中印
關係更美好的明天。雙方應按照兩國領導人的指
示，從兩國關係大局和政治、戰略高度出發，推
動邊界問題的妥善解決，相信不會受一時一事的
干擾。

作者為原中國資深外交官、駐外大使

罷工令港競爭力雪上加霜
□紀碩鳴

軍官當兵是治軍良藥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的一批
工人要求改善待遇的罷工持續
近月，勞資雙方對立，至今依
然沒有能夠達成共識的跡象。
有香港媒體評估稱，這次碼頭
工人罷工是香港1986年以來最

激烈的一次罷工，反映香港的階級矛盾正在不斷
惡化。事情持續發展，將會嚴重打擊香港航運業
已成必然。這也對香港的綜合競爭力不斷下降趨
勢雪上加霜，最終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國際地
位。

罷工嚴重打擊港航運業
這次罷工從3月28日開始，外包工人不滿自

1997年以來薪酬有減無增，且工作環境惡劣，要
求加薪兩成，並與保安員發生衝突。罷工人數不
斷增加，不少香港團體紛紛加入支持工人行列，
日本的碼頭工會 「全日本港灣勞動組合」，以及
台灣的 「大高雄總工會」，也聲援這次工潮。雖
然經過多方協調談判，雙方都無法拉近距離，依
然僵持對峙。

據悉，3月份碼頭吞吐量較高峰時期大跌近一
半，主因除現屬貨運淡季外，部分船公司受工潮
影響，被迫轉用其他碼頭卸貨，亦是令吞吐量下
降的其中一個原因。有機構相信，工潮會催化香
港貨櫃碼頭排名下跌。另外，有貨商表示，現時
大部分運載訂貨的貨輪均經深圳港口卸貨，再轉
運抵港。不過，工潮下，4月份港口貨櫃吞吐量減
少應該是鐵定的事實。

2004年以前，香港曾多年雄踞世界最大貨櫃
港口的寶座，但其貨櫃輸送量的排名不斷下降，

被新加坡、上海超越。今年深圳全年港口貨櫃輸
送量也可能超越香港，成為全球第三，香港國際
貨櫃港口的排名再次被擠壓，落為第四。發貨公
司及香港付貨人委員會主席林宣武認為，葵青貨
櫃碼頭工潮可能導致香港在國際貨櫃港口的排名
進一步下滑。

深層次問題困擾港發展
工潮會導致香港國際貨櫃港口的排名下降，

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些年，香港在國際貨櫃港
口排名總體下滑，並不完全是因為工潮，不完全
是階級矛盾激化的結果，而是香港總體競爭力下
降，競爭成本、服務便利、社會氛圍都會影響香
港的核心競爭力。重要的還有，周邊地區的突
飛猛進都構成對香港競爭力的挑戰，香港不進
則退。

在3年前撰寫的報道中，根據香港各項在國際
排名的指標分析，我就提醒：香港經濟過於倚重
地產及金融，會加大社會矛盾，使香港競爭力亮
起警訊。綜合國際著名評級機構對全球國際都市
排名中看出，香港正在失去它的競爭優勢。香港
城市發展正面臨競爭力下跌；整體環境惡化；
可持續發展弱化的趨勢。儘管香港仍有不少令全
球注目的領先排名，如自由經濟、金融中心等，
但在前有新加坡、日本，甚至台灣的堵截，後有
上海、深圳的追趕中慢慢失去競爭優勢，歷史的
老本吃完，或許會成為明日黃花。而一些涉及可
持續發展的排名大幅靠後，如城市生態、幸福指
數、最昂貴消費城市、貧富差距等，嚴重影響香
港未來的競爭優勢，成為香港社會結構性的深層
次問題。

其實，過去數年，雖然香港經濟增長不俗，
失業率也能維持穩定水平，但經濟繁榮的成果沒
能讓很多中產階級及底層百姓所分享，不斷上升
的通貨膨脹為民生帶來陰影，尤其是香港經濟結

構的單一性，整個社會被房地產捆綁。樓價一再
飆升，中產階級都抱怨沒有能力買樓，大多市民
蝸居在斗室。而 「地產霸權」更已擴展至公用事
業及零售服務業，成為香港貧富懸殊、民怨沸騰
的罪魁禍首。

港需以改革保競爭優勢
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眾多行業由大集團所

把持，也導致香港社會上醞釀某程度的 「仇富」
情緒，成功商人及富豪，早年是許多港人羨慕的
偶像，如今因為這樣的目標已遙不可及，於是漸
漸變成仇恨的對象。再加上目前年輕人向上流動
的機會受限，收入難以追上節節上升的物價，低
下階層難以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都引發民怨
。社會矛盾加深對經濟發展有影響，有學者預計
， 「香港有深層的結構問題，依香港目前的管治
狀況，三五年內，整體競爭力將下降二三成。」

近年來，無論是香港一年一度施政報告，還
是財政預算，幾乎都成為集中針對港府施政不滿
和控訴的平台。政府被指就改善貧富懸殊的措施
，只是蜻蜓點水；豪宅以至天水圍低價樓宇價格
，仍然不斷上升，民怨四起。其實，每年社會及
立法會提出的不滿都差不多，背後彰顯的是政府
對香港結構性及深層次矛盾缺乏準確判斷，更無
有效措施而不作為的結果。

香港的競爭力，以前只看經濟、看自由度。
當今世界全球化加劇，城市之間直接競爭的是綜
合實力，體現的一定是和生態、社會、文化、教
育這一系列可持續領域的結合。所以，香港的經
濟指標靠享受舊體制，分刮歷史積累和聲望，吃
以前大家對香港認可的老本是遠遠不夠的。

政府應該進取，社會需要包容，商家作出體
諒，香港要改革。否則唯有一再失去競爭優勢，
一再沉淪。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就《蘋果日報》昨日報道
指，該報記者日前視察香港特區政府援建的四川省
雅安市蘆山縣初級中學稱該校舍 「校舍牆壁由發泡
膠和空心磚撐起」， 「再被列為危樓」， 「港人善
心化作豆腐渣」一事作出了澄清。蘆山縣發生地震
後，四川省人民政府已派出專家到學校作震損鑑定
，初步評估建築物的結構沒有大問題，只有部分非
承重牆體受破壞，因此並未將它定為危房。《蘋果
日報》並沒有更正錯誤的報道，還採用了偷樑換柱
的手法，刪改了特區政府的澄清，把重要的段落都
砍去了，《蘋果日報》就是要在香港和內地之間，
拉上了鐵幕，好讓《蘋果日報》繼續造謠，欺騙香
港同胞，大舉掩護反對派阻撓對災區同胞實施人道
主義的救護，不顧逾一百萬同胞喪失了家園，捱飢
受凍的苦難，實行劉慧卿 「一個仙也唔捐」的冷血
政策。

四川西部，位於青藏高原的邊緣，也是橫斷山

脈的所在，也是中國最窮困的山區地帶，這裡的無
霜期很短，耕地很少，海拔高度超過了二千五百公
尺，平均溫度為攝氏七八度左右，到了冬季，溫度
在攝氏零下十度以下，到處都是懸崖峭壁峽谷，地
質結構不穩定，泥石流災禍嚴重。在這樣的環境下
，建築房屋，既要防止地震，也要考慮保溫，在缺
乏暖氣的情況下，使居民和學生保暖。所以，在這
個地區的房屋興建中，所有的主要樁柱橫樑，都要
符合防震的要求，承擔重力的結構要堅固，但其他
不承擔重力的牆壁，又要有保暖的功能。因此，在
當地，不承擔重力的牆壁，都採用了保暖的建築材
料，包括頁岩空心磚作砌體的鋼筋磚牆，外加複合
硅酸鹽保溫板作節能之用。蘆山縣初級中學的工程
符合內地相關法例法規和建設標準，抗震設防烈度
為七度。

造謠生事 欺騙港人
這一次遇上了地震，有一部分的地基下陷了，

不過樑柱無損，建築物沒有倒塌，但其一部分的牆

壁裂開了，露出了頁岩空心磚複合硅酸鹽保溫板，
這恰好說明了有關建築工程是合格的。《蘋果日報
》的報道完全錯誤，如果稍有一點良知和客觀報道
事實的新聞操守，《蘋果日報》就應該是做出鄭重
的更正和道歉，而不是掩蓋錯誤，繼續篡改了特區
政府的有關新聞稿。《蘋果日報》昨日的標題說 「
發泡膠建校 港府死撐普遍」，新聞內容說 「微博
上不少網民痛罵內地貪官將善心捐款變成豆腐渣工
程」，這不是要封鎖消息，隻手遮天嗎？

非承重牆也可使用空心磚用作保溫，不屬於質
量問題，在地震過程中，非承重牆出現破裂的現象
，牆灰和外貼瓦脫落，也是可以理解的現象。總體
的結構仍然安全，就說明了質量沒有問題。

根據中國的專家指出，公眾對於地震強度和烈
度認識仍存誤區。房屋抗震是把抗震設防烈度作為
標準。汶川地震時，除了自建房屋，當地按照規劃
房屋多為六到七度抗震，結果汶川地震時北川烈度
達到十一度，因此不少房屋倒塌，並且倒塌的房屋
多為農村自建住房，沒有經過正規的抗震設計規劃
與施工。

離震源近烈度就高，越遠就越低；烈度還受到
場地的影響，受到了震動的水平方向以及地基上的
地質情況差異所影響，即使隔了一條街，其烈度會
不相同。最明顯的例子是1985年發生的墨西哥地震
，震中在墨西哥西南岸外太平洋海底，震級8.1級
，但離震中較近的海邊沒有什麼損失，400公里以
外的墨西哥城卻受損嚴重。就因為墨西哥城的地基
是類似淤泥淤積起來的，這些被質的因素影響到烈
度，都是抗震設計需要考慮到的。

惡意炒作 泯滅良心
比如唐山大地震，震中地區最大的烈度達到了

十一度。所以，即使是在同一地區，按同一設防烈
度設計的房屋，有的房子倒了，有的房子沒事，不
能就此判斷房屋質量有問題，因為不同房屋所在地
點的烈度很可能不一樣，不同的地基，石底和鬆泥
的堅固的程度不一樣，應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有一些建築物的部分地基下沉，出現傾斜，上
層的建築物失去平衡，就會倒塌，有一些建築物，
整個地基部分沒有在地震中分裂開來，保持了完整
的狀態，也沒有傾斜，所以沒有什麼損傷，因此不
能說前邊的一間屋，偷工減料，是豆腐渣。後者的
工程質量完全沒有問題。

《蘋果日報》的報道手法，並非是無心之失，
是出於政治動機，制裁中國政府，制裁無家可歸，
飢寒交迫的地震災區的中國同胞，這種黑心腸是非
常惡毒的，也是沒有人性的。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國
的軍隊建設和軍情動向越來越受
到外界的關注。人們關注軍費、
關注軍演、關注軍購、關注每一
項軍事科技成果，當然也十分關
注中國軍界高層與世界各國軍方
的交流與交往。

然而，近日有一件關乎到中國軍隊建設的大事被
境外媒體忽視了，就是日前經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批
准，解放軍總政治部下發的要求全軍和武警部隊組織
團以上領導和機關幹部下連當兵、蹲連住班的《規定
》。

這項《規定》明確要求，領導和機關幹部（即 「
軍官」）下連當兵，就要戴列兵軍銜，以士兵身份出
現。這些軍官們還要自備個人生活用品，按標準交納
伙食費，不得接受宴請，不得遊山玩水，不得收受禮
品，不得插手基層敏感事務（說白了，就是別插手連
隊的人、財、物的管理以及幹部的使用晉升等）。一
句話，當兵就要當真兵、蹲連就要真下連，絕不能走
過場搞形式主義。要讓那些終日養尊處優不見風雨細
皮嫩肉的 「機關首長」們，通過當一名普通士兵的磨
練，切切實實地與基層連隊培養出點感情來、同時也
好好清除清理一下不少指揮機關濃厚的 「驕嬌」二氣
，慵懶作風。

將軍 「當兵」 是優良傳統
當人們都在為這件好事連連稱許時，我卻情不自

禁地想起了一位共和國的開國上將，一位早在55年前

就曾以士兵的身份站崗放哨出操的老將軍。他，就是
曾任總參謀長的楊得志上將。1991年，我因要寫一部
電視片腳本，而專門採訪了這位當年組織紅軍指戰員
強渡大渡河的老將軍。說將軍 「老」，純粹是因為他
的生理年齡當時已達80歲；也因他極不平凡的人生經
歷而築就的 「老」資格。而從他的面相、步態、談吐
上看則完全與老態龍鍾不搭界。

為了拉近距離，我一見面就告訴楊將軍，自己對
他的第一印象是看到過他身穿士兵服，頭戴船形帽，
夜間站崗的照片。聽到這裡，楊得志朗聲笑了。他很
興奮地告訴我，那是1958年的事，當時他是濟南大軍
區的司令員，響應黨中央的號召下連當兵。看到我略
帶不解的神情，他解釋道，當時部隊講正規化，但正
規化不等於官僚化。有了軍銜，不等於丟掉官兵平等
的好傳統。於是就有了將軍下連當兵的 「故事」。楊
得志說，當時各大軍區各軍兵種的一、二把手都 「下
」到連隊。許世友、楊成武、秦基偉、陶勇……一大
批在戰場上馳騁風雲的將軍都來到最基層的班、排，
與戰士一起出操跑步站崗放哨練射擊練刺殺。楊得志
告訴我，他第一天到部隊時，為了打消戰士們對他這
位大首長的拘束陌生感，竟不請自來地給大家唱了一
段家鄉的湖南花鼓戲。

同樣的趣聞也發生在楊成武、許世友這兩位長
征老將軍身上。楊成武因為部隊清晨緊急集合動作
趕不上，以致三天沒有刮鬍子。許世友憑藉當年在
寺廟裡練就的一身武功，才在行軍途中化險為夷
……

這些故事令人感動更令人感慨：經過半個多世紀
，站在歷史新起點的中國軍隊又迎來了新一輪 「軍官
下連當兵」。這既是一個傳統繼承的過程，更是一個
傳統更新的過程。但它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思想淨化、
作風淨化過程，其實質是一場在中國軍隊的 「硬件」

全面走向現代化的同時實現軍隊 「軟件」現代化的變
革。這種 「軟件」的變革，既包括檢驗和實現軍隊領
導階層對基層戰鬥單位的有效指揮，又包括夯實軍隊
內部人性化與民主化管理的制度性調整的基礎。筆者
歷來認為，實現士兵的人性化管理，從來是軍隊民主
化的前提，而官兵一致所體現的軍隊的民主化恰恰是
提高部隊整體戰鬥素質的根本途徑。從這個角度看，
即將實施的 「軍官下連當兵」的活動其意義的深遠已
超過了55年前。現在的關鍵是不折不扣地實施與沒有
水分的執行。

關鍵是不折不扣實施
在中國今天的國情中，軍隊的事從來都不是孤立

存在的。如果我們能對上述中國軍隊的這項大行動加
以仔細觀察和認真分析，就會 「發現」： 「軍官下連
當兵」 僅僅是一場更為浩大的政治活動的配套工程和
「子」 工程。這場更為浩大的政治活動就是中國執政
黨即將開展的 「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 。為了
堅決打掉中國公眾痛恨並詬病很久的形式主義、官
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迷之風，在中共全黨範圍內
深入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教育，
這毫無疑問是順民意得人心的好事。習近平生動地
提出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幹部都要在這次教育實踐
活動中 「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那麼
，誰又是正衣冠的鏡子，誰又是除塵的清水，治病的
良藥呢？

筆者以為，在中共黨內，黨員基本群眾就是鏡子
、清水和良藥。在社會上，就是千百萬的社會公眾。
而在軍隊裡，正衣冠的 「鏡子」當屬那些黝黑的戰士
、普通的兵。所以，軍官當兵，乃大道之行。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秦曉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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