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行為藝術家」艾未未涉嫌經濟犯罪，被公安部門依法調查後，境外

關注者中有一些人為他鳴冤叫屈。但是，艾未未涉嫌偷稅漏稅、重婚、傳播

淫穢物品罪的大量表證，早已由艾某本人呈現在廣大網民眼前。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儘管西方一些傳媒不顧案情的基本面，對艾案做了政治化的解讀，

但中國的司法機構只會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來處理，不會屈從外來

的任何壓力。

面對艾未未恣縱的生活方式，歇斯底里地辱罵自己的國家民族，恣意挑戰法律、道德、倫
理底線，善良的人們在感慨之餘，不免要問一句：誰為為之，孰令致之？筆者走訪了一些藝
術圈中同道、有關專家之後，艾未未的多面人生圖景漸次呈現出來。

1978年，剛滿20歲的艾未未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學習。得益於中國實施改革開放的國策，1981
年，大學還沒有畢業的他就遠赴美國，從此開始了他在美國十餘年的闖蕩。在紐約就讀之
際，艾某初露本性，崇仰顛覆正統的風格。

1993年，艾未未回國了。此時，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強力推動下，中國又進入了新一輪的快速
發展期。艾未未頂 留洋藝術家、名人之子的光環，各種機遇紛至沓來，歐美交流機會、獎
項薈萃於一身。名與利，他都賺得盆滿缽滿。然而，人們何曾料到，艾未未不是一個安於本
分的藝術家。他的「行為藝術」、放言高論，充斥於媒體和各種熱鬧場中。圈中人對他張揚恣
縱的私生活耳語不斷，玩感情，私生子，各種緋聞層出不窮。如果一切止於此，無非是多了
一個無行的「行為藝術家」而已。艾未未漸行漸遠，以「另類」的作派介入各種領域。

（一）
開放的中國海納百川，對各種藝術門類兼容並蓄。然而艾未未的所謂「行為藝術」一直令

人困惑，表達方式離經叛道，爭議性很大。他的不少所謂的行為藝術喜以裸體示人。他那所
謂「十八隻小鳥一起飛」的照片，有網友評論「藝術的精髓就這樣被糟蹋！」

一位資深的美術評論者說，他的行為藝術其實淺陋至極，只不過蒙上一層所謂的前衛、先
鋒之後，在某些人眼中變得艱深起來。涉世未深的人在艾未未的魅惑之下，放棄了應有的恥
感，在踐踏傳統人倫物理中尋找肉慾的宣洩。他慣於以惡俗的裸裎去搶眼球，招引尚未形成
正確人生觀、藝術觀的後來者。於是就有了所謂「以一搏四」（「一虎八奶圖」）之類的照片，
艾未未將自己當做主角，與其他4名女性全裸入鏡，忸怩作態，醜陋不堪。

《聯合早報》、新浪、twitter等媒體和網站報道，海內外藝術圈有很多人不屑地批評：「艾未
未就是喜歡在網絡的大庭廣眾下裸露，喜歡在網路上尋找刺激」，「其形態可以說醜得石破天
驚、神憎鬼厭！」艾未未對藝術的玷污，恐怕不是任何一個正常的藝術家所敢做的。

有圈中人感慨地說：「艾未未的那些玩意兒，不是我們不會，我們不敢突破道德底線。正
常的人都會擔心無顏見家人、親友，真的豁不出去。藝術家首先是人，不能肆無忌憚，要有
所為，有所不為。」實際上，艾未未的行為無關藝術。

不難看出，艾未未的藝術路徑選擇，是一種價值觀選擇。在一個有 五千年文化傳統，禮
義廉恥已深入國人骨髓，並有 深厚的本民族藝術傳承的國度，艾未未的「特立獨行」顯得是那樣的突兀。堅守中
道、理性的藝術家不免會問：他這樣做是為了什麼？

內地藝術界群星燦爛，不乏大家。隨 中國越來越開放，中外藝術交流也越來越頻密，但明眼人不難看出，某些
西方勢力所青睞的當代中國藝術家中：其一，幾乎不會有國畫家的身影，這是中國的傳統國粹，不會入他們的「法
眼」；其二，中國藝術家走歐美主流藝術路子，即使成就斐然，也不會獲得青睞。他們青睞的是什麼人？恰恰是艾
未未這樣的反叛國家民族、反叛中國傳統的所謂行為藝術者。

西方某些基金拋出一點散碎銀子，在中國扶個把「特立獨行」的藝術家，所期望的回報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他們
企圖假手於中國某些趨附順從者，解構中國的文化傳統，解構中國的主流觀念、道德、風尚⋯⋯若有不從，或有悟
今是而昨非者，他們就來個「天下圍攻」。人們不免要問：他們要把中國人的文化取向引向何方？

（二）
艾未未選擇並推崇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他樂此不疲的生活方式。BBC、多維網、《聯合早報》、twitter等報道，艾

未未借工作之便，把工作室的工作人員，慢慢發展成二奶；還和國內一些所謂的女「民主」人士關係曖昧；艾未未
甚至還把手伸向了一些思想激進、涉世未深的女學生女青年。他流連於不同的青春胴體之間，大約這也算是他的一
種所謂「藝術之旅」吧。

他的所作所為不避家人。艾未未私生子家人皆知。艾未未之姊更是放言：「如果重婚，也應該路青去告。」明眼
人或許問，為何作為艾未未的合法妻子，路青沒去告？答案應不複雜，常理可知：其一，路青默認艾未未的生活方
式；其二，路青提倡這樣的生活方式。

一些專家指出，艾未未狂濫的生活方式對青少年的影響不可低估。性的放縱，曾在美國造成了「垮掉的一代」。
內地有關方面應本 對青少年負責的態度，大力清理淫穢色情圖片，不可任其泛濫。中國的國運繫諸青年，不允許
任何勢力將他們引向墮落之門。

（三）
今日的艾未未實際上已墮落為一個小政客。在一張所謂的行為藝術圖片上，艾未未對 天安門豎中指，還在天安

門前露出肚皮寫上「fuck」。他侮蔑的豈止是一個合法政權，他是在鄙視中國五千年的優秀傳統文化。
與一般的問政、論政者不同，艾未未是公開挑戰一切與中國政府相關的事物，攻擊謾罵政府的一切施政行為。舉

凡中國人民感覺到榮光、自豪的事情，他都要極盡詆毀、醜化之能事。他慣於在傷口上撒鹽，在大眾之間製造對
立。

在北京成功舉辦2008年奧運時，艾未未偏偏大潑污水，抨擊奧運會「沒有靈魂」，抹黑中華民族的百年夢想。
2010年上海世博會舉辦期間，他在丹麥哥本哈根美人魚雕像的空位，建造了一個能現場直播美人魚世博會情況的

閉路電視系統，說是要表達「中國人都處在某種監視之下的真實生活」。
多維新聞網、《聯合早報》、twitter有報道稱：「2008年5月16日，一邊是四川大地震廢墟下面孩子們的生命在做

最後的掙扎，正在救災的人們爭分奪秒努力在挽救 每一個還有活下去可能的生命，一邊卻是艾未未和他的一幫人
們樂不可支地在做真人秀，大玩口交，搞行為藝術，還要故意發到他的博客上讓人看見，這是故意挑釁人類最起碼
的道德良知。」

不止於此，2008年7月，北京青年楊佳闖入上海市閘北區政法辦公大樓，持刀襲擊警察，導致6名警察殉職。3個
月後，楊佳被判故意殺人罪依法執行死刑。這樣一個完全符合中國法律的案件，卻被艾未未橫加指責，更別有用心
地拍攝了楊佳案紀錄片《一個孤僻的人》，企圖蠱惑人心。

2010年2月的一天，北京市朝陽區008藝術區七個拆遷留守者被人打傷。這本是一個普通刑事案件。當天下午艾未
未組織了所謂的「天安門散步」抗議活動。有位叫喻高的女藝術家，也是當事人之一，她在博客上發表題為《艾未
未老師，你躥得太快，太厚顏無恥了》的揭露文章：「我聽說你當天下午到正陽，鼓動大家去遊行，沒有人理你，
你就開罵：『都60年了，你們還相信政府。你們應該對 鏡子叫三聲傻逼。』」喻高還揭露說，艾未未託人給他們
挨個打電話，說如果警察問起來，千萬不要提艾未未。此事雖已塵埃落定，但反映出艾未未惟恐天下不亂的惡劣動
機。

2011年，艾未未工作室記錄對內蒙古青年呼格吉勒圖死刑案件訪談，他的嗅覺伸到了所謂的民族問題上，其用心
不言而喻，說白了，就是妄圖蠱惑人心，製造裂痕，攻擊政府，「撕裂」社會。艾未未及其身後的支持勢力意圖很
明顯，他們企圖把動盪之禍引向中國。

（四）
艾未未的種種「另類」所為何事？一些善良的人們也許會問：今時今日哪裡會有那麼多的陰謀？
筆者手頭正好有那個廣為人知的某國情報機構「行事手冊」（Rules for Operation）中用來對付中國的《十條誡命》

（Ten Commandments）。且摘錄幾段文字：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
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替他們製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性的濫交；一定要把他們的
青年的注意力，從他們的政府為中心的傳統中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於色情書籍，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
恥；時常製造一些無風三尺浪的無事之事，在他們的人民的潛意識中種下分裂的因子。特別要在他們的少數民族裡
找好機會，分裂他們的地區，分裂他們的民族，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之間製造新仇舊恨；一有機會，不管是大
型小型，有形無形，就要抓緊發動「民主運動」；不斷製造「新聞」，醜化他們的領導；利用所有的資源，破壞他
們的傳統價值觀，利用一切來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

掩卷沉思，不覺毛骨悚然。艾未未不正是從事這樣的事情嗎？他的所謂的前衛、先鋒「行為藝術」，不就是解構
中國優秀文化傳統、衝擊人類文明的價值觀、破壞社會正常秩序、貶損政府的聲望嗎？艾未未不正是推崇色情奔
放、性的濫交，製造無風三尺浪嗎？這些年來，無論艾未未的真實身份為何，他畢竟忠實地履行了這些誡命。無怪
乎艾未未一被查，某些西方勢力就痛心疾首。中國的司法機構還沒有對艾未未作什麼處罰，他們就跳了起來，大呼
小叫。

中國已經走過了積貧積弱、任人宰割、侮辱欺凌的時代。利令智昏的艾未未之流，低估了中國維護國家利益、人
民福祉、社會穩定、法制尊嚴的決心和意志。封建時代已經過去了，沒有人可以因家有「丹書鐵券」而免去一切刑
責。喜歡當中國社會「判官」的艾未未也應接受法律的審判。

開放的中國不會拋棄悠久的優秀文化傳統。中國人會堅守傳統美德，更不會放棄制度優勢。「名人﹢網絡﹢街頭」
這一模式亂不了中國。虛擬世界的幾聲鼓噪不會動搖中國人心中的主心骨，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經成為全民
共識。 （本文轉載自2011年5月號《紫荊》雜誌）

特首曾蔭權在上周四的立法
會答問大會上，對近日有政黨
不斷提出的「全民退休保障」
議題，作出了極為明確的表

態，指出要強求社會短期內就這問題得到共識，去進
行如此重大、影響深遠的社會改革，並不切實際。因
此，他認為與其將時間消耗在沒有結果的爭論上，倒
不如實事求是，檢討及優化現行退休保障制度，更有
實效得多。我認為這大概是政府近年施政中難得的一
項明智決定，值得支持。

事實上，香港正面對人口老齡化問題，據統計處推
算，到了二零三九年，本港六十五歲及以上長者人口
將達二百四十多萬，每千名十五至六十四歲的人口，
需供養的長者則由現時的一百七十一人，上升至四百
五十四人，即由近六人供養一位長者，變成約兩人供
養一人。所以，我們的確要理順退休保障的問題。

學者指「全民退保」如「龐氏騙局」
然而，部分政黨提出的「全民退休保障」建議，除

了口號說出來動聽外，實效成疑，且遭到不少學者狠
批。例如，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雷鼎鳴便形容有關
建議是一個差勁及「經不起嚴格推敲的低智方案」，
對港人、尤其是現在的年輕人將來的退休保障十分不
利，認為「只要是負責任、擇善固執的政府都不可能
接受在香港推行『方案』中的制度」。

城市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主任曾淵滄更指
西方有識之士，甚至稱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為「龐氏騙
局」，即騙子靠不斷地找新人加入這個騙局，向排在
前面者分錢，一旦找不到足夠新人加入騙局，排在前
面的人就沒錢分，騙局就穿了。這等於年青人供養今
日的老人，以為將來自己老了，同樣有年輕人會供養
自己，但基於人口老化，則今日供款的人將來定收不
到應得的錢，等於陷入騙局。

另一位學者，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王卓祺亦表

示，建議的「全民退休保障」，由勞資雙方各供款各
2.5%，再加政府的綜援和生果金開支，及設五百億元
種子基金，結果所建議的每月養老金卻只得三千元，
比現時的生果金僅多二千元，更比長者綜緩平均每月
有三千八百元差，他也不禁問這樣大費周章，所為何
事？

不如優化現有社保制度
學者多認為比較明智的做法，是如何改善現存的社

會保障制度，包括生果金、綜援和「強積金」計劃，
而不是再糾纏在一個不會在細節獲得支持的制度。

其實，有關的建議方向並非新事，早在上世紀末討
論長者退休保障時，便曾認真討論過。正如曾特首所
言，現時建議的「全民退休保障」各種方案，與當年
被主流民意反對、結果政府沒有推行的「老人退休金」
建議，都有兩項關鍵的共同元素，即是不論供款多
少，人人有份，以及是隨收隨支，由現在一代人供養
上一代人。這兩項元素正是當時爭論的焦點，沒辦法
得到社會共識，故才會有現行的強積金計劃推出。

無疑強積金計劃推行以來，備受批評，尤其是管理
費過高，蠶食了供款者的收益，確是亟待改善的一
環。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要忽略強積金過去十年的
平均投資回報率，在扣除手續行政費後，平均每年有
百分之五點五的回報，學者均認為是一個不差的回報
率，也同意只要優化強積金計劃，如設法引入更多競
爭，降低管理費用，其實是比「全民退休保障」更佳
的方案。

所以，我認為既然特首已一錘定音，表明不會再
考慮這個缺點明顯，又不獲學者專家認同的方案，
則大家應該實事求是，不要挑起無謂的爭論，將精
力放到爭取改善現有退休保障制度，包括加快強積
金「自由行」的進度、增加資訊透明度，加強強積
金的教育工作等及改善安全網，均可使市民有更佳
的退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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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特首日前於立法會，援引社會各界對港珠澳大橋
事件的不滿聲音。在某些政黨操縱下，以綜援為生、
66歲朱綺華女士申請法律援助，用全港市民的錢組建
律師團，控告政府並打贏官司，迫令總投資700餘億
的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延期興建。雖然連簽名都不識的
朱女士，實際上不知道啥叫「司法覆核」。工程被迫
延期，預計將令大橋造價增加數十億港幣，萬餘工人
無工開。同類大型基建工程如港鐵沙中線等6大公路
工程叫停，另外70餘項工程受影響，估計約4萬餘名
建築工人生計受阻，千家萬戶生計受損。總體經濟損
失難以統計。

阻撓香港發展　造成巨大損失
事件造成逾百億港幣的帳單，將全部轉嫁到本港市

民頭上。某些政黨為一己私利，用盡手段阻撓香港經
濟發展，屢次造成巨大經濟損失，也全數由全體市民
埋單。政治內耗令香港發展停滯不前，坐視周邊地區
盡搶經濟先機，情況已到不能容忍的地步。本會呼籲
香港各界，為全港市民福祉 想，停止濫用司法程
序、停止無謂的政治內耗！

某些政黨逢中必反，政府無法實施任何積極的經濟
發展策略。最受中央支持的香港，困於政治內耗舉步
維艱之時，周邊地區卻緊抓中國經濟騰飛之機，發展
迅速，成果矚目。我們想請那些別具用心的政客，用
良心看看周邊地區的發展。

香港舉步不前　喪失競爭優勢
內地各大城市「三月一小變、一年一大變」自不待

言，連身邊的澳門也日新月異。彈丸之地的澳門無政

治拖累，已形成亞洲最大的娛樂文化中心。澳門政府
在文化方面投入巨大收效巨大，連續開辦電影節、搖
滾音樂節、世界煙花節等等。亞洲最大、足以容納90
架波音747客機的威尼斯人酒店、亞洲最大最頂級的
澳門銀河渡假村等等躍起濠江。

新加坡興建宏偉的MARIRA BAY濱海灣金融中
心，坐落在新加坡商業新區中心濱海灣，佔地3.55公
頃，壯麗的海濱空間，以及濱海灣獨一無二的景色，
使濱海灣金融中心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新市區，勢將
成為亞洲頂級商業中心。台灣緊握ECFA框架協議，
大舉行動在內陸掀起「台灣風」，在各省成立台灣名
品城、舉辦大批台灣產品展、拓銷團，將台灣產品、
台灣文化傾銷大陸。通過催谷台灣品牌，積極吸引內
地遊客赴台旅遊。不少台灣學者相信，台灣將借助
ECFA進入大發展的「黃金十年」。

周邊地區都在把握中國騰飛的機會，實施宏偉的發
展計劃。香港卻受困於政治內耗舉步不前，只能靠中
央政策照顧，靠金融、地產的老本，未來競爭優勢何
在？

停止內耗讓東方之珠再生輝
政治內耗已嚴重危害本港的發展，政府施政能力

一再被削弱。動輒數十億上百億的損失，均由全港
市民埋單。百萬升斗小市民又能損失幾回數十億？
香港經濟還能錯過幾次發展機會？時值中國「十二
五」規劃的世紀良機，本會呼籲各界團結起來，堅
決阻止政治內耗、阻止司法濫用；令香港依託祖國
龐大市場、強力支持，重入發展軌道，令東方之珠
再度耀目！

政治內耗已嚴重危害本港的發展，政府施政能力一再被削弱。動輒數十億、上百億的損

失，均由全港市民埋單。700萬港人又能損失幾回數十億？香港經濟還能錯過幾次發展機

會？時值內地「十二五」規劃的世紀良機，本會呼籲各界團結起來，堅決阻止政治內耗、

阻止司法濫用，令香港依託祖國龐大市場、強力支持，重入發展軌道，令東方之珠再度耀

目！

「全民退保」缺點多　加強安全網更可取
田北俊

香港勞工應適當加薪
顏汶羽 民建聯人力事務、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副發言人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公布了薪酬趨勢調查，公務員
有望加薪5.16%至7.24%。薪酬趨勢調查報告是反映了
香港116間公司，總共18萬4千3百50名勞工，在過去
一年間的薪酬變動，當中包括了87間大規模的公司及
29間小規模的公司。

結果顯示，高層勞工薪酬趨勢的總指標為7.9%，中
層勞工薪酬趨勢的總指標為6.98%，低層勞工薪酬趨
勢的總指標為6.14%。從而建議高層公務員加薪幅度
為7.24%、中層公務員加薪幅度為6.16%、低層公務員
加薪幅度為5.16%。

香港通貨膨脹持續出現，主因為內地經濟環境上
揚，導致香港有輸入性通脹。而港元按聯繫匯率只能
跟隨美元匯率轉變，而未能就本港通脹情況作出調
整。

最低工資的立法，拉近了基層員工與中低層員工之
間的薪酬差距，加上立法帶來飯鐘錢、休息日是否計

算薪酬等造成勞資雙方的爭拗，員工的士氣受挫。港
鐵、九巴、龍運巴士、小輪等相繼加價、食品價格再
創新高。香港勞工的實質工資不斷下跌，生活變得困
難。

對僱主來說，增加薪酬能吸引及保留生產力較高、
更優秀的勞動力，亦可吸引更多求職者，從中有更多
選擇。另外一個好處是，更容易監察員工，若果僱主
只給較低的薪酬，員工會有動機去怠工，而僱主便需
用更多的員工、制度、系統等等去鞭策員工。但用較
高的工資便不用付出這監察費用了，因為這間公司給
了員工一個較高的工資，若然被辭退了，便有更大的
損失。公司透過增加員工被辭退的成本來減少員工怠
工的誘因，從而減低了監察費用。

有見及此，筆者認為各僱主應該在情況許可下，盡
快加薪，好讓員工排除前景不明朗等因素，專心一致
為公司打拚，提升高生產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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