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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到緬甸
訪問，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
這個神秘的國家。最近20
年，美國已經有數位國務卿
由女性擔任，這不僅是歷史
的巧合，同時也是美國外交
哲學的特殊表現。

美國屢屢以戰顯示
霸權地位

眾所周知，冷戰結束之
後，美國成為世界上獨一無
二的超級強國。然而，美國
政府似乎已經意識到，如果
依靠自己的軍事實力，在世
界各地繼續耀武揚威，那
麼，必然會失道寡助，因
此，美國必須充分發揮自己
的「軟實力」，以和平的方式
而不是戰爭的方式與其他國
家打交道。很顯然，由女性
出任國務卿，可以達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女性國務卿到
其他國家訪問，不僅可以充
分展現美國的「硬實力」，而

且可以女性的柔軟身段，向其他國家更好地推銷美
國的外交政策。但令人值得玩味的是，凡是在女性
擔任國務卿期間，美國就會發動戰爭。之所以會出
現這種現象，是因為美國國務卿為了充分體現美國
的超級霸權地位，同時也是為了展示自己強硬的外
交政策，期望美國採用武力的手段解決問題。這樣
做既可以向美國國內表現出女性國務卿的強硬姿
態，同時也可以轉移公眾的視線，掩蓋美國外交政
策上的失敗。

當前美國的外交哲學呈現出明顯的保守思想，美
國的一切外交戰略都圍繞 鞏固美國的霸權地位展
開。這就使得美國的外交戰略缺乏包容性，展現出
庸俗的實用主義色彩。作為美國的外交代表，美國
國務卿不可能獨立地制定外交政策，但是，美國國
務卿必須充分地貫徹落實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這
就使得美國國務卿在處理外交事務的時候經常感到
捉襟見肘。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國家，美國國務卿既
要維護既得的戰略意義，同時又要擴大美國未來的
戰略利益，在美國經濟不斷衰退的大背景下，這幾
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

借重返亞洲提振影響力
當前美國所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是經濟結構失調

的問題。作為世界自由貿易的倡導者，美國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之後曾經領導世界各國制定了關貿總協
定，試圖推動各國貿易的發展。但是現在看來，美
國似乎已經失去了自己在很多領域的比較優勢，美
國對國際貿易缺乏足夠的耐心。正因為如此，美國
最近幾屆政府開始在非貿易領域開闢戰場，試圖在
氣候變化、溫室氣體排放、新能源、反對恐怖襲擊
等方面發揮自己的領導能力。但是，人算不如天
算，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率先退出了
京都議定書，標誌 美國在這方面已經失去了話語
權。在新能源領域，美國信誓旦旦，試圖重新坐上
第一把交椅。但是，由於新能源的一些關鍵技術發

展中國家早已掌握，所以，美國在這方面並沒有競
爭優勢。現在，美國除了在軍事上具有絕對的影響
力之外，在其他方面幾乎沒有任何領導能力。這就
是為什麼美國現在熱衷於合縱連橫，企圖拉攏其他
國家重新組建由美國主導世界格局的原因所在。

所謂美國重新返回亞洲，實際上是美國在歐洲事
務方面缺乏話語權的表現。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美
國在歐洲發揮重要影響力的基石，但是，由於俄羅
斯的沉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假想敵已經不復存
在，近些年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發動的一系列戰
爭，給人一種「大炮打蚊子」的感覺。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的許多國家在處理歐洲戰略事務方面，早已
與美國分道揚鑣。伊拉克戰爭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
例子。以法國為首的西歐國家反對美國採取軍事行
動，美國不得不領導東歐國家發動這場戰爭。雖然
這場戰爭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摧毀薩達
姆侯賽因政權而告終，但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
部的裂痕已經出現。美國眼看 即將失去在歐洲的
影響力，於是決定在亞洲碰碰運氣。亞洲一些國家
為了牽制中國，也希望美國能夠在亞洲繼續存在，
他們對美國伸出雙臂，希望美國能夠繼續在亞洲發
揮重要的影響力。但是，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
當今世界是一個依靠實力說話的世界，由於美國經
濟衰退，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外債規模越來越令人
感到擔憂，因此，美國想要充分顯示自己的實力，
不得不在「軟實力」方面發揮作用，一方面高舉民
主的外交旗幟，在亞洲各國煽風點火；另一方面則
高舉人權的旗幟，直接或者間接地干預亞洲國家的
內政事務。

中國無懼美國的挑戰
這樣做當然會贏得一部分人的好感。美國這種外

交策略表面上看來，似乎有利無弊，可是，由於美
國重新返回亞洲的目的，是為了鞏固自己的軍事、
商業和政治存在價值，因此，美國必然會與亞洲國
家發生軍事、商業和政治對抗，美國這種機會主義
的外交政策，非但不能提高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
反而會讓美國處於十分為難的境地。

不少學者對美國重返亞洲感到擔憂，認為將對中
國構成威脅。事實上，中國已經是一個世界國家，
而不僅僅是亞洲國家，故沒有必要在家門口和美國
爭奪勢力範圍。既然美國願意在亞洲展現他們的外
交手腕，那麼，就應該給他提供足夠的平台，讓他
盡情地表演。中國的外交策略應該是，在具體問題
上採取強硬的政策，但是，在外交哲學上始終堅持
中國古代先賢所倡導的基本原則，以平等的姿態對
待其他國家，以誠實信用的原則作為立國之本。只
有這樣，才能不戰而屈人之兵。

年終炮聲隆，三

軍演練忙。據《解

放軍報》和其它軍

內媒體報道，11月份以來，解放軍海軍、

空軍、第二炮兵和各軍區部隊分別開展了

各種形式的演習，其中的海軍艦艇編隊赴

西太平洋訓練、空軍各兵種體系對抗演

練、濟南軍區陸空聯合演習、瀋陽軍區聯

合戰鬥群體系作戰能力試驗性演習和廣州

軍區組織的5省區異地同步多場聯動聯合演

練，均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有的還引起了

國外政府的「關注」和防務部隊的「監

視」。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雖然這些

演習多有年終「以演代考」的背景，但演

練均按現代作戰要求和年初訓練計劃設置

課目，注重深化對抗性訓練，以求最大程

度檢驗出部隊的真實戰鬥力水平；雖然演

習並無特定的針對性目標，但能在加快新

型作戰力量建設的同時，客觀上展示軍隊

震懾力，以備戰求止戰，搶佔維護國家防

務安全的制高點，透露出解放軍做好軍事

鬥爭準備的重要脈絡。

致力做好聯合作戰能力準備
《解放軍報》的報道稱，由廣州軍區組織

的一場異地同步、多場聯動聯合演練，在分

佈於中南5省區的13個演練場同時打響。從

碧波南海到八桂大地，從南粵叢林到浩渺楚

天，參演的陸、海、空三軍部隊一改過去分

課題實施的做法，全部依托信息網絡系統圍

繞同一作戰背景、作戰目的展開行動，錘煉

三軍聯合作戰能力。從水際灘頭到山嶽叢

林，從一線攻堅到後方補給，一場信息化條

件下的聯合作戰行動同步展開。觀察家指

出，由局部衝突引起的現代作戰，爆發力和

擴張力都很強，戰區部隊以信息網絡為支

撐，組織異地同步、多場聯動演練，平時可

以使三軍部隊訓練場被聯成一個「大戰

場」，戰時可以發揮聯合作戰的合成威力，

有效控制戰勢的發展，對於遂行多樣化軍事

任務具有積極意義。

致力做好精確打擊
遠程打擊能力準備

在空軍組織的規模最大、要素最全、信

息化程度最高、參演人數最多、機種最多

的體系對抗演練中，大批新型武器裝備和

精銳部隊參與，體現了新戰鬥力的快速成

長。比如成都空軍航空兵某部擔任演習主

角，演練內容是遠程實彈攻擊，飛行距離

達千里之外，途中突破了地空導彈攔截、

雷達電磁干擾和殲擊機堵截；還如廣空航

空兵某團首次實施的高空重裝遙控空投演

練，在空中指揮員「投下」的命令聲中，

傘兵車沿 軌道快速滑出，離機而去，幾

分鐘後傘兵車全部準確落在指定區域，從

而有效縮短了傘兵戰鬥員尋找戰車、實施

戰鬥的時間，提高了出擊速度。觀察家認

為，開展精確打擊、遠程攻擊能力演練，

可謂一舉多得，既能有效錘煉部隊走、

打、聯、藏等多種作戰能力，指引部隊訓

練方向，提高訓練性價比，又能有效防止

不講訓練質量及「訓為看、演為看」等消

極現象發生。

致力做好拓展作戰能力準備
觀察家分析到，近日海軍6艘軍艦從東海

經沖繩主島與宮古島間的公海，駛向太平

洋繼續開展遠海演習，就是一個積極明確

的信號，說明中國海軍主戰部隊實戰化遠

航訓練已成為常態。特別是在中國周邊越

來越不太平的情況下，拓展和深化軍事鬥

爭準備已是現實而迫切的任務，海軍此舉

確有多重意義。至於外國一些媒體把中國

海軍遠海演習解讀為「具主動進攻能力」

或「劍指南海」，則有待觀察。

喬
新
生
教
授

中
南
財
經
政
法
大
學
廉
政
研
究
院
院
長

美
國
的
外
交
哲
學

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價值，說到底就是為了維護美國的國家利

益，但是，由於美國始終沒有放棄霸權思想，在美國的外交哲學中

始終存在假想敵，因此，美國在亞洲的所作所為不會對鞏固其全球

地位產生正面的影響。

年
終
演
習
透
露
軍
事
鬥
爭
準
備
脈
絡

大學作為公眾機構是個普通常識，它又是一個教育機
構，也是普通常識，其本身與政治的關係是不難明白
的。

首先就說，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本身就是一個
政治哲學概念，怎麼才算自由，在何制度下才最能發揮
人的自由，這在各家哲學思想上都有不同的見解。

近代兩個席捲全球的意識形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
義，便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哲學思想，而且都被認為各有
長處，而不是誰對誰非的問題。就算是老牌的美國資本
主義，在其捍衛個人可以無限地追求與擁有私有財富之
餘，亦利用各項財政及稅收等政策，適當調整社會的財
富分配，以保障國民的基本生活及權益。

大學校長不可能與政治隔絕
英國作為老牌的「福利國家」，亦擬訂了許多照顧普

羅大眾的福利計劃。這麼做的考慮是因為英國從其發展
的歷史經驗中體會到，一旦普羅大眾都無法過一個合情
合理的生活時，國家社會便會走向革命(如法國大革命)
，到時不但資本家會財產蕩然無存，連生命也會斷送，
更遑論自由了。英國在目擊法國大革命的同時，也施行
循序漸進的福利計劃，道理在此。

說到「學術」領域的自由，也是人類應享有的重大自
由，目的在保障人有不斷追求學識的自由。正如資本家
追求財富之自由令到社會財富不斷水漲船高，投放於社
會福利的資源也可不斷充實。學術自由保障學界有不斷
追求學識的自由，令到社會知識不斷發展，為社會進步
提供動力。作為一個大學校長，維護學術自由這個政治
工作不但責無旁貸，而且還要好好利用這個政治技巧，
以化解各種利益衝突。

大學存在 的矛盾主要有下列幾方面。首先是大學資
源與公眾資源分配的矛盾。 眾所周知，作為大學校長，
他的重大領導工作之一便是為大學發展尋求更多的資
源，除了向私人募捐外，大學經費絕大部分來自政府撥

款。一旦涉及納稅人的公帑，校長無可能不對公眾負
責，這下子他的政治技巧該派上用場的地方，是如何使
校內的資源分配做到更合理與更有成效。

平衡社會利益與學術自由
他的政治技巧高明與否，有賴於他的學術遠見與對社

會發展需求的理解，並在大學體制所賦予他的領導職權
下，去平衡各個院系的人事與發展的利益。這方面的政
治技巧一旦欠奉，他就無可能戀棧其權位了。

對外，他必須面對公眾的質疑，向政府交代大學的財
政開支是最合理及最有成效的安排，本港的「大學教育
資助委員會」所做的工作便給了大學校長一個很大的壓
力。舉例來說，好幾年前科技大學的校長便被立法局質
疑其資源濫用的問題。經此一役，便造成了今天有立法
會議員出任校董的成規，目的是讓議員參與監督校政。

這就是大學的政治，大學校長有責任去平衡社會利益
與學術自由，他豈能置身於政治之外？

其次，香港大學在港英統治時代，校長被委出任行政
局成員的做法，這個工作本身就是政治。為什麼政府不
害怕這會導致把政府權力帶進校園而破壞學術自由呢？
當時合理的解釋是，大學是香港發展的重大動力之一，
讓校長參與行政局的政府決策工作，有助促進大學和社
會共生發展的雙贏局面。可見大學校長不是「政治和
尚」，清規到不吃人間煙火。其出任行政局成員，問題
不在於他入局或出局，而是要看他是否有政治技巧，扮
演雙重角色來平衡大學與社會的利益。

再者，大學是社會最高學識的殿堂，在政黨政治無孔
不入的世界，各國政客都想爭取大學教授與學生加入他
們的政黨，作為大學校長，他的最大政治考驗是在維護
個人參政的權利之餘，也有責任不要讓人濫用其學者或
學生身份， 把公帑當私用。例如既是黨領袖又是教授的
雙重身份，他不能在課室發展黨員，辦理入黨手續。

由上觀之，大學校長無政治，是天方夜譚。

孫中山先生曾給政治下一個定義：政治就是眾人的事。這麼說來，大學是眾人的機構，又是

為社會國家栽培人才的教育機構，作為大學校長，他不可能與政治隔絕，也不該與政治隔絕，

否則便難以為公眾承擔辦好最高學府的責任。

大學校長不是「政治和尚」
蔡錫聰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智囊

上月26日，北約軍隊突襲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兩座邊境
檢查站，造成24名巴基斯坦軍人死亡，美巴關係迅速緊
張。巴國內掀起強烈的反美聲浪，壓力之下，巴基斯坦
政府對美作出強烈回應。一是切斷北約從巴基斯坦通往
阿富汗的補給運輸線；二是拒絕參加在德國召開的阿富
汗國際會議；三是要求美國撤離在巴的一個空軍基地；
四是拒絕參加美國組織的突襲事件調查。巴陸軍參謀長
基亞尼甚至發表公報稱：「如果受到任何襲擊，你們

（邊境哨所的指揮官）有利用一切可用資源作出強力回
應的全部自由。你們無須為此獲得任何許可。」

美巴十年反恐同盟可能瓦解
輿論分析認為，美巴脆弱的信任關係因為這場襲擊而

消失殆盡。更有媒體悲觀認為，美巴十年的反恐同盟可
能因此瓦解。

對於此番襲擊事件，美國總統奧巴馬一再強調絕非蓄
意針對巴基斯坦，並對突襲中死亡的巴基斯坦士兵表示
哀悼。但從美國傳來的消息是，美國務院曾經建議奧巴
馬道歉，可奧巴馬並沒有如此做。這意味 ，奧巴馬對
這個反恐盟友並非真正的尊重。

事實上，北約軍隊對巴基斯坦的突襲並非「突然」，
而是有 現實的美國邏輯。早在去年5月份，美國就派
遣特種部隊進入巴境內擊斃了基地組織頭目拉登。對於
美國軍隊不顧巴基斯坦主權的跨境行動，當時巴國內已
經激起了反美情緒。弔詭的是，對於自己侵犯別國主
權，尤其是對自己反恐盟友的粗暴做法，美國政府不僅
沒有向巴基斯坦表達歉意，反而引起美國國內對巴基斯
坦的指責，指其對拉登提供庇護。甚至，美國直指巴基
斯坦情報機構和軍方和基地組織有牽連。

由此可見，北約軍隊突襲巴基斯坦邊境檢查站，或是
認為這兩個檢查站和塔利班分子有勾連或是懷疑和基地
組織有染。沒有情報來源，美國主導的北約軍隊絕不會
擅自行動。即如美軍擊斃拉登之後，奧巴馬總統當時所
炫耀的那樣，美國無所不能。隨 美國所謂的調查，很

有可能把提供虛假情報的情治單位作為替罪羊。
因此，巴基斯坦的民意憤怒是可以理解的，巴政府和

軍隊也不敢輕易向美國低頭。畢竟，巴基斯坦在阿富汗
反恐戰爭中給予美國強烈支持，給美國和北約軍隊提供
軍事奧援，但美國對巴基斯坦存在 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情緒。

美國過河拆橋恐禍己身
這種不信任情緒會持續下去，一直到美國從阿富汗撤

軍。更為危險的是，由於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地緣關係
和宗教聯繫，北約軍隊的突襲行動只會誘發巴國內同情
塔利班的情緒高漲，尤其在巴阿邊境地區，北約圍剿塔
利班的行動將變得更加艱難。而這，又會為美國國內的
反巴勢力提供口實，倒逼奧巴馬政府製造更加匪夷所思
的跨境行動。故而，北約軍隊的突襲行動不僅愚蠢，而
起拉開了巴阿邊境的「潘多拉」盒子，將美巴關係變得
危險難控。

尷尬的是，在即將迎來的大選年，隨 美國國家戰略
從中東反恐到亞太地區的轉移，美國會越來越輕視巴基
斯坦這位反恐盟友。過河拆橋，始亂終棄，向為美國的
機會主義策略，美巴關係恐怕也難逃這一魔咒。

然而事件的發展恐怕不像美國所預料的那樣。阿富汗
的局勢並未平穩，塔利班的勢力還在擴充中，若丟掉巴
基斯坦這個反恐盟友，可能會導致恐怖主義死灰復燃。
值得警惕的是，從北非到中東，一場來自伊斯蘭世界的
革命正風起雲湧，這場看似美式民主的勝利，實則隱匿

極端宗教勢力借西式民主登上政治舞台的風險。美國
以為反恐戰爭勝利在望，即可過河拆橋，不把巴基斯坦
這樣的反恐盟友放在眼裡，實際上是斷了自己的戰略反
恐後路。

當然，由於美國的阿富汗戰事還未終結，巴基斯坦還
有相當的利用價值，加之巴基斯坦還需要美國的援助。
若奧巴馬總統低下高貴的頭顱，美巴緊張關係或可緩
解，但兩國之間的信任不可能恢復到以往。

美巴關係處於崩潰邊緣
張敬偉

日前，青年民建聯主席周浩鼎先生被惡作劇青年大整
蠱，被一個自稱為「藝青年」的組織邀請誘騙到尖沙咀
文化中心，可是，會場活動與原先安排的完全是兩回
事，在場人士要求周先生即場表態反對《版權條例》的
修訂，周原本懷 支持青年團體發展的心態出席，未有
想到被戲弄，卻仍然大方地聆聽對方對條例的想法，頗
具大將之風。

青年人有理想、有抱負、有衝勁，對社會有期望是可
以理解的，只要合法合理合乎道德，即使不同聲音，社
會大眾仍是樂意聆聽了解。然而，年青人也不可以濫用
自己年青的本錢、不能以「細路仔唔識世界」成了任意
妄為的借口，四出胡鬧。反而，年青人應該對自己做的
事負責，做個有承擔的未來棟樑，不可常把公眾人物作
為愚弄及為難的目標或出氣袋，亦不要被煽情的激進組
織或個人唆擺。在資訊氾濫的年代，我們應該有成熟的
批判性思維，不可人云亦云，不要跟隨別有用心的人叫
喊 一些不切實際且荒誕的口號，否則，青年人很易被
激進勢力和利益集團所利用，並很易淪為他們的傀儡。

示威、遊行、叫囂、霸街、佔道、搶咪、衝擊科學
館，種種滋擾大眾的行為，在一些極端自由主義者的包
裝下，被美化為追求權利和個人主義抬頭的行為。原本
一些理念相近的朋輩走在一起，一心追求理想，形成了
擁有共同話題而且屬於自己的新圈子，有了歸屬感。可
是圈子組群中往往各有所求，龍蛇混雜，有些人有其他
目的而來，在這些人推波助瀾下，年青人往往空喊了令
人麻木的口號，而卻不知其實質意義，亦有些年青人只
是為了因為不想被排斥而迎合朋輩，慢慢地，變質了，
亦跟隨友伴作了激進甚至是反社會的不當行為。

個別激進組織掛羊頭賣狗肉，以「自由」、「權利」
等幌子招攬入世未深的青年作爛頭蟀，其實葫蘆裡賣的
是另一種藥，像毒品一樣，令年青人喪失理智，扭曲價
值觀，企圖分化社會。明人不做暗事，偷呃拐騙此等劣
質伎倆，雞鳴狗盜，不敢恭維。此一「偽青年」欠缺光
明磊落，有不良圖謀，有違公德，誠信破產。勸勉眾青
年以「偽青年」的不義引以為戒，眾青年誓要頂天立
地，為國家、為香港社會作出承擔。

青年須防被別有用心者利用
朱家健 青年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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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訪問緬甸，參觀仰光大金
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