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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發展、要進步，必須融入人類文明進步的潮流
記得1996年初， 我到日內瓦上任後不久，與時任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魯傑羅先生有一次較

長的交談。魯傑羅曾經擔任意大利的商業部長。魯傑羅當時非常希望在他任內期間解決中國
入世的問題，他認為中國入世對於中國，對於世界都極為重要。他對我說：他本人從事經濟
工作三十多年，逐漸悟出一個道理，這就是：經濟、科技的發展有一股世界性的潮流，這也
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潮流。你融入了這個潮流，你就會大步前進；如果你脫離了這個潮流，那
就會大大落後。
我從魯傑羅講這番話時的眼神中看出他是真誠的。我聽了他這番話思索良久，覺得很有道

理。中國曾經是在世界上領先上千年的國家，我們為什麼落後了？因為我們脫離了人類文明
進步的潮流。這不怪天，不怪地，怪我們自己。蘇聯為什麼垮台了？從本質上也是這個原
因。人類文明進步的潮流是客觀存在的，世界各國，各民族，各主要文明都對這股潮流的形
成做出了貢獻。當然，不同時期大家的貢獻大小不一樣。我們中國人過去幾百年就沒有多少
貢獻，這是很令人慚愧的。這股潮流就像歷史的列車一樣，你登上了這班列車，就奔馳前
進。如果你誤了這班車，後果是非常悲慘的。中國過去一百多年所經歷的水深火熱的歲月，
所受到的欺凌、壓迫，就是因為我們誤了這班車，脫離了人類文明進步的潮流。我們三十多
年大發展、大進步，就是因為我們融入了這股潮流。

二、克服意識形態的羈絆，大膽擁抱、吸收人類文明進步的成果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大通過第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及其

所屬的一切機構中的合法權利，並將蔣介石的代表驅逐出去。這是聯大做出的一個具有歷史
意義的決議。根據聯大的決議，關貿總協定於1972年舉行大會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關貿
總協定。周恩來總理敏銳地注意到這一動向，認為是件好事，並責成當時的主管部門進行研
究。1972年，中國人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兵荒馬亂，政府機構和研究機構受到嚴重衝擊。有

關部門被極左思潮的枷鎖框住了，提出的意見是：參加關貿總協定的國家都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市場經濟
是資本主義的，而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不應參加。對於關貿總協定大會的
決定可不予置理，等對方找上門時再說。
我在日內瓦工作期間，主管入世談判的同志不無感慨地對我說：中國入關或者入世的一個大好時機被我們自

己錯過了。當時很簡單，只需要我們的外長給關貿總協定總幹事去一封信，表示中國願意入關就可以了。
世界上存在 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這是客觀現實。意識形態對國家的行為有影響，先進的意識形態，會推

動世界進步。然而，千萬不能僵化。人類歷史的進程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陷入僵化的意識形態時，
思想就被禁錮住了，就會停滯不前，甚至會大倒退。中世紀的歐洲是這樣，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也是這樣。
文化大革命期間，極左思潮把僵化的意識形態推到極致，鼓吹什麼「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這是十分可笑的。我相信極左思潮的吹鼓手們，他們每天吃的是飯，而不是草。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的進程，可以看出，僵化的意識形態不時在干擾我們前進的步伐，所謂姓資

姓社之說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們多少年來就是被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框框束縛住
了，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發展。這個框框被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破了，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小平同志說：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
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
產力，發展生產力。」

三、要開放、要前進，必須不斷克服封閉、保守的慣性
1986年7月10日，時任中國常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團大使錢家東，致函時任關貿總協定總幹事鄧克爾先生，正

式提出了中國政府關於恢復在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嗣後，就開始了艱難的中國入世談判。中國入世
談判歷時十五年，是關貿總協定以及世貿組織的歷史上最長的談判。
我們入世談判為什麼那麼長？跟美國人、歐洲人、日本人談固然很艱難，但是最難的不是跟外國人談，而是

中國人內部談。各個部門都有自己的利益，都要千方百計的保護本部門的利益。維護本部門的利益，本來無可
非議，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有些部門為了保護本部門的利益，不惜誇大入世之後帶來的危險。他們
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國的一些產業就會被進口的產品衝垮，造成不知多少人下崗、失業，中國經濟
就可能崩潰，中國政府就會垮台。他們當時在講這些話的時候振振有詞，好像是非常愛國的。入世之後，各行
各業，包括那些聲稱行將垮台的行業，不僅沒有垮台，而且迎來了大發展。為什麼當時有些人要如此危言聳
聽？我想，這種思想的出現絕非偶然，這是封閉、保守的慣性的表現。
小平同志說，中國到明成祖的時候還是開放的，但是，在這之後，中國走上了閉關鎖國的道路。鄭和下西洋

就是在明成祖朱棣（1402-1424）在位時。五百多年的封閉形成了很強的慣性，我們對此絕不可低估。這種慣性
是相當頑強的，一有機會就會露頭，來干擾中國的改革和開放。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就是克服封閉、保守的慣
性的干擾所取得的成果。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在中國的清初，我們曾經面臨一次開放和大發展的機遇，但是我們與這次機遇失之交

臂。康熙大帝是一位很有作為的皇帝，1662年即位，1722年去世，在位長達61年。幾乎與康熙大帝同時期的是俄
羅斯的彼得大帝，俄國的崛起是從彼得大帝開始的。彼得大帝比康熙執政的時間要短，彼得1682年即位，1725
逝世，在位43年。康熙和彼得都認識到西方的科技遠遠超過了當時的中國和俄國。康熙專門請了歐洲耶穌會的
教士給他講授西方的哲學、幾何學、天文學、醫學等先進的科學知識。康熙大帝得瘧疾就是耶穌會的教士給他
吃奎寧治好的。為平息新疆準噶爾的叛亂，康熙大帝啟用了2000人的洋槍隊。洋槍顯然比冷兵器殺傷力大多
了，在平息叛亂中作用巨大。康熙還把當時西方發明的玻璃引進到故宮。比較康熙和彼得的政策發現二者之間
有很大的不同，康熙雖然認識到西方所取得的進步，但是他沒有開放。彼得則不然，毅然決然，大膽開放。彼
得大帝當時的名言是：「給我二十年，我給你一個嶄新的俄羅斯！」這是何等的氣魄！他化名米哈伊洛夫下
士，帶了二百多人去歐洲考察了一年半時間，他甚至還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造船廠車間裡做過工。他的考察不
是浮光掠影，而是極為深入的。此後，彼得採取了一系列開放的措施，把大量的貴族子弟派到西歐去學習，從
歐洲引進先進的理念、資金、技術和人才，幫助俄國發展。康熙與彼得不同的政策，帶來了不同的結果。康熙
大帝雖然開創了康乾盛世，但是，他沒有縮小中國與西方在科技領域的巨大差距，埋下了中國衰落的禍根。而
彼得大帝則不然，他堅決的開放政策，使俄羅斯從此崛起，進而躋身於世界大國之行列。
為什麼康熙沒有採取開放的政策？有的歷史學家認為，清朝是少數民族執政，領導全中國，他們非常擔心自

己執政的基礎不穩，開放了會導致自己的政權垮台。顯然，康熙不懂得小平所講的「發展是硬道理」。國家如何
才能長治久安？改革、發展才能帶來長治久安。不改革、不發展，只能是死路一條。
克服長期封閉的慣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封閉、保守也符合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他們為了本集

團的利益，不惜誇大外來危險和威脅。因此，中國要進步，要發展，必須不斷克服封閉、保守的惰性所帶來的
干擾。只有不斷排除這種干擾，才能不斷改革開放，不斷走向進步和繁榮。

四、中華文明一旦吸收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就會生機盎然、蓬勃發展
中國過去十年的大發展、大變化，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是罕見的。為什麼我們發展得如此之快？變化是如

此之大？增長如此之持久？我以為，硬實力的基礎是軟實力，軟實力的基礎是文化。任何大發展都是人去從事
的，人的行為是靠觀念來支配的，而觀念又是由文化來決定的。從中國的大發展中，你仔細去思索，去研究，
就會看到中華文明的偉大威力。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延綿幾千年，唯一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這是人類文明
史上一個了不起的現象。炎黃子孫不論到世界哪個角落，一般都能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他們做得都很出
色，他們一點也不比其他民族遜色。究其根本原因而言，是中華文明在發揮作用。中華文明為什麼在改革開放
前這種巨大的威力沒有發揮出來，而改革開放之後，卻威力無比？這種現象告訴我們：中華文明封閉起來是會
萎縮、凋敝的，但是中華文明一旦吸收了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那就會生機盎然、蓬勃發展。
胡錦濤主席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會上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
國。」
過去三十多年的大發展，是值得我們自豪的。但是，這僅僅是開始，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沒有任何

理由驕傲自滿，藐視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我們的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根本上說，是中華文明
的偉大復興。這個復興只有在開放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只有在不斷學習和汲取人類文明先進成果的基礎上才能
實現。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必將繼續證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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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2月11日，是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十周年。十年來，中國

的變化和進步是巨大的，我國的貨物貿易進出口規模2001年為5098億美元，

今年有望達3.5萬億美元。十年間，我國進出口年均增長21.6%。我國對外貿

易在2001年位居全球第六，到2010年上升到第二位。2001年我國的國內生產

總值為1.15萬億美元，2011年達逾6萬億美元。十年的大變化，大發展，推動

我國從世界舞台的邊緣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十年的大變化，出乎我們自

己的預料，更出乎國際社會的預料。我於1996年至1998年，擔任中國常駐聯

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以及瑞士其他國際組織的中國代表、特命全權大使。入世

談判是代表團的一項重要工作，代表團專門有一個處和一名副代表負責這方

面的工作。我有幸對入世談判的複雜與艱難略有了解。回首往事，以及中國

入世以來的變化，可以從中汲取重要啟示。

公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犯下逆國家、逆憲制、逆民主、逆民本、逆安定、逆真理的

「六逆」，違背香港要繁榮穩定，國家要強盛的規律，不能不引起廣大港人的反感和反對。

公民黨「六逆」被港人唾棄
青 鋒

神棍訟棍政棍禍港
李民理

近讀清顧炎武《答徐甥公肅書》，其中有評論邪難
勝正曰：「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頹，江河日
下，三風不儆，六逆彌臻」，用來對照今日的公民
黨，實是該黨的寫照。公民黨就快日薄西山，氣息奄
奄了！

已成激進黨民望包尾
港大民調計劃最近公佈「十大政治團體」排名結

果，公民黨得分又比3個月前下跌1.7分，排名更首
次連跌兩位至第八位。緊接其後的社民連及「人民
力量」包攬末尾，加上今次區選都遭滑鐵盧，可見
這三個激進暴力黨被市民唾棄。公民黨因大命忽
焉，三風不儆，六逆彌臻，在港人心目中已成為激
進黨、害人黨、叛逆黨，完全是自作孽，咎由自
取。
大命者，自然之數即自然規律也。公民黨大命忽

焉，是公民黨違背自然規律。香港回歸祖國，是一百
五十餘年殖民統治氣數已盡，回歸中國是不可抗拒的
自然規律。可是，公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反對香港
特區政府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反對防止有
人顛覆中國政府和分裂國家領土主權完整，並鼓吹香
港「高度自決」實現「港獨」，既違背香港要回歸，
國家要強盛的規律，就不能不引起作為中國人的廣大
港人的反感和反對。

「六逆」反中亂港終被港人唾棄
公民黨有六逆：逆國家、逆憲制、逆民主、逆民

本、逆安定、逆真理，是個大逆不道的政黨，焉能不
敗！
逆國家。公民黨黨魁梁家傑鼓吹「香港特區在合

法政治下分裂的正當性」，要把香港從國家領土的完
整中分裂出去；鼓吹「特區政府官員不需中央任
命」，反對中央政府對香港行使主權；煽動港人與國
家對抗和對國家的仇恨。其叛逆國家到了喪心病狂
的地步。

逆憲制。人大常委會最高權力機關已對香港民主政
制的發展作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普選立法
會議員的憲制性決定，但公民黨誓要逆憲實行2012年
「雙普選」；國務院港澳辦已代表中央政府聲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沒有規定『公投』制
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
政區域，無權創立『公投』制度。因此，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進行所謂『公投』沒有憲制性法律依據，沒有
法律效力。」但公民黨執意違憲，與社民連策動「公
投」。
逆民主。香港的政制改革，是要實現2020年以後雙

普選，可是公民黨「民主」的目的卻在於「執政」。
前者是為了循序漸進發展香港民主，後者是為了統治
港人，「民主」只是外衣，這就是民主法治為民權，
政黨政治為權力的分野。幾十名「藍血」政客要爬上
七百萬港人頭頂，這就是公民黨逆民主的目的。
逆民本。公民黨成立前後，屢屢唆擺官司：1999年

的「吳嘉玲案」，旨在製造160萬內地人湧港，使香港
船沉；今年的「外傭居港權」案，要為逾50萬外傭及
家屬來港，佔奪港人福利，製造10％失業率，逆以民
為本證據確鑿昭彰。
逆安定。安定，民所盼也，公民黨所怕也。若能安

定，政通人和，經濟上去了，民生改善了，說明「一
國兩制」成功了。但是，公民黨要亂，要把水攪渾，
以便渾水摸魚，搞「全民起義」、「解放香港」，達到
拂逆安定繁榮的目的，而自己也墮落為與社民連一樣
的激進暴力黨。
逆真理。這個號稱「專業」、「有知識」，早前被

「看高一線」的公民黨，現在已蛻變成僕從、跟風、
無知、詭辯的黨了。它心甘情願與丐幫黨的政治痞子
媾合；它操控法律包攬訴訟；它投靠洋主子要變香港
為反華堡壘⋯⋯公民黨內專制風、詭辯風、操弄風之
「三風不儆」和違「大命」、行六逆，是由其反中亂港
的本性決定的，這是公民黨的癌症，故失去理性、行
為乖張而被港人唾棄。

說來奇怪—其實也並不奇怪，那就是：本港的反
對派與其他地方不同，各式各樣的「棍」類堪稱「非
常之多」，包括神棍、訟棍、政棍等。不知道反對派
之中還有沒有賭棍、票棍之類。被大眾視之為
「棍」，可以肯定算不上是好人。反對派內多這種
「棍」、那種「棍」，試問，反對派的品格和作風又
「好得去邊」？

先說神棍。最出名的當然是那個「政治主教」。這
個神棍最拿手的並非導人向善或勸人皈依天主，而是
挑唆別人上街造反。這樣的主教，恐怕全世界都少
有。最令人驚訝的是，「黑金」大王捐五千萬元給反
對派，「政治主教」一人分得二千萬元。這筆錢，有
「來龍」，無「去脈」，究竟具體用在哪些方面？有沒
有記賬？受益人是誰？似乎除了神棍沒有其他人知
道。市民的疑問是：天主知道不知道？
再說訟棍。大橋環評案，外傭居港權案，都是訟棍

的「傑作」。這兩宗官司在香港引起了眾怒，因為它
們極大地損害了廣大市民的利益，單是大橋環評案，
因打官司延誤了工程，為追上工程進度，確保如期建
成通車，要額外開支至少65億元。65億元！可以建多
少公屋，讓輪候人士（15.5萬人）早日上樓？加上外

傭案，有可能對本港的公屋、醫療、教育、交通、綜
援及其他社會福利造成巨大的衝擊。訟棍的所作所
為，十足是「人民公敵」的典型表現。最令人不忿
者，竟有訟棍狡辯說：「我 支持外傭的申請權，我
不支持外傭的居港權。」這是什麼屁話？外傭要有

申請權，他們申請的不就是居港權嗎？許多天真的人
不知「訟棍」是甚麼「東東」，看到這樣的狡辯，就
可以知訟棍是一些怎樣的角色了。一言蔽之，就是
「厚顏無恥」，什麼卑鄙的話都說得出來。

三說政棍。觀察反對派，可以說政棍俯拾即是。政
棍的最大特色，就是言行有兩套標準，文雅些說就是
「責人嚴、責己寬」，甚至是「只責人、不責己」。可
能為數不少的政棍們都以為自己是「天下第一」。嗚
呼！市民常常可以在電視新聞或議論清談節目中看
到，反對派的政棍們，如何指罵中央、特區政府及建
制派，只見政棍們不論男女，都是咬牙切齒、滿嘴狂
言，猶如世仇宿敵，不共戴天。政棍們不妨想一想，
有這個必要嗎？
反對派多神棍、訟棍、政棍，說不定某些人還可評

為惡棍。如此「棍、棍」聲，外地人看香港反對派，
不知有何感想？

解決房問題的建議
曾淵滄博士

花園街發生縱火慘劇，多人死傷，事件馬上引發
各界討論排檔、唐樓 房的安全問題。

需求大 房難取締
實際上，排檔、唐樓 房的安全問題已經存在了

很長很長的時間，社會各界沒人不知道問題的嚴重
性。但是，只要一天不出事，沒有人有興趣討論；
一旦出事，人人都爭 發表意見，討伐政府有關部
門監管不嚴。然後政府就會成立一個所謂部門的委
員會討論，重提出改善的方法。
但是，不論如何改善，最根本的安全問題是無法

改善的。因為政府沒有能力真的根治唐樓 房的問
題，只要唐樓 房一日存在，安全問題始終無法解
決。
為什麼唐樓 房的問題不可能解決？理由是太多

人想居住在市區，市區房屋供應遠遠不足。
以往，香港製造業鼎盛之時，人口可以分散居

住，住在非市區的人仍可以在其居住處附近找到工
作。但是，今日的香港，經濟活動高度集中於市
區，各類服務業包括金融、零售皆集中於市區，居
住在非市區者每日得花費大量的時間與金錢到市區
工作。因此，不少人情願居住在市區非常狹窄的
房裡，付出不低的租金，目的就是節省時間。 房
成了一本萬利的事業，業主、二房東也就紛紛將唐
樓改為 房出租。
政府能真正取締 房嗎？

加快新區建設較為可行
不可能的，因為需求太高。今日市區房屋供應非

常非常的缺乏，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兩條
路。第一條路是設法將經濟活動由市區轉移分散至
全香港各地，開發郊區成新的經濟活動區；第二條
路是加快市區重建。
中國內地開發新經濟區的成績有目共睹，上海浦

東的成功經驗可供香港參考。
現在，特區政府已宣布準備開發東九龍成為第二

個商業區，這是好事，還有分散經濟活動的功能。
除了東九龍外，如果能開發新界北區、新界西北
區，那麼，分散經濟活動的功能就會更顯著。新界
與深圳接壤，深圳最繁華之處是南部，理由是連接
香港。可是，香港最北之處當然是人口極少的禁
區。今日個人遊已這麼普及，內地與香港居民之間
的來往這麼方便，還保留禁區幹什麼？雖然，新界
原居民的地權、開發權比較複雜，這可能是過去港
英政府、今日特區政府不想開發的原因之一；但
是，相信有心開發，必有雙贏的方案。
市區重建這條路也不容易。香港保育分子的聲音

太大了，任何拆卸舊樓的行動都引起巨大的反對聲
音，令人懷疑所謂的保育運動，實際上就是地產霸
權在背後支持的活動。因為市區重建速度越慢，市
區土地供應越少，樓價就越高，地產霸權得益越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