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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結束的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及其後發生的抗
議示威，可以看出俄羅斯政壇生態的基本情況以及
俄國未來的走向。
選舉結果表明，普京的統俄黨仍然是杜馬第一大

黨，仍然能夠控制國會，儘管統俄黨失去了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席位。由
於需要絕對多數通過的諸如修憲之類的重大議題很少，統俄黨目前這種多
數議席對於執政已經足夠。統俄黨之外的另外3個在野黨，共產黨、自由民
主黨和公正俄羅斯黨，前兩個政黨在大政方面（愛國主義、強國）與統俄
黨目標一致，並非一般民主國家那種左右對峙的生態，公正俄羅斯黨比較
接近真正的反對黨，且選票有大幅度增加，可以看出俄羅斯民意不再是普
京/統俄黨獨大的局面。俄羅斯最親西方的政黨蘋果黨由於選票達不到7%的
門檻，未能進入杜馬。

俄基本民意支持普京
普京在杜馬選舉結束後正式宣佈登記參選明年3月舉行的總統大選。可以

肯定，雖然會有10人左右的候選人競選，普京將獲得多數票，但不可能獲
得他在2000年第一次當選以及2004年連任時的多數票。這次杜馬選舉雖然不
能等同明年的總統大選結果，但是選民的傾向還是可以從中看出。統俄黨
的選民應該都會在總統選舉中把票投給普京，共產黨和自民黨的一部分選
民也會投普京的票。
上周末莫斯科以及俄多個城市舉行了抗議杜馬選舉舞弊、要求重選的示

威遊行，這些示威（特別是在莫斯科舉行的3萬人遊行）得到當局的批准，
遊行過程也順利，未發生大的衝突。這說明俄政府必須而且也在一定程度
做到了依法保障人民的示威遊行權利，更重要的是必須聆聽民眾的聲音，
如果只用強力維穩（如蘇聯時期所做的那樣），則民怨就會迅速蔓延，就會
影響明年的總統大選結果，不利於普京的當選。
從俄羅斯選舉的實際情況來看，包括歐盟、俄各黨派出的監察人員，並

沒有發現大規模的舞弊與操縱選舉的情況。美國國務卿希拉里高調批評俄
羅斯選舉不公，西方媒體一致批評俄羅斯選舉，西方電視媒體集中和突出
報道俄選舉後的示威遊行。普京則高調反擊希拉里，指責西方暗中支持俄
反對派、試圖影響俄選舉。

西方擔心的是俄羅斯強人
俄羅斯的選舉制度是葉利欽時代，在西方專家的幫助下設計的。俄羅斯在沙皇時代雖然

有民選的國家杜馬，但當時的俄羅斯是歐洲最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公民社會的傳
統，在帝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選舉；十月革命後形成的蘇維埃制度早期有社會主義民
主性質，後來就成為專制體制，直至蘇聯解體。在這樣的基礎上，俄羅斯現行的一人一
票、全民直選總統（類似法國的體制），比美國的間接選舉總統體制，顯然更為民主。
西方並非真正期待俄羅斯的民主選舉，而是擔心這種制度產生的強人統治者，也就是普

京。按照修訂後俄羅斯憲法，從2012年起總統任期為6年，可連任一屆。普京未來有可能連
任，那麼這位現任總理將再領導俄羅斯12年。此前他已經擔任8年總統，領導俄羅斯實現了
從衰落低谷到振興的轉型，俄羅斯也形成了所謂可控民主體制。
當今世界各大地緣政治板塊和經濟板塊正在失衡，歐盟的財政和金融危機不知何時能夠

解決；美國戰略失誤10年，如今試圖重整旗鼓卻力不從心。歷來有強國心態的俄羅斯，當
然不會錯過這樣的機遇，普京倡議建立歐亞經濟共同體，被解讀為重建蘇聯，這是完全錯
誤的，因為歷史不可能重演，但是普京要善用俄羅斯地處歐亞大陸的戰略優勢，使俄羅斯
再次成為強國，其雄心不難判斷。美國堅持要在歐洲建立反導彈系統，俄羅斯針鋒相對在
加里寧格勒部署導彈，就是未來北約、俄羅斯戰略對峙的前奏。

普京的難題是發展製造業
俄羅斯最近終於完成了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將成為世貿成員，這是俄羅斯幾百年歷史

上第一次接受文明社會的國際準則，其意義不可低估。俄羅斯擁有各大國當中最豐富完整
的自然資源，在蘇聯時期建立的是自成一體的經濟，自外於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當
代俄羅斯的經濟成長主要依靠石油天然氣出口，這在各大經濟體中也是獨一無二的。相比
於中國、德國、日本和美國發達的製造業，俄羅斯的落後顯而易見，而一個沒有發達製造
業的國家是無法真正成為強國的。對於普京來說，軍事和地緣政治方面抗衡西方容易，建
立強大的、現代化的製造業，真正推行法治，才是更重要也更困難的任務。

《蘋果日報》在區選之後，明顯加大
了抹黑力度，借選民登記的問題大肆炒
作成所謂「種票論」，繼而又提出更荒
誕不經的「種人論」，借機攻擊中聯
辦，煽動港人與國家執政黨對立，抹黑
「一國兩制」。昨日《蘋果日報》又有新
猷，刊出了一篇題為《新界告示牌棄用
繁體字　政府簡體化港人》的報道，標
題聳人聽聞，內文全是誣盜插贓，指警
方在新界部分地區豎立的警告牌中用簡
體中文書寫，代表警隊邁向「公安化」
云云，內文更引用反對派的區議員言
論，指這是政府溫水煮蛙的「去繁體字
行動」，破壞香港文化價值。總之一味
天馬行空的上綱上線，盡顯《蘋果日報》
反中已到了不顧事實不顧邏輯反昏了腦
的地步。

假議題只為抹黑中央
報道指《蘋果日報》的記者在屯門良

景 和上水港鐵站見到由警務處發出的
簡體字警告牌，其中位於良景 的警告
牌掛在行人路旁，用簡體字寫上「行人
路上踏單車會被檢控」的警告字句。警
務處在警告牌上使用簡體字其實不足為
奇，隨 兩地經貿人流交往，為方便內
地人士看懂警告牌內容，以簡體字行文
根本是十分平常。就如本港路邊的街
名，以至各種指示路牌從來都是中英文
並用，目的都是方便行人了解內容。難

道在路牌用英文就是天經地義，用簡體字就是別有圖謀？
《蘋果日報》故意將一宗毫無新聞性的事件大肆炒熱，本
身已違反了新聞規律，說穿了所謂簡體字消滅繁體字，只
要稍有常識的都知道是假議題，《蘋果日報》大做文章不
過是為了抹黑警隊，抹黑中央，製造「恐中」情緒，挑撥
兩地關係。
《蘋果日報》又訪問了當區區議員鄺俊宇，鄺危言聳聽

的指這是政府「消滅」繁體字的陰謀，是要「慢慢瓦解我
文化，陰 陰 咁用簡體字⋯⋯我唔想10年、20年後

繁體字變成香港人另一集體回憶。」這位區議員的想像力
委實豐富，看來當區議員是浪費了他的才華。警方不過是
豎立起幾個簡體字的警告牌，方便內地人士知悉有關內
容，怎地變成了消滅繁體字的驚天大陰謀？那麼港人熱衷
購買價格較低的內地書籍，豈非都被簡體字「洗腦了」？
港人如果繼續讀簡體字書籍，繁體字就會因而滅絕了？這
樣按照他的邏輯，香港應立法禁港人閱讀簡體字書籍，不
准有關書籍進口；香港人也不要再學簡體字，不需與內地
交往了，否則就是「簡體化港人」，這種隔絕兩地交往的
邏輯不是很荒謬嗎？

區選失利大打「反中抗中」牌
《蘋果日報》大篇幅引述這位區議員的「偉論」，但竟

然沒有提及這人的身份，原來這位對簡體字、對內地有如
此偏見的議員是民主黨的明日之星，但《蘋果日報》卻故
意隱去其反對派背景，這明顯是故意誤導讀者，以為這人
只是普通的區議員。不過，這位區議員的思維在某程度上
其實也反映了反對派中人的思維，特別是對於中央的猜
忌，對於「一國兩制」的敵意，對於兩地交往的反感。在
這些思維主導下，自然令他們看任何有關兩地的問題都滿
眼是刺，甚至連看到一個簡體字的路牌，也渾身不自在，
與其喉舌一唱一和，無限上綱上線，出現了這樣一篇完全
違反新聞規律，並且帶有明顯政治傾向的報道，又豈是偶
然。
一直以來，反對派的選舉策略非常簡單，就是大打「反

中抗中」牌，在社會上不斷借各種議題攻擊中央政府，製
造兩地關係的緊張，從中渾水摸魚。現時面對區議會選舉
受挫，反對派地區工作乏善足陳，政策路線與民為敵，要
在下年立法會選舉上翻盤並不容易。於是在區選後可以看
到反對派策略改變了，大力抹黑中聯辦及中央政府，利用
各種假議題挑撥兩地關係，其中《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喉
舌更是走到最前。再聯繫近日美國駐港領事楊甦棣又出來
吹響了反對派的集結號，要繼續炒熱所謂的「種票」事
件，整件事便豁然開朗，近日反對派的種種抹黑攻勢都是
為明年立法會選舉作準備，將選戰變成一場污水亂潑，泥
漿摔角的舞台。屆時反對派不必再談什麼政綱政見，也不
用理會地區工作，只須互相抹黑，大打「反中抗中」牌就
可以了，對反對派而言這是最理想的選戰模式，而《蘋果
日報》不過是為此早作鋪墊。

香港目前不會放鬆壓抑樓市措施
曾淵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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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突然有新聞報道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南非接受記者
訪問時說：如果香港房價再大幅下跌，政府會檢討2011年11月
推出的打壓房地產價格的措施。同一日，房屋局局長鄭汝樺也
說，原訂兩年後才推出的檢討特別印花稅措施有可能提早檢
討。於是，市場以為香港政府要放寬打壓房地產價格的措施。
可是，第二天，即12月9日，特首曾蔭權出來說：大家不要捕風
捉影，政府在現階段不會放寬打壓房地產價格的措施。
我相信，傳媒之所以會製造出一種政府打算放寬打壓房地產

措施的氣氛，完全是傳媒在訪問與報道時的一種取巧，是嘩眾
取寵的手法。首先，記者可能問財政司司長一個假設性的問
題，問題是：如果香港房價再大幅下跌，政府會不會檢討2011
年11月推出的打壓措施？我相信，不論誰是財政司司長，面對
這種假設性的問題，要麼不回答，要回答答案一定是：「政府
會檢討」。這是個簡單的道理。政府推出打壓房價措施的目的就
是希望房價下跌。目的已達到當然應該檢討。不過，記者在獲
得財政司司長的答案後，就把「如果房地產價格再大幅下跌」
這句前提輕輕帶過，只 力報道下一句，即「政府會檢討打壓
房地產措施」。於是，市場誤以為特區政府改變了政策。
曾司長說會檢討打壓房地產價格措施的前提是房價再大幅下

跌，但是實際上，今年房價下跌了嗎？沒有！2010年11月至
今，香港房地產價格實際上仍在上升，升幅約10％。過去半年
已由最高峰往下跌，但也只下跌約2％，仍比去年年底高。展望
2012年，房價仍然沒有大幅下跌的條件。因為銀行利率依然很
低很低。銀行利率低，物業持有者供樓的負擔很輕，沒有賣樓
的壓力。極少數個人或公司因為資金周轉不靈可能被迫低價賣
樓，但數量極少，平均起來，對整體樓市的影響很小。個別物
業業主賣了樓，持有一大筆現金也不知道要如何投資，股市波
動激烈、銀行利率接近零、通脹率不低，持現金比不上買樓收
租。
實際上，另一個大城市新加坡的情況也與香港相似。新加坡

政府在今年年初也學習香港推出特別印花稅，以針對短期炒作
的炒家。同樣收效不大。12月7日，新加坡政府推出新的更嚴厲
的打壓樓價措施，要求所有海外買家及公司買家付額外的10%
印花稅。新加坡原本的印花稅是3%，再加10%，達到13%，負
擔絕對不輕，此舉幾乎可以趕盡新的海外買家。
除了新加坡仍在下重藥，今年11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宣佈

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0.5%，但中央財經官員仍然說打壓樓市
措施暫時不會放寬。香港怎麼可能取消打壓樓價的措施？

必須遏止內地孕婦衝急症室
顧耀輝

內地孕婦衝急症室產子個案大增，令急症室病人怨聲載道，
加重醫護人員的壓力。由於內地孕婦很多在衝急症室前沒有進
行產檢，這亦對內地孕婦及胎兒構成危險。當局必須盡快解決
事件。如果此問題進一步惡化下去，不但加劇上述問題，還加
深了港人對內地人的憎惡，破壞兩地的和諧。

以教育說服內地孕婦放棄衝急症室
為了遏止內地孕婦衝急症室產子，這些日子以來，社會上都有

不同的建議，例如﹕對衝急症室的內地孕婦徵收懲罰性收費、修
例訂明若父和母都不是香港人，來港所生的孩子不會獲得香港身
份證等。筆者認為這些建議都很值得我們考慮，事實上，我們的
確很急切的需要相關的法律制度來解決大量內地孕婦衝急症室產
子問題，可是除了通過法律制度來解決此問題外，我們還有些工
作值得做。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 且格。」用法律制度、刑罰來管束人民的
行為，人民會因為害怕受到刑罰而服從，但這個服從卻未必是發
自真心，未必是因為恥於某個行為、認為某個行為本身不對而不
幹這件事。要糾正一個人的行為，最好的方法似乎是改變他的價
值觀。由心而發的行為永遠都是最可靠的。
事實上，未必所有人都會很理性如我們所願因為害怕接受刑

罰而不幹某件事，有些人仍會不理後果跟從自己的欲望而衝動
行事。從這個角度看，對衝急症室的內地孕婦徵收懲罰性收
費，有些內地孕婦可能會因為不想多交費用或者無力負擔費用
而不衝急症室，但也有些內地孕婦可能會不理懲罰而衝關，所
以筆者認為最徹底的做法是一邊通過法律制度懲罰來遏止內地
孕婦衝急症室，另一邊通過社會教育改變他們的價值觀。

兩地政府需共同合作
亞里士多德認為游說人的技巧有三種，第一是個人的魅力，

第二是訴諸人的理性，第三是訴諸人的情感。第二和第三種就
如我們常說的「說之以理，動之以情」。對於要改變內地孕婦的
想法，筆者認為也是「說之以理，動之以情」。第一，要肯定她
們對子女的愛，她們之所以「誓死」也要來港產子，無非都是
想為孩兒拿取香港身份證，認為在香港生活好一點。我們不是
要否定他們的父母之愛，但要告訴他們這可能適得其反，害了
孩兒。她們這樣衝急症室，未經產檢，對她們自身和嬰兒都會
構成風險。母親平安、孩子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不然，所有的
愛都無法實踐。第二，要讓內地孕婦知道她們衝急症室對其他
人造成的影響，包括令急症服務受阻，延長了其他病人的輪候
時間，嚴重的更可能耽誤醫護人員應付緊急個案，令其他急症
病人的生命受威脅。這一點那些想衝關的內地孕婦比較不接
受，因為她們的 眼點只是自己的孩兒，如果要讓她們考慮他
人的情況，我們就需要社會教育改變他們的價值觀。
要改變人的價值觀並非一朝一夕的事，但這並不等於我們不

做。人的價值觀是可以通過教育潛移默化。以前我們不怎麼重
視環保，後來隨 社會不斷的教育，大家現在也越來越重視環
保。所以筆者認為除了以法制懲罰來遏止內地孕婦衝急症室，
社會教育也需要同時施行。筆者亦希望內地政府也能配合，共
同教育、解決內地孕婦衝本港急症室的問題。現在內地不斷發
展，有些港人甚至北上工作、讀書，內地生活在某些方面不比
香港差，有些城市甚至已如香港一樣，我們也需要讓內地夫妻
明白這個情況。而這就需要兩地政府的共同合作。

《蘋果日報》借簡體字路牌來渲染所謂簡體字消滅繁體字的陰謀論，只要稍有

常識的都知道是假議題，《蘋果日報》大做文章不過是為了抹黑警隊，抹黑中

央，製造「恐中」情緒。在區選之後，可以看到反對派策略改變了，不斷抹黑中

聯辦及中央政府，利用各種假議題挑撥兩地關係，都是為明年立法會選舉作準

備，將選戰變成一場污水亂潑，泥漿摔角的舞台。屆時反對派不必再談什麼政綱

政見，也不用理會地區工作，只須互相抹黑，大打「反中抗中」牌就可以了，

《蘋果日報》不過是為此早作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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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東地區民眾對未來充滿期望。他們求變、求新的願望強烈，要求改善民

生、擴大民主、增強民族獨立意識。鑒此，他們希望通過伊斯蘭政黨執政，實現其

願望，並為國家的穩定、發展開闢一條新路。但道路是曲折的，漫長的，不可能一

帆風順，一蹴而就，不排除反覆的可能。

中東動盪政局中的新變化
劉寶萊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前副會長 前駐約旦、阿聯酋、摩絡哥、蘇丹、科威特大使

最近，中東地區政局中，出現了一些引人注目
的新變化。隨 突尼斯、埃及、利比亞和也門政
權相繼更迭，標誌 阿拉伯世界共和制政權的強
人統治時代的結束，一個人們嚮往的變革時代的
開始。曾長期被打壓的伊斯蘭勢力，日趨活躍，
正以政黨名義，積極參與政權角逐，並正成為一
支舉足輕重的重要政治力量。如10月23日，突尼斯
舉行制憲議會選舉，「伊斯蘭復興運動在投票中
躍升為最大的黨派，獲得了41.47%的選票。在由
217名議員組成的議會中贏得了90個席位。摩洛哥
溫和的伊斯蘭政黨正義與發展黨也贏得了議會選
舉。利比亞執政當局賈利勒主席宣佈，利將伊斯
蘭教法作為主要法律依據。任何違反伊斯蘭教法
的法律都是無效的。於是，利一改卡扎菲統治時
期的一夫一妻制，又恢復了一夫多妻制。埃及議
會第一階段選舉，於11月28日，在一片混亂中拉開
了序幕。儘管如此，廣大民眾踴躍參加。12月4
日，埃及官方統計數據顯示，伊斯蘭政黨贏得了
總票數的65%，其中穆兄會的自由與正義黨得票率
為36.62%，薩拉菲派的光明黨為24.36%，溫和派
的新中心黨為4.27%⋯⋯這反映了中東地區廣大人
民對舊政權的強烈不滿和對伊斯蘭政黨的期望。

社會矛盾積累誘發地區動盪
中東地區持續一年的動盪、變革並非偶然，是

地區社會基本矛盾長期積壓所致。廣大人民的不
滿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民生艱難，民怨
沸騰。廣大民眾貧窮落後，社會分配不公，貧富
懸殊拉大，民生無助，生存艱難。據阿拉伯媒體
報道，地區25歲以下青年佔總人口的60%，其中
27%的年輕人失業。他們要求分享參與地區政
治、經濟、文化等事務的權利，改變現狀。埃及
40%的民眾日均生活費用仍為2美元及以下。穆巴
拉克執政助長了腐敗，迫使每個埃及人僅僅為了
生存而行賄。就利比亞而言，廣大民眾掀起倒卡
扎菲運動，主要是因為卡扎菲的長期統治，富了
其家族、少數統治集團和部落，苦了多數民眾和
部落造成的，而部落間的矛盾與分歧增加了問題

的複雜性。據報道，利比亞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
30%。二是，體制僵化，強人政治。上述4國政
權，長期專制獨裁，引發民憤。穆巴拉克已執政
近30年，本阿里23年，卡扎菲42年，薩利赫33
年。三是，政治失聲，人民尊嚴受辱。他們認
為，自己總看別人的眼色行事，抬不起頭來，到
處低三下四，向人乞討，難以伸張正義。2月13
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撰文稱：「阿拉伯
政治銷聲匿跡了⋯⋯阿拉伯政府奉行的政策又違
背民眾意願⋯⋯阿拉伯人覺得喪失了尊嚴和自主
決策的能力。」、「埃及人民對穆巴拉克的眾多怨
言之一就是他太忠實於他的美國支持者，損害了
埃及的利益。」

能否實現轉變有待觀察
就國際背景而言，主要有四，一是國際金融危

機，轉嫁於廣大發展中國家，加重了中東國家的
經濟困難，激化了原來固有的矛盾，成為加速事
件爆發的催化劑；二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插手地
區事務，大搞「新人道干涉主義」，使地區局勢更
為複雜。它們還利用「推特」、「臉書」等網絡，
推波助瀾，煽動民眾鬧事；三是，國際信息化和
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既使人們進一步了解世界，
看到自身差距，又方便他們相互配合、聯絡和聚
集，造成聲勢；四是，阿拉伯各國年輕一代相互
串聯，互通情況，相互支持。
目前，中東地區民眾對未來充滿期望。他們求

變、求新的願望強烈，其中主要有三大訴求，一
要改善民生，二要擴大民主，三要增強民族獨立
意識。鑒此，他們希望通過伊斯蘭政黨執政，實
現其願望，並為國家的穩定、發展開闢一條新
路。但道路是曲折的，漫長的，不可能一帆風
順，一蹴而就，不排除反覆的可能。中東地區伊
斯蘭政黨執政將面臨諸多挑戰，埃及自由與正義
黨發言人艾哈邁德．索貝亞表示：「我們對埃及
人民的選擇表示歡迎。現在的埃及需要所有政黨
通力合作，使它走出危機。」能否做到，有待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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