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類出生的「渠道」是相同的，都由母親用盡
力氣將孩子通過產道擠出，當然也可由醫生通過
腹部手術取出；而死亡的方式卻有萬千種。儘管
香港近期有年輕母親將親生嬰兒塞入馬桶致死的

個案，但所有種族、膚色的母親最大不幸和痛苦莫過於看到自己兒女的
不幸夭折。自殺是最令人寒心和無奈的死亡方式之一。美國士兵奧姆威
格結束在伊拉克11個月的服役後回到美國，由於不堪精神巨大壓力和心
身痛苦，竟然在見到親生母親時開槍自殺，使這位思兒心切的母親當場
呼天喊地，高叫「上帝何在」後立即暈倒。奧姆威格的父親說，服役回
家的兒子精神憂鬱、非常痛苦，伊拉克戰爭是殺死兒子的真正「兇手」。
美國於2001、2003和2011年分別發動了對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等

國的進攻，造成至少100萬平民無辜死亡，也讓這些國家人民承擔了巨大
災難。對美國來講，戰爭需要付出龐大軍費，使華盛頓債務倍增、失業
率高企，出現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美軍在戰爭中傷亡的人數雖然不
多，但由於投入人員太多、所花時間那麼長，100多萬的軍人及幾百萬軍
人家屬承受了苦不堪言的災難。據《紐約時報》報道，自2005年至2010
年，美國軍隊平均每36小時就有一個士兵自殺，自殺比例越來越高，使
軍人和軍屬承擔了巨大的心理壓力。

現役和退伍兵自殺率高
美國參議員默里說，伊拉克戰爭久拖不決，陸軍部隊反覆被派遣到前

線作戰，承受 巨大壓力，導致士兵精神病患者日益增多，是自殺率直
線上升的主要原因。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發佈的數據更顯示，平均每天
有18名退伍老兵自殺。猶他大學的研究結果顯示，心理壓力太大不僅發
生在被派遣到前線的士兵，沒有被派遣到戰場的士兵也出現同樣的症
狀。儘管華盛頓不承認士兵有精神損傷，但國防部的資料卻雄辯地證
實，即使他們做了大量防治工作，仍然無法解除或者減輕士兵的精神痛
苦，以致在現役和退伍士兵中出現令人可怕的自殺率。
據美國《時代》雜誌報道，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是美國歷史上志願兵

服役時間最長的戰爭，部分士兵甚至需要被迫「三返」戰場，以致軍方

不斷要求補充新兵。2009年5月11日，5名駐伊美軍士兵在巴格達一座美
軍基地內被打死，而行兇者竟是死者的戰友、駐伊美軍的一名士兵。
2003年3月，美軍101空降師士官阿克巴用手榴彈和步槍襲擊美軍陣營，
造成2死14傷的慘劇。2004年11月，美軍士兵羅蘭與戰友發生爭執，開槍
將對方打死。2005年6月，美軍士兵塔克特在巴格達被戰友槍殺；兩名美
軍軍官在巴格達北部爆炸事件中死亡，肇事士兵被控蓄意謀殺上級。
2007年，美軍士兵埃爾斯涉嫌射殺戰友被捕；2008年9月，一名美軍士

兵被控在巴格達南部軍事基地槍殺兩名同伴。駐伊美軍由於長期在死
亡、疾病、寂寞等陰影的籠罩下服役，心理壓力已經超過他們的承受
力，於是出現過激行動，射殺自己的戰友。據美聯社報道，從伊拉克返
回的美軍士兵中約有1/6出現心理紊亂或其他情緒障礙。

徵兵官員也選擇不歸路
據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調查，30%駐伊女兵曾被她們的男性戰友強姦，

71%受過性侵犯，90%遭遇性騷擾。更令人吃驚的是，美國國防部的2009
年報告中承認，90%的性侵犯案件從未被揭發，即使被揭發，審判結果也
往往令人失望。曾在伊拉克駐紮的美國女兵蒙托亞說，她綁在自己腿上
的匕首不是用來防備敵人，而是為了保護自己免遭男戰友的侵犯。10年
過去，由「9．11恐怖襲擊事件」引發的愛國熱情正在漸漸消退，徵兵工
作也變得越來越難，許多徵兵官員因為不堪重負，也選擇自殺輕生。
美國全國有1650個徵兵站，負責徵集前往前線的士兵，由於看不到何

時能夠結束戰爭，青年都不願意成為炮灰。美軍徵兵司令部要求每名徵
兵人員每月至少徵募兩名新兵，不能完成的官員將受到處罰，以保證每
年可以徵集到18萬新兵。儘管美國放寬徵兵年齡限制至42歲，但徵兵人
員每個月要徵到2名新兵仍然極不容易。一些徵兵官員不得不鋌而走險，
將吸毒、酗酒和犯罪前科的青年也納入部隊。徵兵人員的工作屬於高度
機密，所有官員完全沒辦法進行正當的社交活動，也出現嚴重的心理疾
病。越來越重的任務、越來越少的兵源，使徵兵官員不堪重負，也選擇
了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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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反對派在區選失敗之後，製造了「種票、種人」等
抹黑攻勢，向真誠為市民服務的當選人大潑污水，極盡詆毀
之能事。他們這樣做，完全是配合美國反華反共的全球策
略。所以他們在香港也舉起了麥卡錫主義的旗幟，攻擊來自
內地的移民「有共產黨背景」，絕對不能讓他們進入建制，
不能當選為區議會議員。

抹黑新移民 實行白色恐怖
1950年代初，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煽起了全

國性反共「十字軍運動」。他任職參議員期間，大肆渲染共
產黨侵入政府和輿論界，他公開指責有205名共產黨人混入
美國國務院，但未能提供任何具體的姓名，促使成立「非美
調查委員會」，在文藝界和政府部門煽動人們互相揭發，許
多著名人士受到迫害和懷疑。科學家朱利葉斯與艾瑟爾．羅
森堡夫婦為此被判上電椅死刑，造成了美國的白色恐怖。在
廣播電視、電影和廣告業內，很多人屈從壓力，將某些作
家、演員、製片人和導演列入黑名單，只因有人指稱他們跟
共產主義有「某種關聯」。根據20世紀末解密的文件，其時
控制演員工會的列根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並威脅華特．
迪士尼要揭發迫害部分演員。著名人士如演員差利．卓別林
和「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等都受到迫害。
香港的反對派也重新拾起麥卡錫的武器，實行白色恐怖，

全力抹黑攻擊內地移民融入香港、參與公職的空間，完全是
違反人權、違反法律、違反《基本法》的偏激行為。
香港現在有七百萬人口，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五十年代以後

來香港的移民和他們後代。反對派採用了清算他們背景的手
法，這本身就是一種白色恐怖手段，是政治歧視。平機會主
席林煥光對此現象裝傻扮啞，也耐人尋味。眾所周知，在內
地許多人都是在公營機構工作，用內地的術語來說，他們都

是幹部，用香港的語言來說，他們就是公務員或者公營機構職員，他們和內
地國營工廠的工人沒有太多分別，大家都在同一個社會制度下生活。
這些人來到香港，居住滿七年，就是香港的永久居民，他們所有的政治權

利和福利權利與其他香港居民完全一樣。所以，反對派指控當選的區議員，
製造不實謠言，懷疑他們不應該擔任區議員，完全是違反人權，違反香港的
選舉法律的。這種給內地移民扣帽子的作法，實際上是一種法西斯的迫害思
維。這無非是以他們的出身和來歷作為一種「原罪」，他們是「異類」，是
「應被剝奪權利」的人。這種邏輯和美國的麥卡錫迫害美國文化界人士的邏
輯是完全一樣的。他們認為，在香港居住就一定要反共，如果不反共就不能
在香港立足。如果這個人同情共產黨，或者曾經接近過共產黨，這個人就應
該被反共的政治勢力剝奪權利，就應該受到政治清算。這是一種專制獨裁的
邏輯。

造成族群分裂 踐踏政治權利
內地的移民，在港工作，建設香港，自食其力，對香港社會的穩定和繁榮

作出貢獻。如果把新移民當成是一種「原罪者」，予以排斥和迫害，這只會
造成香港族群的嚴重分裂和對抗，造成一大部分人的人權受到損害，大批人
士的政治權利受到踐踏。
大量的內地移民，從事低層勞動工作，收入比較少，多數住在公屋地區，

他們的權益得不到尊重和保護，曾經在內地工作過的、文化水平比較高的移
民，能夠代表他們的利益，能夠了解他們的需要和要求，為他們發聲，為公
屋居民服務，這完全是一件好事。他們長期的地區工作，得到公屋居民的認
同和肯定，所以他們才可以連續多屆參選和當選。他們的當選，完全是選民
的抉擇，是民主制度下的產物。作為標榜民主的政黨，平日沒有做好地區工
作，沒有為公屋居民和內地移民服務，政績不如人，在選舉失敗之後，翻起
了二十多年前的老帳，清算人家出身，否定選舉結果，說明了這些政黨完全
沒有民主的氣質和品格，他們不尊重選民的抉擇，不尊重議員在公屋區的基
層服務成績，不尊重內地移民的應有政治權利。如果這些人得勢，給香港帶
來的決不是民主的制度，而是更加獨裁、更加偏激的麥卡錫黑暗時代和三Ｋ
黨橫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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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祥 新界社團聯會會長元朗區議會主席

強烈反對兩電加價

黃海振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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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令美軍家屬苦不堪言

中電和港燈（電能實業）終於正式向政府提出電費加價申請，分別要
求加價9.2%和6.3%，遠高於通脹率，完全漠視市民負擔，一心逐利，毫
無社會企業責任可言。
一直以來，中電和港燈均被投資機構和小股民視為優質大藍籌，無

他，該兩間公司盈利穩定、派息也穩定，每年盈利一般逾百億元，幾乎
無多少風險可言。然而，該兩所能源公司連年賺取巨額盈餘，難道是管
理層經營有道的回報？不一定。由於歷史原因，香港雖然有兩所大型電
力公司，可是，彼此間各自劃界，互不競爭，河水不犯井水，中電和港
燈早已於九龍、新界和香港島各自形成自然壟斷的局面，而由於香港的
電網已構建得十分成熟，面積也不大，外地能源企業亦難以加入競爭。
於缺乏競爭的時況下，中電和港燈無專營權之名，卻有專營權之實，如
港島區的市民，可以不用港燈的電力服務嗎？而新界和九龍的居民，又
可以不用中電的服務？市民根本就沒有選擇！市場上根本無其他有效的
代替品！
可見，當政府把供應公共電力的責任和權力分配於私營機構時，必須

要有合適的監管，否則，市民肉隨砧板上，只會任由電力公司魚肉，此
乃政府失職失責的表現。除加強監管以外，政府還必須想辦法令本港的

電力市場引入競爭，唯有競爭者出現了，市民有第二選擇，電力公司才
會有所顧忌，不會瘋狂收費。
事實上，如中電和港燈考慮到市民的負擔，大可以盡力節省成本，避

免加價，同樣可達致9.99%的最高利潤。但正正由於中電和港燈缺乏競
爭，才能夠不思進取，不用想辦法提高營運效率，調整成本架構以提高
盈利率，而只想 最簡單的方法，透過加價，不惜與民為敵，以賺盡
《管制計劃協議》下最高的9.99%利潤。

再說，如電力公司希望賺取更巨額利潤，大可向耗電量鉅大的大財團
採取累進式收費，用電愈高，每度電費則愈貴，既可增加利潤，又符合
環保精神，而且不會影響小市民，中電和港燈為什麼不採納？難道她們
是考慮到自身也是大財團，不符合商業上的最大利益？
「企業社會責任」是西方社會近十數年興起的時髦概念，其實，中國

早已有「商道」的精神，如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便說過：「君子愛財，取
之有道」，最基本的，是不因牟利而影響百姓生活。中電每年賺逾百億
元，港燈每年也賺數十億元，難道還要向小市民掠奪嗎？如政府無力阻
止兩電加價，無奈之下，亦要考慮再度發放電力津貼，以補助小市民，
也為自己的失職承擔責任。

特首選戰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反對派也不甘寂寞，早前7
個反對派政黨召開記者會，交待所謂特首候選人的初選機制
方法，具體內容相當兒戲，在全港多個港鐵站出口擺設60個
投票站，一班義工會拿 iPad接受市民投票，市民只須將身
份證資料交予有關人士檢查，之後便可以在iPad上選出心儀
人選。之後反對派就會根據投票結果決定特首候選人云云。
說這個做法兒戲，原因是整個初選操作粗陋不堪，一班義工
拿 一部iPad就要市民交出身份證資料投票，如何核實這些
義工的身份？如何保障個人私隱資料不會被反對派或其他不
法之徒濫用？如何保障在所謂初選中沒有造假，修改投票結
果？這些問題反對派都沒有明確回應，就要市民乖乖交上私
隱資料，成全反對派的鬧劇，這不是兒戲荒唐是什麼？

違《基本法》精神 初選是假議題
事實上，反對派所謂特首候選人初選機制本身已是一個假

議題，《基本法》早已列明特首的產生機制，當中根本沒有
什麼初選，反對派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場初選鬧劇，根本缺乏
任何法理依據，得出來的結果沒有絲毫的認受性。就是從實
際的操作而論，在這種低成本製作之下，加上市民的資料難
以得到周全的保障，最終參加的人數相信極為有限，就是楊
森也估計只有萬多人參與，即是全港市民的七百分之一，其
結果有何可信性可言？而且當中還未計及反對派可能在選舉
結果中做手腳，例如重複投票等，怎令人相信有關結果具有
代表性。既然反對派都知道初選反應冷淡，何以仍要一意孤
行搞這樣一場初選鬧劇，其目的明顯不在於反映民意，而在
於欺騙市民，製造一場初選騙局。
這場騙局的目的就是營造出反對派與建制派兩陣對壘的假

象，借此自抬身價，並為何俊仁、馮檢基等製造一次大規模
的宣傳機會。社會外界都知道，反對派的候選人不可能在特
首選舉中勝出，傳媒的焦點都集中在建制派候選人身上。如
果這種情況持續，由現在直至明年3月選舉時，傳媒的鎂光
燈都會集中在建制派候選人之上，反對派肯定會備受冷落，
對於這些地區工作乏善足陳的政治明星而言，未來幾個月傳
媒對他們的不理不睬，影響之大可想而知，甚至是反對派未
來要發動各種政治對抗行動，都可能會失去傳媒的關注。所
以，反對派才要擺出一副參選特首的姿態，煞有介事的要派
員出選，並裝模作樣的大搞初選，就是要營造反對派高調參

選的觀感。屆時任何選舉論壇及活動都難免要預反對派候選
人一份，任何政策回應都要同樣詢問其意見，大增其曝光率
之餘，也讓他們多了一個政見發佈的場所，甚至是抹黑其他
建制派候選人的舞台。
而且，反對派的初選從來不是志在特首，而是劍指明年

的立法會選舉。以iPad來收集市民資料，藉此完善選民登
記資料是其一；通過這樣一個舞台來抬高兩名候選人的聲
勢是其二；為明年立法會選舉設置政治議題是其三。眾所
周知，選民名冊對選舉的重要性，但要做好選民名冊缺不
了完善有效的地區工作，這正正是反對派的軟肋，而通過
這樣一個初選機制，反對派便可「名正言順」的四處收集
市民身份證等資料，而且願意投票的大多是反對派支持者
之一，到選舉時便可全力催票。而部分非反對派支持者的
市民，也可能受到這個初選騙局的欺騙，無辜成為反對派
的選民名冊之一。

騙局意圖太重 反對派內鬥不息
而且，反對派的選舉工程從來都是炒熱政治議題，製造政

治對抗，借此煽動市民不滿而支持反對派。但要炒熱話題必
須有傳媒的幫助，也要有發布的舞台，否則就算有《蘋果日
報》等喉舌日日吹噓，也未必能製造聲勢。為怕在特首選戰
中被冷落一旁，於是反對派便全力動員去參與一場沒有勝算
機會的選舉，原本只是推出何俊仁一名候選人，但由於民協
馮檢基為了一振近年聲勢愈走下坡的民協，堅持參選藉此產
生所謂「風車效應」，於是死不肯退，便出現了這一場不倫
不類的初選。然而，初選雖然兒戲，但實際效果卻令到何馮
兩人傳媒曝光大增，這一星期的曝光隨時是馮檢基過去幾年
的總和。而反對派既然擁有這樣一個平台，將來要炒熱任何
政治議題，四處抹黑他人，都不愁沒有舞台。早前何俊仁不
斷抹黑建制派候選人便是明證。
不過，反對派圖謀能否如願還是未知之數，始終初選的動

機太明顯，把市民當成是傻瓜，市民是否參與這樣一場鬧劇
已令人懷疑，再者反對派內對於參與初選本身就有不少爭
議，公民黨陽奉陰違，會否動員手上選委投票難以預料，社
民連、「人民力量」一早揚言不贊成參與選戰，更會衝擊初
選。反對派的內鬥將會由區選延續至特首選戰之上，其圖謀
將難以得逞。

這場反對派特首候選人的初選騙局，目的是營造出反對派與建制派兩陣對疊的假象，借此自抬身

價，並為何俊仁、馮檢基等製造一次大規模的宣傳機會。不過，初選的動機太明顯，把市民當成是傻

瓜，市民是否參與這樣一場鬧劇已令人懷疑；再者反對派內對於參與初選本身就有不少爭議，公民黨

陽奉陰違，會否動員手上選委投票難以預料，社民連、「人民力量」一早揚言會衝擊初選。反對派的

內鬥將會由區選延續至特首選戰之上，其圖謀將難以得逞。

反對派初選機制只是騙局一場
郭中行資深評論員

王嵎生近日到訪本報時表示，和平、發展與合作共贏

是中國外交大戰略，希望內地和香港媒體冷靜觀察

和認清局勢動向，看大局，切勿跟風，千萬不要被

美日一些媒体導向忽悠了。

美國欲繼續充當亞太「保護傘」
王嵎生大使說，今年全

球發生了許多大事，但大家
最關心的莫過於中國周邊，

即亞太地區的發展態勢。進入21世紀以
來，亞太地區的局勢一直相對穩定。但
自去年年初歲末奧巴馬宣稱美國「決不
做老二」和他是美國第一個太平洋總
統、以及希拉里在夏威夷安全會議上六
次提到美國一定要主導或領導亞太地
區，強力介入這一地區事務後，亞太地
區平靜局勢被打破了。實際上，美國利
用中國和周邊某些國家一些歷史遺留問
題及邊界問題放了幾把火，不過沒有真
正燒起來。
他指出，有些華文媒體和內地報章，

提出「中國周邊為什麼頻頻起火」問
題，並認為這是由於中國外交缺乏大戰略和過於軟弱造成的，等等。在他
看來，這是言過其實。他認為，美國戰略重心東移是目前局勢的根本原
因。
他指出，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固然有遏制中國的因素，但並不盡然。他認

為，美國圖謀要在這一地區造成一種態勢：不僅「老美不能走」，而且需要
美國的「保護傘」。不僅如此，美國還企圖趁機加強日本等盟國的控制，並
為美國軍火商「快樂的春天」服務。此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奧巴馬
要5年內對外貿易翻番，他既需要中國合作，又擔心中國與東盟10+1、10+3
以及中日韓自貿區搞起來後自己被「邊緣化」。他認為，這些可謂美國戰略
東移的主要內涵，亦是美國總體戰略的延伸。

中國需以柔克剛淡化處理
他說，當今美國的戰略總體上可歸納為：在全球，「無可奈何要收縮，

情不自禁要伸手」；對中國，「兩面下注」都在加強，實際上是「無可奈
何要合作，情不自禁想遏制」。若回顧今年胡主席訪問美國，以及拜登訪
華，希拉里公開講話，美國誇讚中國的次數顯著增多，但在遏制中國這一
面，也比過去加強了許多。現在在中國周邊，美國實際上明裡暗裡支持一
些國家和中國鬧騰。美國支持越南和菲律賓與中國鬧騰，但其實自己心裡
也擔心，萬一越南和菲律賓與中國擦槍走火，它被捲進去怎麼辦？越南亦
有顧慮，美國要搞顏色革命怎麼辦？美國也在同中國拉關係。因此，中國
對現時局勢應有個清醒的認識，切不可人云亦云。萬不可人家請君入甕，
自己就對號入座了。現在中國需要以柔克剛，面對很多問題，要心中有
數，盡量淡化處理，但淡化不等於軟弱，是顧全大局。他認為，一定要堅
持和平發展與和諧周邊的戰略和目標。

(大使看世界系列文章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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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資深大使、前APEC高官
王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