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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鋒

善不積 不足以成名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美國侵略軍全部撤出伊拉克，應該說，是
經歷了9年戰爭災難，付出了巨大民族犧牲的
伊拉克人民的勝利。儘管這場勝利並不是由
伊拉克人民以戰止戰，以戰制勝獲得的，但
伊拉克人民仍感到獲得趕走侵略者、佔領者
而迎來「解放」的喜悅。然而，這種伊拉克
人民感到獲得「解放」的喜悅，將會被美國
佔領軍製造或引發的流血衝突、恐怖襲擊、
種族仇殺、教派惡鬥、社會動亂、國家分裂
的民族災難所吞噬，所消除。

伊拉克戰爭使伊拉克付出了15萬多人死
亡，數十萬人傷殘，數百萬人民失去家園的
慘重代價。然而，伊拉克卻並不能因美國侵
略軍的撤離而享受佔領軍留下的所謂「政治
民主遺產」。美國宣稱，其入侵佔領，推翻了
薩達姆政權，使伊拉克從集權專制國家變成

「民主國家」。這就是美國「引以為自豪」的
留給伊拉克的「政治遺產」。其實，美國武力
推翻了薩達姆政權，並未因此而帶來「民主
政治」，現今伊拉克反倒因為失去強權統治，
而產生出越演越烈的種族教派紛爭、政爭、
內鬥、內亂。而且這些動亂的爭鬥大都以恐
怖主義襲擊為掩護，自相殘殺為代價。因
此，有評論說，美國侵佔伊拉克、滅掉了薩
達姆政權，卻打開了被塵封的伊拉克教派與
種族衝突血戰的魔瓶。伊拉克圖拉斯大學教
授米爾．朱布里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並
不願看到一個安全的伊拉克。一個自相殘
殺、形不成合力的伊拉克，更符合美國利
益」。伊拉克由於教派、種族的衝突、爭鬥、

仇殺越演越烈，潛伏 分裂為北部庫爾德、中部遜尼派、南部什葉
派各自為政的三國鼎立的危險。客觀地說，這才是美國侵佔伊拉克
9年，結束戰爭所留給伊拉克人民的「遺產」。

留給伊拉克的是民族災難
「9．11」恐怖主義事件使小布什政府發起了反恐怖主義戰爭，

幾個月之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摧垮了支持庇護基地恐怖主義組織
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為9．11事件復仇的小布什政府殺紅了眼，
以莫須有罪名即藏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支持基地恐怖主義組織，
對主權國家伊拉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小布什政府原本打算速戰
速決，在幾個月之內結束這場單邊主義的侵伊戰爭。然而，人算不
如天算，豈料這場侵略戰爭一打便持續了9年之久，陷入戰爭泥潭
的美國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美國投入兵力最多時高達17萬人之
巨，死亡的官兵高達4500人之多，傷亡的非戰鬥人員也達2500多
人；花掉的戰爭費用高達1萬億美元，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施蒂

格利茨估算，美國伊拉克戰爭的開支直接的和間接的加在一起大約
要超過5萬億美元。美國這場不得人心、喪失道義的單邊主義侵略
戰爭，不僅付出了眾多的生命、巨額的錢財，而且付出了難以挽回
的政治名聲和國家信譽。無論美國如何自我辯護解嘲，都無法把伊
拉克戰爭說成是「正義戰爭」。歷史和現實都給這場戰爭定了性：
說得委婉點，伊拉克戰爭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以錯誤的
理由、錯誤的手段，打了敗仗的錯誤戰爭；說得直白點，伊拉克戰
爭是非正義的戰爭、赤裸裸的侵略戰爭；說得嚴重點，伊拉克戰爭
是一場違反國際法、侵害人權、反人類的戰爭。舉世皆知，美國以
虛假情報、捏造事實，非法侵佔伊拉克，濫用武力暴力，濫殺無
辜，殘暴虐俘，致使伊拉克人民傷亡慘重，流離失所，處於水深火
熱之中，美國大軍撤走、結束戰爭，留給伊拉克的是內亂、內戰、
分裂的民族災難。對於發動領導這場侵略戰爭的美國前總統小布
什、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等人，伊拉克人民和國際
社會應依法追究其戰爭罪行。儘管由於現今美國霸權霸道阻礙追究
其戰爭罪行，但歷史不會忘記，歷史終將給予懲罰。正所謂「惡有
惡報，善有善報，不是不報，時候一到，通通都報」。這一天終歸
會到來的。

美國最不得人心的戰爭
結束伊拉克戰爭，對美國來說，似乎鬆了口氣，可以減輕負擔，

但遠沒有如釋重負的感覺，當然更沒有勝利感，只有痛心的失敗
感，揮之不去的負罪感。可以說，伊拉克戰爭，是繼朝鮮戰爭、越
南戰爭、阿富汗戰爭之後，美國在亞洲打的四場失敗戰爭中最不得
人心的戰爭。伊拉克戰爭和尚未結束的阿富汗戰爭，是值得美國深
切反省、深刻檢討的嚴重教訓。這兩場戰爭大傷了美國的元氣，是
美國稱霸全球歷史的轉折點。首先，從經濟上看，伊拉克戰爭、阿
富汗戰爭帶來的財政重負不但未能刺激反而拖累了美國經濟。美國
債務危機、財政危機的發生與此緊密相關。可以說，這也是美國經
濟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伊拉克戰爭也是美國在政治外交上
輸得沉重的戰爭，小布什政府不顧國際社會反對，繞過聯合國，悍
然發動了單邊主義的侵略戰爭，讓美國付出了國家信譽的沉重代
價，而且在國內已導致嚴重的政治分歧和紛爭，造成社會對立。喪
失國內外政治名聲和信譽的美國，將永遠注定其不可再發動一場類
似的伊拉克戰爭了，美國單邊主義就此終結了，美國霸權主義就此
江河日下了。

當下，還可在軍事上耀武揚威、稱霸全球的美國，似乎還未痛定
思痛、深切反省，還在繼續樹敵、蠢蠢欲動，還在打敘利亞、伊
朗、中國和俄羅斯的主意。奧巴馬及其政府為了明年的大選連任，
在國外搞些動靜以爭取軍工集團的支持和騙取選票，或難免鋌而走
險，重蹈小布什政府覆轍。這種可能性和危險性尚不能完全排除。
奧巴馬總統、希拉里國務卿最近的一系列強勢好鬥的言行，實在令
世人擔心。不過，目前形勢比人強，形勢不饒人，奧巴馬、希拉里
業已無能、無力、無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了。當然，有關方面還不
可掉以輕心，還是小心為妙。

12月14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歷時9年的伊拉克戰爭結束，最後4000名美國大兵將於12

月31日前全部撤離伊拉克。奧巴馬欲蓋彌彰地宣稱，美軍撤出伊拉克是「歷史性時刻」，伊拉

克戰爭「不是為了掠奪領土或資源，而是為了正義」。用當年下令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小布什總

統的話說，是「為了解放伊拉克人民」，在伊拉克實現「民主」。果真如此嗎？非也！9年的伊

拉克戰爭，其性質是一場地地道道的、貨真價實的、不折不扣的侵略戰爭，是一場給伊拉克人

民帶來民族浩劫、國家內亂、社會分裂的戰爭，是一場為美國霸權主義、單邊主義、軍事殖民

主義敲響喪鐘的戰爭，是一場為中東地區埋下戰亂、禍亂的戰爭。

預算案應在資源上重視和支持青年
「青年強則國家強，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是國家和香港的未來和

希望，特區政府應該努力做到關注青年、關心青年、關愛青年，傾聽

青年心聲，鼓勵青年成長，支持青年創業。要知道，在青年身上投入

的再多，都是值得的，其必將給未來香港社會以豐厚的回報。作為一

名資深青年工作者，對2012至2013年《財政預算案》提供意見如

下。

一、建議《財政預算案》設立「香港青少年兩岸四地交流基金」
由於目前香港一些民間青年團體，同人皆是義工，資金全靠同人捐贈，資源有限，

但仍然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兩岸四地青少年交流活動。若這些民間青年社團能得到
民政事務局的經常性協助，以及能申請政府專項基金開展工作，成效將更加顯著。目
前，鼓勵和資助青少年交流活動的基金比較分散，例如：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預留
部分資源，撥款資助包括國民教育在內的活動，而2011至2012年，公民教育活動資助
計劃的54個項目中，有部分活動批予青年團體；關愛基金資助全港24萬名清貧學生境
外遊學；青年內地考察團資助計劃，除了青年事務委員會的資助外，是項計劃的撥款
亦獲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的慈善捐款資助；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與數碼通成立的
SmarTone-VadafoneAYP國際交流活動基金，資助有需要的學生到外國做義工服務或
國際交流；等等。由於這些基金比較分散，發揮的作用未盡理想，建議2012至2013年

《財政預算案》設立特區政府名下專項的「香港青少年兩岸四地交流基金」，該基金可
由《財政預算案》撥出五千萬港元啟動資金，後續資金主要向社會募捐。香港不同青
年組織和團體開展兩岸四地青少年交流活動，可立項向該基金申請資助，經過基金董
事會評核和批准有關立項和資助。

二、建議《財政預算案》提出幫助青年就業的措施
目前香港不僅低學歷青年就業難，就是大學畢業生也面臨就業難的問題，因此有

「畢業即失業」的說法，原因是香港產業單一化，未能為青年提供多元化的就業渠
道，期望《財政預算案》提出幫助包括大學畢業生和低學歷青年就業的措施。　

1.在幫助大學畢業生就業方面，希望《財政預算案》提出發展新產業的長遠規劃措
施，包括對發展新能源、新材料、新醫藥、生物和電動汽車等新興產業提供土地和稅
務優惠，鼓勵這些新興產業企業招收大學畢業生，建議2012至2013年《財政預算案》
對有關企業招收大學畢業生提供頭一年每月2000元的工資補貼；

2.在幫助低學歷青年就業方面，希望《財政預算案》提出勞動力密集型的新產業措
施，包括對節能環保業、新興製造業等提供土地和稅務優惠，鼓勵這些企業招收大學
畢業生，建議2012至2013年《財政預算案》對有關企業招收低學歷青年提供頭一年每
月3000元的工資補貼。

三、建議《財政預算案》設立子女教育開支扣稅額
該項計劃應惠及所有家中有在香港、海外和內地就讀大中小學的子女。現時通脹高

企，中產階級供養子女的費用高昂，加上供樓租樓的費用支出，經濟壓力非常大。最
近一項調查顯示，設立子女教育開支扣稅額獲得最多市民認同，贊成比率介乎75%至
90%。《財政預算案》設立以1.5萬元為上限的子女教育開支扣稅額，可減輕中產階級
負擔，並且鼓勵中產家庭的子女努力學習。

四、建議《財政預算案》盡快推行15年免費教育
雖然行政長官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未有回應社會對推行15年免費教育的訴

求，但其後教育局局長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透露，當局正就推行15年免費
教育進行研究。建議《財政預算案》就推行15年免費教育，提出具體的目標、範疇、
完成時間、以及所動用的資源和人手等詳情。並盡快進行公眾諮詢，及早制訂落實時
間表。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向反對派「教路」，指反對派
參加特首選舉可以發揮「照妖鏡」作用，又教反對派代表「尖銳提
問題」，「變相要他們就政制發展議題表態，作出承諾」云云。看
來，成名儼然是政治「教父」了。觀成名的所作所為，他已去掉

「教師」的外殼，成為赤裸裸的政治打手了。
成名，原義是樹立名聲，得名於世。《易．繫辭》曰：「善不

積，不足以成名」。教導後世，人要成名，必先積善，所謂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也。因為積善做好事，符合公眾願望和利益，像當代
大慈善家比爾．蓋茨和李嘉誠先生，是人皆稱頌其積善而成名。可
科大的成副教授，拋棄科學研究的本職，著文吹捧邪教組織「法輪
功」，支持「法輪功」的騙詐和背叛國家的邪惡活動，算甚麼「成名」
呢？真是污辱了中國傳統成名的正義，還不快快收起「成名」的自
吹自擂自我標榜！

成名，第二本義是盛名、美名。因成字與盛字通，故孔子曰：
「君子也者，人之盛名者也」。按孔子的標準，能夠盛名於世，是因
為他是君子；而君子也者，是有崇高品格和有仁人之心的人。君子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
社稷，如是盛名能符。可科大的成名，居學術殿堂，不憂香港學術
水平落後於世界頂尖學府；處傳道授業解惑教師，不憂學子知識水
平低下；處江湖之遠，不斷撰文攻擊中央人民政府和煽動港人政治

分裂和鬥爭。是何以名曰「成名」也？臭名是也。
成名，第三含義是科舉中試。韓愈盛讚中試有詩曰：「十年人詠

好詩章，今日成名舉世揚」。古往今來的知識分子，都為中試十年寒
窗苦，一舉成名天下知。而今日的成名，卻拋棄研究之本職，選擇
了歪曲事實、煽動港人對抗特區政府而「成名」於知識界，完全拋
棄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真是科技大學的不幸和諷刺。

然而，成名被主持正義的報刊和評論員批評，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幹事會卻發表「聲明」謂要「捍衛成名教授學術自由」。首先，學生
會幹事會是混淆了學術和政治的概念。學術，指的是專門、有系統的
學問研究；政治，指的是政府、政黨、社會團體和個人在內政及國際
關係方面的活動。成名是教師不是政府官員和政黨成員，卻不務學術
正業而積極介入香港的政治爭拗，鼓勵、支持反對派反對中央人民政
府和特區政府，這是甚麼「學術自由」呢？科大學生會幹事會以混淆
概念和偷換學術、政治概念為成名辯護，手法拙劣，正表明無良教師
出劣質之徒的結果。

成名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本應抱實事求是態度對社會現象和社會
本質及其發展規律，去粗取精、由表及裡理出有利國家、有利港
人、有利繁榮進步的經驗和方向之論題和文論。可是，成名卻捨本
逐末不斷煽風點火地活動，成為邪教和激進反對派吹鼓手和急先
鋒。

陳業禧 香港大學刑事司法學三年級生

打擊深圳盜賊扒手

適逢佳節，網上轉載《年底了，深圳最容易被偷地點一覽》。當中
提及的地方皆是港人常到之地，而羅湖火車站、春風路、華強北經
濟大廈、東門步行街更是特別受歡迎的地方。相比以往的情況，深
圳的治安正逐步改善，惟針對扒竊罪行的措施仍有進步空間。本文
以犯罪學家Clarke, R.V.的「情境預防措施」(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為藍本，提出一系列建議。

最簡單直接的方法是增加犯罪困難。除多加警告、溫馨提示外，
誠如內地導遊的忠告「 前是你的；斜 各分一半； 後便是賊
的」，團友應注意隨身物品的位置。作為旅客，輕易辦妥的便是：
關好拉鏈、以鎖扣繫好私人物品、使用隨身防盜裝置。犯罪學家亦
提出「轉移嫌犯」(Deflecting Offenders)，封閉道路、疏導出入口等
人流管制措施可減少混亂（適用於寶安客運站等公共候車地方），
使潛伏的竊犯不會聚合於一地犯案，紓緩該處的情況，防止它成為
黑點。而且，局方可考慮「管制器具」(Controlling facilitator)，內地
扒手常攜帶尖長的鐵鋏子和小鐵勾，警員亦可多加留意小刀片等器
物。

第二類的預防方法是提升犯罪風險。根據內地記者的報道，最近

東門步行街、人民南行人天橋、羅湖門診部建設天橋等地警力大
增。加上民間自發的反扒組織出手協助，情況大大改善。犯罪學家
建議改善街道照明、空間設計等自然監控(natural surveillance)的措
施。減少市場擁擠的情況也能降低犯罪刺激和機會。商戶更可與公
安合作，職員協助維護紀律，加上店外的閉路電視，定能令扒手更
難下手。

除上述的做法，降低犯罪可得的報酬也可行。例如在貴重物品上
標註個人姓名、設置密碼，令賊人不得即時售出電子產品(鎖了機的
電玩在地下市場的價值打了折扣)，又增加失而復得的機會。旅客亦
可安裝反失竊的軟件，追蹤遺失手機的位置或使之變成「磚頭」。與
此同時，局方可多加注視二手市場（如華強北一帶的電話買賣），留
意當舖和小型商舖有否接收「老鼠貨」。

上文的建議，加上其他社區的整治功夫，能提醒扒手：公安密切
留意當地的治安，杜絕「破窗現象」，長遠有效遏止偷竊。誠然，盜
竊的技巧萬變不離「錯誤引導」(misdirection)一式，曾是魔術師的筆
者推薦Mastering the Art of Pickpocketing教學表演光碟，有興趣的讀者
可作參考，祝君佳節平安。

用「牆倒眾人推」來形容奧巴馬現在的處境可謂非常貼切。儘管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輕鬆地將利比亞變成一個民主國家」，但老百姓
最關心的經濟復甦卻遙遙無期，失業率高居不下，債務爭拗沒完沒
了，使「吹牛政治」和「哄騙哲學」的市場越來越小，導致奧巴馬
支持率屢創新低。在國際，反對「貿易保護」、「災難輸出」、「逆
我者亡」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在美國國內，共和黨已經發起總攻，
誓言要「賣嘴皮」的奧巴馬明年下台。在這個時候，這種情況下，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推出了一本新書《回歸工作》，書中高調指責「奧
巴馬及其同僚犯下了致命大錯誤」。

克林頓稱，奧巴馬執政初期，民主黨在國會佔有大多數席位，但
奧巴馬沒有在這個時候「上調聯邦債務額度」，引起後來的無謂爭
拗。第二是去年國會中期選舉時，沒有預先制定有效的全國方案，
導致民主黨大敗而逃，奧巴馬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克林頓公開批
評奧巴馬，「說華爾街是一個不健康的金融系統，是愚蠢的講法，
結果惹惱了華爾街的大亨們」。克某甚至針鋒相對地對華爾街的金融
大亨們大加讚揚，稱他們「在積極減少美國赤字，改善經濟方面立
下卓越功勳」。這是克林頓繼2007年之後，打響的唱衰奧巴馬的「第
二槍」。

奧克互不買賬由來已久
克林頓攻擊奧巴馬的「第一槍」是在2007年民主黨內提名2008年

總統候選人時打響的。當時為了讓希拉里能夠獲得總統候選人提
名，和妻子一唱一和地批評奧巴馬「根本沒有外交、經濟和執政經
驗」、「無法帶領美國人民走向繁榮」。後來奧巴馬靠流利的口才贏
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克林頓夫婦才心不甘、情不願地不得不
轉向支持奧巴馬，希拉里也因此被奧巴馬提名當上國務卿。在奧某
入主白宮後，克林頓夫婦也沒有將奧巴馬放在眼裡，並尋找各種機
會搶奧巴馬的「話筒」和「鎂光燈」，使奧巴馬感到相當不快，彼此
間也埋下矛盾禍根。

克林頓在新出版的書中說，「自己在1993年也曾經決定提高對金融家的稅收，
有很多人都支持我的做法，但華爾街的高層極力反抗。考慮到華爾街對美國經濟
的巨大影響，於是改變了初衷。」克林頓的這段話，從另一側面批評奧巴馬是

「死腦筋」。2007年克林頓唱衰奧巴馬是為了讓妻子有機會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
人，而今次唱衰奧巴馬顯然是看透他無法連任。按照美國民主黨的規矩，不管黨
內有多少人提出應該讓希拉里替代奧巴馬參加明年大選，都仍然要顧及奧巴馬。
換句話說，如果奧巴馬自己沒有提出退選，民主黨不可能再提名其它候選人。

希拉里當國務卿「不過癮」
足夠多的證據顯示，2008年爭奪美國總統寶座敗下陣來的希拉里並不死心，而

且處處爭出位、擴影響，希望有機會在2012年再次挑戰奧巴馬。希拉里的從政目
標是總統，當國務卿總感到「不過癮」，總是想方設法走在奧巴馬的前面，以致經
常出現「越權」的情況。今年元月，希拉里在華盛頓大學發表有關「網絡自由」
的演講，「號召」中東及中東以外地區「必須抓住埃及和突尼斯民眾起義的良
機，推動民主改革」，比奧巴馬搶先了一大步。

「誰能夠當選美國總統，誰就有絕對的發言權」，這是美國政客所推崇的至高無
上「真理」，克林頓是這樣，布什也是這樣，奧巴馬、希拉里當然也不例外。希拉
里常以太上皇的口吻高聲說，「美國支持被壓迫社會任何以提高政治、經濟和社
會開放度為目標的和平努力」。希拉里還以「世界第一裁判」的身份對「網絡自由」
作出前所未有的定義：即符合美國口味和利益的，如埃及、伊朗示威者借用網絡
組織的反政府示威遊行，是「正義的」，反之則不屬於「網絡自由」。突顯希拉里
時時刻刻都要超越奧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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