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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局勢日漸緊張，美國、歐洲、阿盟
甚至以色列緊鎖敘利亞和伊朗。看似敘利
亞成為相關外來勢力干涉的重點，其實伊
朗才是西方和以色列除之而後快的最終目
的。在美國的倡議下，歐洲上月決定對伊
朗石油出口予以制裁，以色列甚至向伊朗
發出了戰爭的信號。在此情形下，伊朗的
應對舉措包括：一是在波斯灣進行軍事演
習；二是威脅美國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三
是對以色列發出警告；四是決定不再對英
法和歐洲國家供油。

伊停向英法供油兩敗俱傷
人們注意到，包括美國和歐洲在內的西方國

家，制裁伊朗揮舞的是石油武器的大棒，而伊
朗應對的也是石油武器（封鎖供油通道，停供
歐洲石油等）。因此，這場表面由核危機誘發
的西方伊朗遭遇戰，其實隱藏的是石油卡位戰
和能源博弈。在這場針鋒相對的卡位戰中，除
了造成當事者的兩敗俱傷，還將殃及第三方乃
至全球經濟。
在伊朗決定對英法停止供油後，歐盟和

英法兩國相關負責人皆強調，歐洲有足夠
的石油儲備，有能力應對伊朗停供造成的
石油短缺。對伊朗而言，其每日出口的近
300萬桶原油中，有將近25%輸往歐洲國
家。無論是歐洲國家主動不買或伊朗主動
停供，對伊朗造成的影響都是巨大的。畢
竟，原油出口是伊朗的經濟命脈，在制裁

圍城的逼迫下，如果斷了四成的原油出
口，伊朗的國民經濟將遭受沉重打擊。同
樣的，由於伊朗石油主要輸往意大利、西
班牙和希臘等深陷危機的「歐豬」國家，
沒有伊朗石油的輸入，這些國家同樣被扼
住了能源安全的「咽喉」，造成更嚴重的
經濟危機，拖累其經濟復甦。這些國家的
危機加重，會傳導至英法德這些對伊強硬
的「三劍客」身上。所以，伊朗與歐盟的
石油卡位戰，其實雙方都是在玩火。

暴露西方的自私自利
不可否認的是，包括美國、歐洲乃至日本

這些發達國家，其石油儲備都有超過150天
的石油進口量。日本甚至有77天的民間儲
備。何況，上述國家還有其他的輸入原油渠
道，對於伊朗斷油的確有相當長的耐受力。
可是，去年的利比亞戰爭，已經導致全球原
油價格攀升，使全球經濟受損。伊朗是歐佩
克第二大原油生產國，它所導致的危機，危
害性更大，影響更為深遠。
尤其對於新興工業國，能源消耗量大，加

之石油儲備量少，因此對於伊朗石油危機更
加敏感，抵禦風險的能力更加孱弱。據統
計，中國到2020年才能達到90天的石油儲備
量。印度的風險更大，其消耗石油近80%依
靠進口。
弔詭的是，西方世界和伊朗的石油鬥法，

連帶 中國、印度乃至全球都為他們埋單。

關鍵是，美歐還以民主鬥士和正義的化身，
游說乃至劫持中國等國支持他們對伊朗的制
裁。眾所周知，不管國際關係多麼的複雜多
變，也不管各方拋出多麼美麗和道德化的口
號，都脫不了利益因素的掣肘。美歐為了意
識形態價值觀和地緣能源利益，對伊朗施以
強力制裁乃至暴力干涉，還要搭上其他國家
的利益，其實是自私自利的行為。
即使是美國的東亞盟友日本、韓國和意大

利、西班牙等國，對於制裁伊朗出口也是強
忍怨氣，被迫追隨美國。可以預料的是，不
管是美歐還是伊朗，誰也不能把這樣的石油
卡位戰玩到底，曠日持久的結果是多敗俱
傷。但是，如果美歐採取伊拉克或敘利亞那
樣的對伊朗的斬首行動，美歐或陷入另一場
持久的戰爭泥潭。何況，誰也不曉得伊朗是
否真的擁有了核武器，對伊冒然武力干涉，
搞不好會引發一場核戰爭。就此而論，美歐
對伊的能源戰，更像是恫嚇其屈服的威懾
戰，這樣的博弈不可能長期進行，只能維持
在西方所能忍受的期限內。
在美歐同伊朗的石油戰中，西方媒體認

為中印等國將從伊朗獲得油價「打折」的
好處。20日的英國《金融時報》就認為，
中國將獲得伊朗石油10%至15%的價格優
惠，從而幫伊朗「主持正義」。這種看似
合理的揣測，凸顯美歐對華的不信任，也
使這場石油戰充滿了西方至上的利益本體
主義。

伊朗危機背後的石油利益戰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配合德黑蘭政府放話稱，「伊朗有能力擊沉任何入侵
波斯灣的航母，也能夠輕而易舉地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此番言論雖然只有35個
字，但卻在美國政壇引發了不同尋常的特強烈震動。美國輿論認為，奧巴馬在處
理伊朗核問題一事上進退失據、猶豫不決，只懂得派航母虛張聲勢，又極力阻止
以色列採取軍事行動，致使伊朗視美軍為紙老虎，氣焰囂張。事實上，如果美國
航母真的被伊朗擊沉，意味 百年強勢到了盡頭，奧巴馬將成為美利堅的千古罪
人，連任的夢想不但會成為泡影，甚至還可能受到共和黨的彈劾。
頗受全世界關注的伊朗核問題，由於伊美兩國的不斷放話和活動，以及媒體的

長時間發酵，局勢已經變得撲朔迷離。美國一方面發動西方國家對伊朗進行石油
出口、對外貿易、金融銀行和情報外交等前所未有的全面制裁；另一方面又派出
多艘航母編隊進出波斯灣，展示拳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打的是心理戰。伊朗也
不示弱，頻頻舉行大規模軍演，展示新武器，由軍事官員喊話，打的也是心理
戰。伊朗是被逼到死角，背水一戰，勢頭勝美國一籌。而奧巴馬不僅要面臨1400萬
失業大軍的挑戰，還要應對困難多多的大選，底氣明顯輸給伊朗。

美航母經歷最危險航程
軍事專家分析認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的警告言論絕對不是空穴來

風，美國幾艘進出霍爾木茲海峽的航母也已經經歷了最危險的航程。包括去年
底進入波斯灣的「斯滕尼斯」號和進入「職責區域」的「卡爾文森」號，以及
近期進入海灣的「林肯」號核動力航母，在靠近和穿越霍爾木茲海峽時，都受
到伊朗派出的艦隻、潛艇和飛機的全程監視。美軍士兵也都全程武裝待命，高
度緊張，用膽戰心驚來形容美軍航母官兵一點也不過分。美國航母雖然配備先
進的反導系統，但由於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旁邊配備了大量的短程火力，炮彈
一出膛就可到達美軍航母，反導系統根本派不上用場。
即使美國位於印度洋海域的航母，艦上官兵也對伊朗的喊話產生嚴重恐懼。

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雖然對其本身損失巨大，但如果真的這麼做，正如美方
官員說的，那可是美國絕對不能容許的「紅線」。伊朗近期不顧國際壓力和歐
美的制裁，高調公佈了包括將國產純度為20%的核燃料棒裝載至核反應堆和新
增3000台新型離心機等多項「重大成果」，並發表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在
官員和科學家簇擁下觀摩核燃料棒加載過程的新聞圖片，目的都是增強伊朗人
的信心和增添美國官兵對伊朗的恐懼。

擔心以色列行動惹大禍
伊朗在對美國進行心理戰的同時，亦表示願意同國際原子能機構加強合作，

盡早舉行新一輪對話，突顯伊朗在美伊心理戰中牢牢掌握了主動權。伊朗首席
核談判代表賈利利近期致函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阿什頓，對六國準備
重返核談判桌表示歡迎，並表示已做好核談判的準備。專家認為，伊朗一方面
表示願意恢復談判，一方面又宣佈觸動西方和以色列神經的核進展，目的是給
華盛頓難堪，為核談判增加籌碼。針對美國對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伊朗則
「選擇性」地停止向歐盟相關國家出口石油，說明伊朗在心理戰中佔據上風。

以色列曾經於1981年在很短時間內摧毀了尚未建成的伊拉克核反應堆，2007
年亦摧毀了敘利亞境內一座處於建設初期的核反應堆。嚐過甜頭的以色列空
軍，幾乎天天夢想伊朗變成第二個伊拉克。但據巴基斯坦官員披露，如果以色
列發動攻擊，擁有核武器的巴國將全力支持伊朗。以色列的攻擊還會導致油價
飆升，讓復甦無望的美國經濟雪上加霜，並對謀求連任的奧巴馬產生毀滅性後
果。美國已經意識到以色列如果襲擊伊朗，將可能引發難以收拾的災難性後
果，所以一直對以色列施壓，說明白宮在心理戰中的確底氣不足。

首宗外傭爭居港權案《入境條例》被判
違憲之後，引發大批外傭爭相到入境處申
請居留權，由於事態嚴重，政府已經提出
上訴推翻結果，上訴案正在高等法院審
理。代表政府的英國御用大律師彭力克於
庭上表示，原審法官裁定限制外傭申請居
留權的入境條例，違反《基本法》，在法律
上犯錯。然而，代表外傭的李志喜卻反駁
指，《基本法》二十四條寫明，居港滿7年
的中國公民，可以獲居港權，在同一條文
內提及的外國公民，只要住滿7年亦應獲得
居港權，不應加入資格限制。即是說不論
什麼人只要居滿7年就可取得本港居港權，
這顯然沒有顧及社會的承受能力，而這種
寬鬆至中門大開的入境政策，在世界各國
都不多見，假如成事勢為本港埋下更大的
人口炸彈。

置港人利益不顧陷法庭於不義
更離譜的是，李志喜為贏得官司，在陳

辭時更要求法庭不必考慮對社會和經濟影
響，只須考慮法律觀點便可。這意味就算
判決會引發數以十萬計的外傭湧港；會令

到福利制度崩塌；公營房屋等資源耗盡；
甚至可能引發社會矛盾等潛在問題，法庭
都不必理會，這種說法是相當不負責任。
固然，法律判案自然應以法律觀點為先，
但對社會的影響及大眾利益都是要考慮的
因素。從宏觀而論，法庭就是為了保障社
會大眾的利益，維護司法獨立的目的也是
為社會謀福祉，怎可能將社會利益完全抽
離於法庭判決呢？李志喜的說法完全是從
贏取官司上 眼，完全是從為外傭取得居
港權的角度 眼，要求法庭的判決不理社
會影響，甚至與大眾利益相違，這是置港
人利益於不顧，也是陷法庭於不義的行
為。
就是從法律觀點來說，法庭的判決必須

考慮到對香港繁榮穩定的影響。《基本法》
的立法原意之一，就是保持香港的繁榮穩
定和港人福祉，這可見於《基本法》的序
言。《基本法》有關居港權條文的立法原
意，充分考慮到香港彈丸之地無法容納太
多外來移民，因此對居港權作出限定。假
如法庭的判決是要取消這些居港權的限
制，並且可能對本港社會的繁榮穩定造成

衝擊，這顯然是違反了《基本法》的立法
原意。因此，李志喜要求法庭判決時不必
理會對社會的影響，是以偏概全的說法，
也是錯誤理解了《基本法》條文，這樣的
專業水準肯定不合格。
而且，李志喜不是一般的大律師，而是

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是黨內的
核心人物，其立場也是代表公民黨。現在
李志喜全力協助外傭，正說明其本人以至
公民黨都是認同外傭取得居港權。不過，
作為一名從政人物，在處理如此關係重大
的官司之時，不能如普通律師般只看法律
觀點。但李志喜及公民黨在外傭案上，不
但沒有顧及社會的承受能力，而且不斷淡
化對社會的衝擊，余若薇早前甚至指外傭
湧港有利改善本港人口老化，令人啼笑皆
非。現在李志喜乾脆要求法庭不必理會社
會影響，公民黨究竟是代表什麼人的利
益，不是一目了然嗎？

公民黨屢損港人利益終自食其果
不要忘記，今日引發社會滿城風雨的

「雙非」問題，根源正來自當年「莊豐源案」

的判決，而當年負責有關的官司正正是李
志喜，其他參與的律師也是公民黨友好。
再看當年公民黨在打官司時，同樣是兩道
板斧，一是針對法律條文鑽空子；二是淡
化案件對社會的影響，就如當年李志喜就
說即使持雙程證者旅港期間產子，稚子也
會隨父母返原居地生活，認為政府杞人憂
天。現在事實終於證明誰是杞人，誰是禍
首。而李志喜當年也曾提到法庭不必理會
社會影響。這說明李志喜及公民黨衝擊本
港入境制度的手法都是一模一樣。但當日
判決不理會社會影響，現在全社會都要承
受惡果，現在李志喜故伎重施，法庭及全
港市民難道要再被她愚弄多一次嗎？
政府上訴案能否得直，最終還要看法庭

的判決，但李志喜及公民黨在官司上罔顧
本港利益，為外傭湧港大開中門的行徑，
市民卻是看得清清楚楚。試問一個毫不理
會市民生計及社會利益的政黨，怎可能真
正為市民利益發聲。說到底，在公民黨等
人心中，真正老闆只是黎智英一個而已，
他們除了選舉時又什麼時候當過市民是老
闆？

政府就「入境條例」違反《基本

法》的上訴案，昨日繼續在高院上

訴庭審理。代表外傭一方的公民黨

核心成員大律師李志喜，在庭上竟

要求法庭毋須考慮判決結果對社會

或經濟的影響，因為是「無關解釋

法律條文」。李志喜的說法相當荒

謬，外傭案關係本港入境政策，對

社會福利及市民生計影響深遠，怎

可能不理會對社會及經濟的影響？

這不禁令人聯想起在當年「莊豐源

案」上，她同樣是要求法庭判決不

必理會社會後果，種下了今日「雙

非」問題的禍根。公民黨屢屢操弄

司法，置港人利益於不顧，這種

「出香港糧，倒香港米」的政黨怎

可能得到市民支持？

李志喜竟指法庭不必理會外傭湧港的影響

作為反對派特首參選人的民主黨主席何
俊仁，市民從來沒有看過他提出過什麼政
綱，只見他不斷出來插科打諢，四處抽
水。不過，市民心知肚明，何俊仁根本沒
有機會當選特首，對於其抽水行為大都一
笑置之，而建制派參選人基本上也不作理
會，唯有黃毓民的「人民力量」卻一直死
咬何俊仁，幾乎他出席任何活動都有「人
民力量」的支持者狙擊。日前在一個街頭
論壇上，數十名「人民力量」支持者就對
何俊仁大喝倒彩，部分人甚至以粗口及粗
口手勢來辱罵何俊仁，並向他投擲示威牌
及紙飛機，令街頭論壇未能繼續，而何最
終也要落荒而逃。

狙擊民主黨志在拉散其選票
撇開政見不論，何俊仁有其言論自由，

就算是因為政見不同，「人民力量」的支
持者在大庭廣眾下對他如此謾罵侮辱，粗
暴阻止其發言甚至將他包圍，這些野蠻的
行徑都超出了社會的接受範圍，就算是不
認同何俊仁言論不認同其參選特首的市
民，都不會支持「人民力量」這些激進的
行徑。「人民力量」在特首選舉中全力狙
擊何俊仁及民主黨，力度甚至比起對付建
制派參選人更為激烈，當中一方面是因為

舊怨私憤，黃毓民對當年民主黨杯葛「五
區公投」，支持收緊議事規則等做法一直
憤憤不平，對民主黨的狙擊也不是今日才
開始的，但更重要還是從選舉上考量，通
過狙擊民主黨，拉散其選票，為「人民力
量」增加議席創造有利條件。
事實上，日前「人民力量」的執委會已

經討論了今屆立法會選舉的出選陣容，但
所謂的討論不過是由黃毓民提出其選舉陣
容，再經執委會通過而已。有關部署分別
是：已經不下十數次說過不再參選的黃毓
民和陳偉業將會「勉為其難」再次出戰，
黃毓民將留守九龍西，而陳偉業則會與
「人民力量」唯一的區議員麥業成，分開
兩張名單出選新界西。至於主席劉嘉鴻由
於具中產背景，將會出選港島，而新界東
則會交由「人民力量」新貴及前電台DJ陳
志全上馬。在九龍東方面，正如筆者早前
指出，由於任亮憲已經與黃毓民割席，其
地位已經迅速邊緣化，將不會出選九龍
東，而追殺「叛徒」陶君行的重任可能交
由社運人士及「香港人網」的主持黃洋達
領軍。按黃毓民的部署，「人民力量」將
會五區出戰，規模不可謂不大。

重施當年狙擊公民黨的故伎

然而，以激進反對派的選票結構，大約
只佔總體選民的百分之十，而且有關票源
還要和社民連及公民黨出現一定重疊，在
這種情況下高舉激進路線的「人民力量」
要在五區成功「插旗」難度極大，要保住
現時的兩個議席尚且不易，何況還要新增
三席？於是黃毓民決定重施當年立法會選
舉的故伎，全力狙擊一個政黨拉散其票
源，打擊競爭對手之餘，甚至可藉此吸納
對方的選票。就如上屆立法會選舉中社民
連的選舉策略一樣，就是死咬公民黨，黃
毓民狙擊毛孟靜；陶君行追打梁家傑；長
毛則不斷攻擊湯家驊，而當時在新西出選
的公民黨張超雄也未能倖免，唯獨是港島
因為社民連代表曾健成自顧不暇無力咬
人，陳淑莊才可倖免於難。結果如何？黃
毓民高票當選，聲勢江河日下的陳偉業也
可保住議席，陶君行以極小的差距敗於梁
家傑，成績不可說不好，至於公民黨卻成
為了最大輸家。
現在「人民力量」狙擊民主黨及何俊仁

的伎倆不過與當年一樣，找一個堂而皇之
的藉口，將自己擺在道德高地，然後百般
羞辱對方；另一方面全力在地區上吸納其
支持者及樁腳，最終將對方票源拉散。以
現時「人民力量」的佈陣來說，其重點打
擊對象相信是九龍西涂謹申、新界西何俊
仁、港島甘乃威、新界東劉慧卿及九龍東
李華明，皆因「人民力量」要在五區取得
議席必須要吸收民主黨的票源才能成事，
所以一直以來，這五名民主黨的立法會議
員都成為「人民力量」以至其網上喉舌
「香港人網」的重點打擊對象，原因正在
於此。所以現在何俊仁參與特首以圖拉抬
聲望，「人民力量」自然不會讓何的圖謀
得逞。而民主黨也不可能任由對方步步進
逼，未來反對派的內鬥將會更加尖銳。

「人民力量」死咬何俊仁的選舉盤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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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特區政府公布「自駕遊」首階段安排，香港私家車自駕到內地遊，實施

之後效果好的話可以推廣為雙向自駕交流。日後港珠澳大橋貫通後，借助自駕

遊帶來的車流、人流和資金流，為粵港澳三地的零售業、專業服務、商業展

覽、酒店飲食、文娛康樂、旅遊等帶來更多的發展機會和就業機會。

早年開放之自由行，為香港帶來和創造近十萬個就業機會，「自駕遊」同

樣可為香港多個行業和整個社會帶來商機與就業職位，是值得歡迎和支持

的。當然，凡事都有好的和壞的「雙刃劍」出現，只要及時作出適度的安

排，事情便會朝向好的方面發展。

無可否認，香港市民對內地駕駛人士的質素存有懷疑。例如內地駕駛人士

對交通守則不如香港駕駛者那般嚴謹認真，又例如一些傳媒對內地發生車禍

的報道過分誇張渲染，令香港市民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內地駕駛人士存在好

多問題，一旦自駕來港，可能造成不便和麻煩，釀成大量交通意外；還有香

港地方有限，假若一旦推行自駕遊，或許有數量不少的內地車輛駛入香港，

造成擠擁塞路現象。所有這些，正是目前香港市民對推行「自駕遊」的關注

及擔心。

由此觀之，在落實「自駕遊」之前，港府必須做好一切有關指引、規則的

宣傳推介，定出嚴懲違規條例，讓內地自駕來港的 車人士必須熟讀了解。

只要兩邊政府做好一切有關的準備工作和各種宣傳指引，「自駕遊」對香港

和內地發展是利大於弊的。

公民黨發起所謂「全民反自駕遊大遊行」，打出「反殖民反自駕」的標語，

正正彰顯公民黨這班狀棍一貫的為反而反，反中亂港的醜惡面目和心態，但

他們所為肯定不會得逞，只能自暴其醜，正如他們早前搞外傭居港權、搞港

珠澳大橋司法覆核和製造「雙非」居港權司法覆核一樣。只要有關當局加以

宣傳指引，讓市民了解清楚利害關係，公民黨煽動「反自駕遊運動」必定失

敗。

公民黨發起所謂「全民反自駕遊」的另一個目的，就是怕一旦自駕遊落實

之後，吸引更多香港有車人士回內地遊覽參觀，有更多機會接觸內地名勝風

景及各種發展和進步，自不然產生對國家的愛慕之情、愛國之心。越多人回

內地遊覽和接觸，越對逢中必反的公民黨不利，尤其是越來越多中產人士家

庭乘自駕遊回內地，更令這班狀棍越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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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人民力量」狙擊民主黨及何俊仁的伎倆與當年對付公民黨一

樣，找一個堂而皇之的藉口，將自己擺在道德高地；另一方面全力在地

區上吸納其支持者及樁腳。以現時「人民力量」的佈陣來說，其重點打

擊對象相信是九龍西涂謹申、新界西何俊仁、港島甘乃威、新界東劉慧

卿及九龍東李華明，皆因「人民力量」要在五區取得議席必須吸收民主

黨的票源才能成事，所以一直以來，這五名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都成為

「人民力量」以至其網上喉舌「香港人網」的重點打擊對象，原因正在

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