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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來，西方與伊朗較量不斷升溫。西
方不斷加大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力度，並宣稱
不排除用武力解決問題。而伊朗則高調回
擊，不僅舉行一系列軍演，展示伊朗的強大
軍事力量和決心，還廣泛開展外交活動，營
造反美同盟。30多年來，美國與伊朗的鬥法
始終沒有停止過。此次美伊危機既有因雙方
失去理性而導致戰爭的可能，也有在對立加
劇後走向談判桌的可能。只要雙方堅持理
性，最終的現實選擇仍將是邊鬥邊談。

邊鬥邊談鬥而不破
雖然美伊雙方劍拔弩張，局勢不斷惡化，

但雙方都明白，誰都承擔不了戰爭帶來的巨
大災難。

伊朗不同於伊拉克，更不同於利比亞。無
論是軍事實力、能源地位還是地緣戰略，伊
朗都非伊拉克和利比亞可比。

前不久，伊朗宣稱完好俘獲了美國最先進
的無人偵察機，足見伊朗軍事方面的實力。8
年兩伊戰爭，伊拉克在美國為首的西方支持
下都沒有討到半點便宜，說明伊朗軍事實力
要遠高於當年的伊拉克。而且伊朗石油日產
可達410萬桶，是僅次於沙特的世界第二大石
油出口國，一旦開戰，必然引發全球石油價

格暴漲，對於仍處在經濟危機困境的美歐來
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國內民眾可能首先難以
承受。

此外，伊朗還扼守易守難攻的霍爾木茲海
峽。一旦爆發戰爭，憑藉伊朗目前的海軍實
力，封鎖該狹窄的海峽是有可能的，屆時不
僅海灣國家的原油無法運輸出去，美國的航
母和大兵恐怕也難以穿越。

從地緣戰略上來說，伊朗與俄羅斯、中國
保持了密切關係，伊朗在中俄外交全局中的
份量遠非利比亞和敘利亞可比。中俄兩國不
會坐視美歐對伊朗動武，美歐很難通過安理
會授權方式來對伊朗動武。

此外，伊朗與日本、歐盟、印度等國也有
密切的經貿往來，尤其是石油出口。伊朗

石油18%出口到歐洲地區。美國由於與伊朗
長期對立而幾乎沒有石油貿易往來，美國號
召日歐等盟國對伊朗進行石油制裁，受傷害
的只能是日本和歐盟各國，因此日歐對此態
度猶豫。而印度作為獨立的大國，更不會接
受美國的石油制裁號召，很可能與中俄站在
一起，不僅反對對伊朗進行石油制裁，更反
對對伊朗動武。

正如俄羅斯政治觀察家弗拉基米爾．西蒙
諾夫所指出的，對於來自美國和歐盟的壓

力，伊朗回擊的方式要比美國試圖使用武力
打擊的方式更多。

從美國來看，雖然美國不斷要求加大對伊
朗的制裁力度，但其目前主要的考慮還是想
通過勒緊枷鎖來迫使伊朗屈服，放棄核武器
研製計劃。作為反對伊拉克戰爭而上台的奧
巴馬政府來說，不大可能再發動一場與伊拉
克戰爭性質和後果相似的戰爭。而且在目前
美國大選選情不明的情況，奧巴馬更是不敢
拿大選作賭注，輕易做出對伊朗動武的戰略
決斷。除非在下半年選情出現戲劇性變化，
國內民意出現重大轉變，奧巴馬政府為了獲
得連任而做出重大抉擇。

對於美伊雙方來說，打也打不起，談也不
願談，雙方都陷入兩難境地。但從過去30多
年美伊鬥法的歷史看，只要美伊雙方不出現
戰略誤判，最終結果可能是邊鬥邊談。緊張
一段時間，然後重新回到談判桌，談判破裂
後，再度劍拔弩張，每次到最危險的時刻，
雙方都留有餘地，最後會各讓一步。

目前所謂的美伊危機有很大程度上的媒體
炒作的因素。研究中東問題的專家認為，伊
朗目前的強硬是為下一階段的伊朗核問題談
判提高價碼。（本文轉載自2012年2月《紫荊》

雜誌，內容有刪減。）

美伊都未完成開打的準備

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近日
在接見南京市代表團時，否認南京
大屠殺，而且舉證的理由很荒謬
無理—他的父親不承認南京大屠
殺，因為他父親就是侵華老兵。

隨後，南京市政府正式宣佈，
暫停與名古屋市的官方交往。中
國外交部也發表聲明，在駁斥河
村隆之的同時，強調理解和支持
南京市政府的決定。河村隆之既
不道歉也不收回言論，甚至要和
南京市進行大辯論。在此情形
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出來宣示立
場，一方面強調日方立場沒有改
變，另一方面通過內閣官房長官
表示日本軍「對非戰鬥人員的殺
害、掠奪等行為是無法否定的。
村山談話發表以來，政府（對於

「南京大屠殺」等）的立場沒有
改變。」

中日外交的這場風波，看來僅
僅局限於地方政府層面。但是，
這一事件也凸顯，中日外交的歷
史死結依然糾結，是中日兩國關
係繞不過去的結構性障礙。近年
來，隨 民主黨執政，其相對理
性的歷史觀，使中日關係能夠繞
過歷史險灘而更多地 眼於現實
發展。在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以及
中國綜合實力超越日本，成為全
球第二的現實下，中日之間的矛
盾似乎轉移到地緣和經貿之爭
上。但河村隆之的謬論，再次警
示中國，日本國的歷史觀，較之
以往更為混亂和極端。

一是日本政權更迭頻繁，民主
黨政府的穩定性遭遇黨內外兩方
面的挑戰。現任日本首相野田佳
彥就是當年南京大屠殺「百人斬」
中亞軍的孫子。日本文化有 極
端「為長者諱」的祖先崇拜情
結，可想而知，野田佳彥的右翼
立場該是如何的濃厚。儘管他在
首相任上會講出冠冕堂皇的外交
辭令，但其右翼理念是根深蒂固

的。如果說右翼的野田佳彥在對
待侵略歷史上還有所遮掩，那麼
民選市長河村隆之則是完全的口
沒遮攔了。他以「老鬼子」父親
的言論來抹殺南京大屠殺，既是
日本糟粕文化的體現，又淋漓盡
致地揭示了日本政界暗流湧動的
右翼思潮。

二是日本大國地位被中國超
越，刺激了日本政界極端的對華
恐懼和焦慮感。日本大地震發生
後，日本國內的排外民族主義達
到了鼎盛，國內政治右傾化嚴
重，地方右翼勢力開始抬頭。因
此，日本政府成為配合美國重返
亞洲戰略的急先鋒，以及在經濟
上急 加入TPP，充分體現了日本
要假美國之力抗衡中國的目的。

三是最讓人擔憂的，日本國內
不僅有政界右翼勢力的鵲起，還
有右翼媒體的輿論倡導。在政媒
兩界不理智的導向下，日本民眾
的對華情緒也被誤導。2010年，
中日兩國媒體所做的一份調查顯
示，日本民眾對中日關係未來前
景，有9成選擇了「不好」。此次
河村的謬論，名古屋市民大多表
示「支持」。據日本共同社報
道，在330個反映市民立場的言
論看，「贊成」的有268件，反
對的61件。當然，這未必代表日
本民意，但也凸顯日本國民存在

令人堪憂的錯誤史觀，意味
日本右翼存在 廣泛的社會基
礎。

河村隆之的謬論不值一駁，但
是浮蕩在日本民間的錯誤史觀和
民族主義思潮，卻是相當危險
的。尤其是在日本經濟處於危機
之時，右翼勢力恐會借助這種民
族主義情緒鋌而走險，歷史的悲
劇也許會重演。對日外交，中國
政府還應該持續不斷地向日本發
出「歷史」棒喝，以糾偏其全民
性的「歷史健忘症」。

《蘋果日報》昨日頭版報道所謂的特首
紅酒存倉事件，並以聳人聽聞的標題指

「大小便宜通殺紅酒存倉都要關照　全城怒
喊曾蔭權下台」，報道引述一名自稱曾在皇
冠酒窖任職的市民所言，指曾蔭權在該酒
窖的屯門酒倉存放了過千支酒，而「全公
司只有詹康信及其副手能免費存酒。公司
高層知悉三樓C倉存放了曾蔭權的藏酒，
但文件以詹康信名義記錄，『曾蔭權唔係
用999，而係用大老闆（詹）個名存。收
費單據從來冇出現過曾蔭權個名，即係佢
從來冇畀過錢』。」 於是《蘋果日報》就
指特首是獲美國總商會前主席詹康信「關
照」，因此可以在其酒窖免費存酒云云。
然而，《蘋果日報》的報道根本全屬造
謠，毫無事實根據。

捏造免費藏酒居心叵測
事後，特首辦已立即發表聲明，指曾蔭

權「從沒有存酒於Crown Wine Cellars」，而
皇冠酒窖亦否認替曾蔭權存酒，又聲稱他

並非客戶，這已經說明《蘋果日報》指特
首在皇冠酒窖免費存酒完全是一派胡言。
事實是，詹康信沒有為曾蔭權存酒，卻有
為他買酒。曾蔭權由於將在卸任後遷出禮
賓府，於是在前年將一批私人藏酒以二百
萬元售予詹康信。而曾蔭權並將賣酒所得
二百萬元全數捐予紅十字會、公益金和善
寧會三間慈善機構，全部都有記錄。紅十
字會副秘書長蘇婉嫻表示，前年收到特首
夫人曾鮑笑薇捐款五十萬元作為重建新總
部大樓。公益金亦指，前年五月收到一百
萬元以曾鮑笑薇名義捐出的款項。

這些事實已經說明曾蔭權不但沒有得到
什麼人的「關照」，可以免費使用酒窖，而
且他更將私人藏酒捐出作善事，之後亦沒
有向外界提過有關善舉，這些為什麼不見

《蘋果日報》報道？而且，《蘋果日報》據
某位曾任職皇冠酒窖的市民所言，在未經
求證之下就去以頭版頭條報道，是缺乏傳
媒操守的表現。原因是該「報料」市民可
能是故意誤導傳媒，又或他只看到一批特

首辦的藏酒搬運至酒窖，卻不知道這些酒
是詹康信向特首購買，所以才將酒放在酒
窖之內，於是以為特首可以免費存酒，引
發了誤會。但不論是因為什麼原因，傳媒
面對這些對他人的名譽地位有嚴重影響的
報道，理應先調查清楚，查明屬實才能刊
發，怎可能單憑一面之辭就去抹黑他人。
而且，其報道內也有引述特首辦的回覆，
那事件原由已經十分清楚，《蘋果日報》
還要以如此聳人聽聞、有導向性的標題來
誤導讀者，根本目的就是為了造謠抹黑。

屢造假新聞只為政治服務
《蘋果日報》造謠雖然並非第一次也不

會是最後一次，但其在各種黑材料此起彼
落的情況下，趁火打劫，全力污衊特首，
顯然是別有目的，就是要打擊特區政府民
望，攪亂今次特首選舉。君不見，在《蘋
果日報》大力造謠抹黑之後，反對派立即
心領神會，工黨主席李卓人立即出來指

「連串指控反映曾蔭權收受利益嫌疑越來越

大，衝擊本港廉潔的核心價值，令港人怒
不可遏」，而其他反對派政黨亦將會在立法
會上狙擊有關事件。然而，藏酒事件已經
證實是假新聞，為什麼不見反對派出來指
斥假報道，而且還要以假作真，繼續狙擊
特首，目的明顯對人不對事，是要借題發
揮，煽動社會的反感，撈取政治油水。

事實上，《蘋果日報》過去多次為了政
治目的而不斷製造假新聞，小至借簡體字
路牌挑動兩地民眾情緒，但原來在旁邊就
豎立了一個繁體字路牌；又如在「自駕遊」
事件上，故意誤導市民以為第一階段就會
讓內地車輛南下，煽動市民不滿；屢屢對
城中富商造謠誣衊，挑起社會的「仇商」
情緒；用假照片、假新聞來抹黑內地的情
況更是屢見不鮮。在現時政局亂箭齊飛的
環境下，《蘋果日報》更不甘於寂寞，於
是乘機刊出種種不實以至是虛假的報道，
趁火打劫，搞混濁水從中取利。然而，

《蘋果日報》的行為罔顧了傳媒操守，只會
在事實面前誠信破產。

《蘋果日報》指特首在皇

冠酒窖免費存酒完全是一派

胡言，事實證明曾蔭權不但

沒有得到什麼人的「關

照」，可以免費使用酒窖，

而且他更將私人藏酒捐出作

善事。在各種黑材料此起彼

落的情況下，《蘋果日報》

以如此聳人聽聞的假新聞誤

導公眾，其目的一是要打擊

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民望，

二是企圖攪亂正在進行的特

首選舉。然而，《蘋果日報》

的行為罔顧傳媒操守，只會

在事實面前誠信破產。

《蘋果日報》為何趁火打劫肆意造謠？

公民黨的李志喜近日在外傭居

港權官司中公然說，法院判決

「毋須考慮判決結果對社會或經濟

的影響」。這充分暴露了以李志喜

為代表的公民黨替外傭居港權打

官司和不理《基本法》二十四條

立法原意的目的，是為了危害香

港的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從李

志喜為「莊豐源案」打了官司引

致「雙非」湧港產子引起港人與

內地矛盾和爭拗日益尖銳、損害

本港產婦的利益來看，李志喜和

公民黨危害本港的罪惡目的是達

到了。由此可見，李志喜和公民

黨幹的全是損害法治和違反法律

原則；他們明修「維法」棧道是

為了暗渡亂港奪權的「陳倉」。

法律原則指的是法官和辯護律師，為
使案件判決符合法律的原意和對原告人
及被告者的公平、公正必須遵循的原
則。它指的是法律平等、法律倫理、法

律責任、法律監督四大原則，可是李志
喜將此四大原則破壞殆盡。

先破壞法律原則
第一是破壞法律平等的原則。這一原

則，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主社
會的法律是為保障絕大多數人的權益而
制訂的共同契約，李志喜為外傭居港打
官司爭居港權，卻危害700萬港人的根本
利益，是為法律之不平等。公民黨為朱
婆婆個人打港珠澳大橋環評官司而無視
數以萬計建築工人失業，是《管子．明
法解》之「大捨公法，而行私惠，利奸
邪而長暴亂也」。

第二是破壞法律倫理的原則。法律倫
理學堅持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護
法過程應涉及倫理關係和道德問題。亞
里士多德的「法學論」就是將法與正
義，人性與理性聯繫起來為建立良法體
系和秩序提供價值基礎。其「法」的倫
理學要求訴諸法律和法官判案應與正義
和理性一併考慮。李志喜為莊豐源和外
傭居港興訟，製造社會不和，破壞了正
義和理性的法律倫理原則。

第三是破壞法律責任的原則。唆使興
訟和法官判案必須承擔法律後果。李志
喜為外傭居港贏了官司，即有逾50萬人
湧港使本港居住、教育、綜援不堪負荷

而沉船；高達10%
失業率將使社會不
穩；公民黨唆擺港
珠澳大橋停工，害
65億公帑浪費，都
應負上法律責任和
社會責任。

第四是破壞法律
監督的原則。在民
主社會，政府、社
會和公眾有權對法
律的實施和判決進
行監督。故作神
秘、高深和黑箱作

業都不能公平公正執法；余若薇把港人
的監督指責為「藐視法官」，梁家傑警告
港人反對公民黨包攬訴訟要「訴諸法
律」，是將法律當作公民黨的「專利」而
有違「司法獨立」的原則，也是為威
嚇、逼迫港人就範服從的拙劣手段。

後明修「維法」棧道
公民黨以反對法律起家。成立之初，

就是以反對《基本法》的「四十五條關
注組」起家，表明他們一開始就不尊重
也不遵從這一部香港的憲法。前黨魁余
若薇在鼓吹違憲違法的「五區公投」、

「全民起義」時更叫嚷「《基本法》也不
是不可違反的」。其踐踏《基本法》的手
法和目的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公民黨任意擺佈法律。他們出於亂港
反中的需要，黨核心成員李志喜打 反
對《入境條例》「凌駕」《基本法》旗號
為外傭居港打官司，可以無視和割斷

《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立法的原意，正是
任意將法律為我所用的拙劣惡例。

李志喜和公民黨要壟斷法律的解釋
權。長期以來，這些「御用大律師」穿
黑袍，戴假髮，道貌岸然，把自己打扮
成法律的化身，使對法律知之甚少的港
人敬畏、尊崇。這正好給這些人有機可
乘：一任意解釋法律，二反對人大釋
法，三包攬訴訟官司，四踐踏香港法
治。公民黨妄圖壟斷法律解釋權，是要
將法律歸為己有，以便用公民黨的人治
代替香港的法治。

李志喜和公民黨要玩殘特區政府和香
港人。他們玩弄法律的目的，無論是十
多年前的「吳嘉玲案」和「莊豐源
案」；抑或今天的「港珠澳大橋案」、

「外傭居港案」，都是明修「維法」棧
道，暗渡對特區政府施政設關閘、拉絆
索、埋炸彈，危害港人利益，要使香港
沉船，好讓他們收拾殘局，取而代之，
變香港為「獨立」政治實體，向洋主子
邀功領賞。

剝掉公民黨的所謂「護法」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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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伊朗石油部19日宣佈停止向
英國和法國出口石油之後，伊朗
石油部副部長兼伊朗國家石油公
司總經理艾哈邁德．卡勒巴尼又
表示伊朗可能停止向西班牙、荷
蘭、希臘、德國、意大利和葡萄
牙等更多歐盟國家供應石油。在
歐盟國家中，從伊朗進口原油最
多的是意大利，為每天18.5萬
桶，其次是西班牙（每天16.1萬
桶）和希臘（每天10.3萬桶）。西
班牙、希臘和意大利有可能成為
伊朗斷油措施的最大受害者，其
石油需求量的13%-14%由伊朗滿
足。

2月19日伊朗宣佈停止對英、
法兩國供油之後，20日北海布倫
特原油2012年4月份交貨的期貨
結算價一度漲至每桶121.1美元，
創8個月來新高。油價隨 國際
局勢不斷震盪上行，它將對世界
經濟復甦產生負面影響。根據摩
根大通發佈的最新報告，2013年
國際石油價格每桶將會高於120
美元。

目前，伊朗與美國間的「叫板」
不斷升級，石油寶庫波斯灣可能
會發生「硬碰硬」的衝突；中東

「中樞神經」敘利亞的亂局仍在
發酵，大國間的博弈全面上演，
未來形勢撲朔迷離；北非地區

「政治地震」的餘波還未散去，
內外部各方角力還在繼續；此
外，南北蘇丹矛盾以及尼日利亞

騷亂等因素，都催生了市場對石
油供應不足的預測，推動油價異
常上漲。

另一方面，石油生產國似乎也
在利用這一「武器」。面對阿拉
伯世界突發的變局，海灣國家打
算花更多的資金推進公共計劃，
改善民生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以緩解社會矛盾。沙特阿拉伯準
備在今後幾年內拿出1250億美元
來搞「民心工程」。為籌集巨額
資金，產油國私下已達成默契，
欲從高油價中獲取更多利益，幫
助各產油國實現財政盈餘。

海灣地區已探明石油儲量約
6500億桶，佔世界總儲量的
70%。該地區石油出口總量佔世
界總出口量的60%。伊朗是石油
輸出國組織(歐佩克)的第二大產
油國，現日均產油350萬桶，出
口260萬桶，其中20%出口向歐盟
國家。如果海灣戰火燃起，歐盟
正式停止從伊朗進口原油，全球
油價將上漲30%，原油價格可能
飆升到每桶150美元至160美元。

儘管各國想方設法採取補救措
施，但每次危機都會使世界經濟

「傷筋動骨」。事實上，油價在一
年內每桶每上漲15美元，將可能
使世界經濟增長率減少1個百分
點。在當前世界金融危機和歐債
危機依然嚴峻的節骨眼上，油價
持續走高對世界經濟復甦無異於
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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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挑起外傭居港權案，引起市民的強烈不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