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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已
經使華盛頓進
入一個怪圈，

國會山已經不是「精英」們討論如何
解決經濟復甦和失業等民生問題的議
事堂，而是兩大黨競相做秀爭取選票
的地方。難怪最新調查顯示，逾九成
民眾對國會山上的議員表示「極度反
感」。現在，奧巴馬政府官員的言論
離不開選舉這個目標，共和黨議員的
策略也是為了「打倒對方」，兩黨都
想通過「大選槓桿」使自己獲益最
大。部分議員極度放大中國商品對美
國經濟的負面影響；結果真正需要迅
速解決的問題卻無法得到處理。「大
選槓桿」已經成為困擾美國經濟復甦
的絆腳石，不僅陷華盛頓於無休止的

「內耗」，而且持續絞緊復甦死結。
麥凱恩等共和黨議員近期頻頻向白宮

施壓，稱白宮政府對中國「太客氣」，
對朝鮮「太軟弱」，鼓吹白宮政府應該
迅速出兵伊朗和敘利亞，結果將諾貝爾
和平獎得主奧巴馬逼到了死角。奧巴馬
近日高調反擊稱：對伊朗和敘利亞隨意
軍事介入是不負責任的「高談闊論」、
須知「戰爭並非兒戲」。顯示美國已進
入惡性循環。1400萬失業大軍就像是一
個火藥桶，隨時可能引爆。政府囊中羞
澀，不得不縮減開支，結果軍隊哇哇
叫；學校科研上不去；80%的公路和橋
樑長年失修；影響經濟復甦的死結不僅
解不開，而且因為大選被絞得越來越

緊。

大選後必須向北京靠攏
美國經濟復甦極需要良好的國內外環

境，然而，美國政客卻反其道而行之，
利用民眾恐懼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
大的經濟體的思潮，與自己的最大債權
國一次又一次挑起貿易戰，反覆幹損人
不利己的勾當。共和黨參選人羅姆尼的
激進言論，總是圍繞選民的幼稚情緒定
調。奧巴馬雖然提出包括向中國出口高
端產品等系列貿易方案，並對國會表示

「已經不能再等了」，但國會不賣賬，阻
撓了可以幫助高端產業發展的貿易措
施。2008年美國大選的時候，民主黨在
貿易問題上也是這樣抨擊中國，時至今
日，共和黨人老調重彈，使用當年奧巴
馬曾經用過的策略，說明美國政客容易
周期性地患錯誤。

大選已經讓美國政客辦事、言談不
顧後果。事實上，克服經濟和安全方
面的挑戰，華盛頓離不開北京的支
持，一味地指責中國並不能夠解決美
國的社會矛盾和復甦死結，反而會添
加更多麻煩。民眾對政客的不滿反映
美國遭遇到空前的信任危機。就業、
債務和赤字、醫療保險、能源價格等
令人頭疼的事情，並沒有被列入候選
人的日程議事之中，當然令九成美國
人「非常失望」。美國民眾對國家走
向的擔憂，還從來沒有這麼糾結過。
美國媒體認為：選舉結束後，無論誰

獲選總統，都必須向中國靠攏、和北
京談「情」。

轉移視線掩蓋民眾不滿
為了獲取選票，在任總統總是極力掩

蓋民眾對自己施政的不滿，並通過轉移
視線的辦法，將社會注意力「吸引」到
對連任有利的新聞中。政客可以黑白不
分，也可以是非不辨，民主於是也變成
籠絡民心的一個慣用口號。他們認為聽
話的即是民主，即使如沙特阿拉伯等眾
所周知的專制國家，白宮也將其列為

「民主」國家。而仿照美國選舉產生總
統的伊朗，由於看不順眼，則被列為獨
裁、邪惡軸心，國會山上的政客於是天
天都在算計德黑蘭。大選已經使 「美
式民主」標準變成是瞬息萬變的萬花
筒。

美國制裁伊朗，導致美國油價節節攀
升，引發市民的強烈不滿，大大推低了
奧巴馬的民意支持率。奧巴馬為了緩解
矛盾，竟可以無視高油價給美國帶來的
災難，開口講大話，高調聲稱世界原油
供應充足，說明政客為了選舉什麼招都
使得出來。最新民調顯示，奧巴馬的總
體支持率持續下跌，赤字、稅收、失
業、醫保等死結不僅得不到解決，持續
上漲的油價又成為新的矛盾。「高油價」
也已經成為共和黨議員進攻白宮政府的
最佳炮彈，打得奧巴馬政府毫無招架之
力，變得一籌莫展。

大選續絞緊美國復甦死結

在今年的「兩會」上，中央領導人多次

提到香港問題。他們對香港有關問題的闡

述，針對性強，內涵豐富，充分體現了中

央對香港的高度重視和殷切希望。在小組

討論中，與會的香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也發表了不少精闢的見解。梳理中央領導

人的講話和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精

闢見解，對正確認識當前香港政經形勢和

存在的困難問題，對港人提高認識、加強

信心，破解香港政經迷局，都有重要的指

導和啟發作用。

穩經濟重民生應成為香港社會主調
在「兩會」上，中央領導人充分肯定了

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績，同時也

提醒港人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溫家寶總理

指出，香港現在是困難與機遇同在，一方

面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影響和壓力還存

在；另一方面，香港還面臨 經濟下行和

通脹的雙重壓力。溫總理說，針對存在的

問題，香港必須努力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推進民主、保持社會和諧，而且重點

解決好社會公平、物價高漲、居民住房和

教育與醫療等重大問題。

習近平副主席也指出，香港作為經濟對

外開放度和依存度都很高的城市經濟體，

面對眼前嚴峻的國際經濟環境，香港今年

的經濟增長預期將會遜於前兩年，失業率

也可能會反彈，輸入性的通脹壓力更不易

有效緩解，對此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做好應對準備。

目前國際金融危機陰霾未散，香港面臨

的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2012年香港經

濟的外圍因素將處於不穩定的狀況。

對此，香港要增強憂患意識，準備好各

種應對預案。同時，切實把握國家「十二

五」規劃的歷史機遇，深化與內地的合

作，謀劃長遠，贏得發展。 溫家寶總理所

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勾勒了今年內地經濟

施政大方向及重點措施，穩經濟重民生成

了今年中央政府施政的主調。在香港面臨

經濟下滑和通脹上升可能的局面下，穩經

濟重民生也應成為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主

調。

在愛國愛港旗幟下實現最廣泛團結
在「兩會」上，習近平副主席會見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以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時，

多次提到香港社會要團結。他指出，要更

加團結地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和諧穩定

是福，動盪折騰是禍，要在愛國愛港的旗

幟下實現最廣泛的團結，要講團結、顧大

局、理性溝通，進一步促進社會的包容共

濟與和諧穩定。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認為，團結一致

不只是口頭上說，而要用實際行動去做，

要有海納百川的氣度。范徐麗泰說，不論

誰當上新一屆行政長官，必須要任人唯

才，多聽不同群體的不同意見，令他們明

白其意見得到尊重，亦令他們明白到為香

港整體利益，過去的芥蒂應該一筆勾銷。

最近，中大亞太研究所一項兩年一度的

民調顯示，認為官民矛盾嚴重或非常嚴重

的受訪者，從2006年的不足三成五攀升至

今年的六成八。

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雖然利益多元、訴

求多樣，根本利益卻是一致的：就是香港的

繁榮穩定。只要大家在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的大目標下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加強溝

通、顧全大局，就一定能夠在愛國愛港的旗

幟下實現最廣泛的團結。「兄弟同心，其利

斷金」，習副主席在對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

委員的講話中引用的這句古語值得港人深

思。

（本文轉載自2012年4月號《紫荊》雜誌。

內容有刪減。）

香港華僑愛國愛港團結互助
香港僑界是華僑、歸僑、僑眷和居港外籍

華人組成的獨特的社會群體。他們愛祖國，
不求回報，只盼祖國富強。他們愛香港，珍
惜香港自由發展的機會。他們艱苦謀生不怕
流汗，自食其力不靠綜援。他們善良純樸，
維護香港的繁榮安定，厭惡政客的猙獰面
目。他們重友誼重感情，守望相助互相扶
持，為此而集會結社。他們關心國是，議論
風生，活躍敢言。他們喜文藝愛歌舞，經常
組隊旅遊，團聚聯歡，在喧聲笑語中，以普
通話、廣東話、原籍方言和僑居國語言為共
同語言。他們是活潑的一群，開朗的一群，
向上的一群。如今，香港的華僑華人以主人
翁精神深入本土社會建立密切關係，他們以
血緣、地緣、文緣、神緣、情緣等紐帶建立
起地區性、全港性、乃至世界性的社團，以
高度熱情參與當地社會活動，融入社會，融
入主流，從而逐漸得到香港各界人士的認識
和讚許，擴大了影響力，提高了自身的社會
地位。香港華僑湧現大量傑出人才，培育了
眾多知名的企業家，專業人士，文化工作
者，社會活動家，熱心公益的慈善家，以及
立法會議員，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等政
商界俊彥。在長期歷史中，香港的華僑華人
形成明顯的共同特徵：重視鄉誼，互相扶
持，喜愛集會結社，關切民族盛衰，關切祖
國變革，他們深受中華文化薰陶，有 強烈

的故土情結，又與海內外華人緊密聯繫，關
係網絡遍及全球，擁有豐富的國際資源。

支持祖國穩定發展功不可沒
華僑華人在香港有 輝煌的歷史，這裡是

楊衢雲、孫中山組織海外華僑醞釀起義的基
地，是廖承志聯絡海外華僑支持革命的據
點，香港華人華僑是中國抗禦列強、振興中
華的重要支持力量。香港僑界在血緣、地緣
和文緣等方面與內地有 千絲萬縷的聯繫，
眾多社團充當僑界成員和內地組織聯繫的紐
帶，在文化和經濟等方面與內地保持來往，
為內地的建設和兩岸交往起 積極的作用。
特別是在內地開放改革新時期，香港僑界同
胞走在投資內地的前沿，在保持香港國際大
都市的地位，建立與內地更密切的經貿關係
等方面，均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優勢。今
天，數百萬香港僑界同胞無論在香港順利回
歸，還是在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等方面都做出
了重要貢獻。隨 全球經濟一體化推進，香
港僑界在協助國家走向國際化的過程中也扮
演了積極的角色。中國企業「走出去」雖已
成為大勢所趨，但也遇到不少的障礙，而香
港華僑已經構建遍佈世界、運作成熟的政治
經濟網絡，熟悉國際市場的運作，為國內企
業「走出去」積極發揮作用。

在新的時期，伴隨 中國和平崛起，中華
文化的發展和繁榮迎來了新的機遇。歷史和
現實證明，一個國家的富強，始於文化的復

興；一個民族的振興，源於文化的繁榮。一
個國家只有在世界文化中有相當的作為，才
能進入大國之列，才能成為文化強國。2011
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構築

「文化強國」的重要決定，對未來中國文化發
展作出了戰略性部署。弘揚中華文化，向世
界介紹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對外展示中國
良好形象、宣傳中國的偉大成就，已成為中
國現代化發展現階段的一個必然要求和戰略
舉措。

弘揚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　
香港中西文化薈萃，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

具有無可取替的獨特地位，香港的華僑華人
在加強兩岸四地融合，促進祖國與世界的文
化交流與合作、促進祖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
開放等方面，都做出了應有的貢獻。香港華
僑華人團體經常舉辦規模大、活動多、層次
高，極富鄉土氣息的華僑節等節日慶典，從
世界各地前來香港參加團聚的海外赤子越來
越多，通過舉辦慶祝會、藝術文化活動、經
貿活動和諮詢活動，使之成為在全球華僑華
人極具影響力的歡慶大典，對華僑之間相互
了解、溝通資訊，促進海內外華僑的團結、
友誼、發展起到了良好作用，通過這些大型
活動也加強了中華文化的對外交流，推動中
華文化走向世界，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華文
化，讓世界了解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文化，
提升華人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

實現中華文化「走出去」，提升中華文化的
世界影響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
經之路。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華文化
實現大發展和大繁榮離不開走出國門。中華
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情感
基礎、思想基礎和精神基礎，是維繫全世界
炎黃子孫的精神紐帶，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對於密切海內外同胞關係意義重大。香
港華僑華人與祖籍國千絲萬縷的聯繫和骨子
裡那份故土情懷無疑成為中華文化傳播的重
要載體，伴 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廣泛和密
切，香港華僑華人在海內外的影響力和地位
將不斷增強，中華文化也必將隨 華僑華人
的努力推廣而傳遍世界各地，發揚光大。

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

界，是祖國大地上獨一無

二的華僑聚居地，是海外

華僑華人的交匯中心和活

動基地。香港的一大特徵

是國際性的移民都市，自

開埠始就與華僑結緣，是

歷史悠久的僑鄉，是華僑

華人來往僑居國與祖國的

橋樑，輻射全球華人的聯

絡中心。伴隨 祖國的和

平崛起，香港僑界將在華

僑華人弘揚中華優秀文化

中扮演積極角色，展示華

僑華人良好形象，擴大中

華文化在海外的影響，增

強中華文化的輻射作用，

體現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所

具有的強大吸引力和向心

力。

發揮香港橋樑作用 展示華僑良好形象
——為「第六屆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而作

香港樓價又再創新高，中原城市
領先指數升破101點。中原城市指
數以1997年7月1日為基數點，即
100點，目前香港平均樓價已超越
1997年那個被視為瘋狂價格的時
代。

樓價已超越97高峰
去年下半年，香港樓價曾經因為

股市下跌而下跌，但近來股市回
升，樓價也回升。我認為更重要的
是，最近美國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公
開說，目前的低利率會維持一段很
長的時期，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催化
劑，使到人人都認為利率太低，錢
放在銀行沒利息，就湧入市場搶購
樓房。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及金管局總裁
陳德霖近日都曾公開說擔心樓價太
高，不過，不少人則認為，曾司長
任期只剩兩個多月，能做什麼？更

有人認為，曾司長什麼也不該做。
不過，我認為負責任的財政司司

長是應該工作到任期的最後一天，
有需要採取行動時就採取行動。

今年第二季政府將主動推出拍賣
的土地非常少，原因之一可能是因
為上一季土地拍賣成績不是很理
想，荃灣西港鐵站上蓋土地招標流
標，加上去年下半年樓價下跌，導
致政府決定減少今年第二季的土地
供應。

我認為政府是應該緊急檢討今
年第二季土地供應量，趕在7月1
日前增加推出土地供應市場，向
市場發出清晰的訊息：政府手上
仍有不少土地供應，隨時可以增
加供應。

借鑒新加坡經驗壓抑樓價
儘管中原城市指數重越100點大

關，但是今日不同地區的樓價與

1997年相比，則相差很遠。新界西
北地區樓價仍然遠遠低於1997年的
水平；但港島區樓價則高於1997年
水平，豪宅樓價更遠遠超越1997年
水平。

為什麼樓價會出現兩極化現
象？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來自
境外的買家推動了豪宅價格。港
島區的樓價，因境外買家主要來
自內地，他們來香港買樓，專買
豪宅，買地點好的地段，在這群

「生力軍」的推動之下，香港樓價
出現兩極化。

去年，新加坡政府推出一項新措
施，所有境外買家及公司買家買
樓，不論新舊，都得額外付一筆印
花稅。這項措施有相當作用，適度
地壓抑了海外買家及以公司買家作
掩飾的投資者的購買慾。因此，目
前新加坡樓價開始穩定下來。我認
為這是值得香港研究、學習的方
法。

有為的政府，儘管任期不足3個
月，見到目前屢創新高的樓價，
若認為是應該做些事就應該馬上
做。

樓價創新高 政府應有所作為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曾淵滄 博士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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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衝擊警員、野蠻暴力，警方
被指受惡鷹操縱；示威不依原定路
線，高舉未經申請的雕像，康文署被
指打壓市民。如今，街工、工黨及社
民連指責房署轄下屋 辦事處撕掉他
們的海報或以其他橫額遮擋，屋 辦
事處又遭政客攻擊，被指淪為政府打
手。加上部分傳媒的渲染，此事被無
限放大延伸，陰謀論直指候任特首梁
振英。

社民連權貴不用自己動手，大大小小
的獻媚者自動獻身，最後的推論是「反
對聲音被滅音，言論自由的空間喪
失」。這些論說的邏輯為「滑坡謬誤」
(slippery slope)，被迫害妄想症的人胡亂
解讀，從海報推斷出種種危機，牽強至
極。

梁國雄常掛在口邊，指自己是受命
市民。「若然不給我發聲，我便是
廢。」誠然，議員有責任為民請命。
但其言論、行徑最低限度也要合法、
合理。2003年有網民編改政府新聞
稿，以愚人節笑話為包裝，宣告「香
港成為疫埠」，結果被判由社會福利
署監管12個月。類同的言語罪行不
絕，如「組織快閃強姦」、「社交網
站誘人試毒」、「時代廣場放炸彈」
等，都引起公眾不安。

海報見於公眾地方，政客的流言蜚
語、惡意中傷影響更大，往往能煽動

群情。議員雖以「官迫民反、抗爭有
理」為幌子，但其海報仍然理應受房
署監管。房署發言人指屋 告示板張
貼的海報必須為資訊性質，以服務居
民和不牟利為本，不應含非法、不
雅、誹謗或影射等字句，也不能被視
作協助他人或團體去指摘或批評他
人，而未經准許張貼的告示會被清
除。

反對派被房署打壓的指控毫無憑
據，其張貼的海報更達不到服務人
民的目的。為保障言論自由和社會
的運作，香港的誹謗法賦予立法會
議員在議會內的討論以及傳媒合理
報道特權（這正好解釋了梁國雄為
何 每 每 在 議 會 無 的 放 矢 ， 肆 無 忌
憚；在司法程序中則循規蹈矩，不
敢藐視法庭），但屋 的海報實屬另
一性質的公告，不可一併而論、混
淆視聽。

房署的前線員工非誹謗法的專家，
有問題的海報暴露於屋苑當眼處，他
們只能當機立斷。當然，房署的做法
亦有改善空間，如釐清審查準則，好
讓政客失卻藉口炒作新聞，另外還要
教導員工怎樣應變。據知議員胡志偉
的海報可在黃大仙張貼，卻不得在觀
塘及彩虹 張貼，房署和屋苑的默契
亦應該加強，使指令一致執行，免受
不白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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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價在沉寂一段時間後，又再創新高，甚至超越了97年的瘋

狂時期，本屆政府雖然任期僅剩不足3個月，但作為負責任的

政府，見到不斷飆升的樓價，應該採取果斷行動壓抑樓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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