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內地央視
網、財新網等網絡媒
體率先透露了解放軍

最新一波正大軍區級高級將領調整情況：廣州軍區
政委張陽上將和二炮政治部主任殷方龍中將，進入
總政治部領導層，總參謀長助理戚建國、中央軍委
辦公廳主任王冠中分別升任副總參謀長；副總參謀
長馬曉天調任空軍司令員、成都軍區政委田修思調
任空軍政委，總政治部主任助理魏亮升任廣州軍區
政委，空軍政治部主任朱福熙升任成都軍區政委。
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作為中共十八大前解放
軍高級將領最後一波調整，傳遞出的信息十分重
大：備受外界關注的新一屆中央軍委人事名單，確
已拍板定案，相關將領已經低調赴任履新，新的軍
委領導班子組成人員初顯雛形；注重政治立場和能
力素質、強調閱歷完整和加大重要崗位交流，已成
為中央安排使用高級將領的最新趨向。

一是更加突出能力素質
在已經披露的高級將領調整變動中，最引人注目

的是新任總政領導張陽和空軍司令員馬曉天上將。
平民家庭出身的張陽1968年入伍，歷經戰士、副班
長、班長、副指導員、指導員、營教導員、團政治
處主任、團政委等基層職務鍛煉，是一個標準的從
基層逐級成長起來的政工將領。從2000年開始，張
陽進入陞遷的快車道，當年7月，張陽從廣州軍區所
屬的42集團軍163師政委升任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兩
年後升任42集團軍政委，2004年又升任廣州軍區政
治部主任，2007年9月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張陽升任
廣州軍區政委。近幾年，張在領導廣州軍區進行軍
事鬥爭準備、南方冰凍雨雪災害搶險、汶川大地震
救援和奧運會香港賽區安保等重大行動中表現突
出，受到胡錦濤等軍委領導的充分肯定和欣賞。和
張陽的閱歷相似，新任空軍司令員馬曉天也是在各
級領導崗位上表現出眾，在不滿16歲時已經成為空
軍某航校學員，22歲時成為空軍作戰部隊飛行員，
並在三年後成為當時空軍最年輕的飛行副團長，被
部隊官兵尊稱為「飛行塔台上的兒童團長」，34歲升
任師參謀長，在副師、正師職崗位上工作了十一年
時間，45歲後升任空軍某軍參謀長、軍長和空軍副
參謀長、廣州空軍參謀長，52歲後升任蘭州、南京
空軍司令員和空軍副司令員，57歲升任國防大學校
長，2007年調任副總參謀長。並在46歲時晉陞空軍
少將軍銜。令公眾印象深刻的是，在1998年珠海航
展上，49歲的空軍副參謀長馬曉天親自駕駛SU-30戰
鬥機飛行，顯露出過硬的軍政素質。觀察家分析，

選拔高級將領，不唯出身和背景，將會給部隊官兵傳遞積極的信
號，激勵廣大軍官在基層成長，靠能力進取，憑實績進步。

二是更加注重實踐考驗
新任副總參謀長戚建國1970年入伍，先在南京軍區陸軍第一軍

一師三團四連從戰士做起，歷任班長、排長、團作訓參謀、師作
訓科參謀、軍作訓處參謀、連長、營長，並在1980年代初期和中
期參加中越邊境的防禦作戰，是目前解放軍中少有的參加過實戰
的高級將領之一。無獨有偶，與馬曉天「搭班子」的新任空軍政
委田修思，也是軍方高級將領中較為罕見的有實際參戰經歷者。
1985年，時任蘭州軍區某偵察大隊副政委的田修思，在時任軍區
副參謀長郭伯雄（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統籌下，與副師長常
萬全（現任中央軍委委員、總裝備部部長）一道參加了老山戰
役。觀察家指出，在當下解放軍的高級將領中，實戰經歷者已是
嚴重稀缺人才，重用這些高級指揮員，可謂是軍心所向，眾望所
歸。

三是新軍委班子已經定局
觀察家認為，按照中共用人常規和程序，前任空軍司令員許其

亮、新任總政領導張陽、空軍司令員馬曉天，已成為十八大新軍
委班子的當然組成人員，許其亮或出任軍委副主席。預料近期軍
委高層將會有新的人事安排公佈，值得關注和期待。

一、堅持「九二共識」才有和平發展
1992年10月底，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經兩岸雙方

分別授權，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的共識。這就是著名的「九二共識」。「九二共識」
奠定了兩岸協商的政治基礎。但是，「九二共識」的
落實卻並非一帆風順。1999年，時任台灣領導人的李登
輝無視「九二共識」中「一個中國原則」的核心內
容，公然拋出「兩國論」的分裂主張；2000年，民進黨
的陳水扁上台後，更全盤否認「九二共識」，鼓吹「一
邊一國」，兩岸關係持續陷於僵局。
幸運的是，大陸方面始終沒有放棄與台灣同胞一起

努力改善兩岸關係。2005年4月的「胡連會」，開啟了國
共兩黨歷史性交流，兩黨都強調「九二共識」是兩岸
交往的共同政治基礎，為發展兩岸關係，扭轉「台獨」
猖獗形勢，為國民黨重新執政，營造了有利環境。
2008年，國民黨的馬英九上台執政後，主張堅持「九

二共識」，兩岸兩會恢復談判，並簽署了包括「兩岸經
濟合作架構協議」即ECFA在內的16項協議，實現了兩
岸「三通」、大陸同胞訪台自由行等一系列互利雙贏的
政策，兩岸關係開啟了良性互動的歷史新局。這不僅
符合兩岸共同利益和願望，也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歡
迎和肯定。馬英九今年能夠成功連任，關鍵在於堅持
「九二共識」，台灣選民用選票表達了對「九二共識」
的支持。「九二共識」在台灣已承載深厚的民意基
礎。
「九二共識」達成20周年的今天，舉行系列活動可

謂是「天時地利人和」。兩岸四地有關人士聚集香港，
研討交流，總結兩岸關係發展的經驗與教訓、挫折與
成就，不僅讓更多的人了解「九二共識」是一個客觀
事實，認識「九二共識」對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作
用，而且使「九二共識」成為兩岸社會最廣泛的共
識，使「九二共識」更有效地得以堅持，推動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

二、鞏固合作成果簽署和平協議
如今，兩岸在經貿、文化合作已取得明顯進展。兩

岸應該在堅持「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推動經貿合作
向縱深突破。當前，要從維護兩岸同胞利益，厚植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物質基礎出發，在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的大框架下，通過助推祖國大陸「十二五」規劃與
台灣「黃金十年」經濟發展構想的對接，促進兩岸經
濟資源和市場的整合與優化配置，形成兩岸經濟取長
補短、互利共榮的良性格局，並共同應對當前全球範
圍的經濟困境。
可以預見，兩岸當局將繼續在「九二共識」基礎

上，按「先易後難、先經後政」原則進行商談，擴大
構建兩岸在各領域的制度性交流機制，包括建立軍事
互信機制，簽署和平協議，增加兩岸政治互信，為實
現兩岸關係完全正常化創造更多有利條件。
近期的保釣運動中，在事關國家領土主權和民族尊

嚴的大是大非面前，兩岸聯手默契保釣，以大局為
重，同仇敵愾，挺身而出，保護自己的家園，維護民
族的尊嚴，充分體現出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
同體。這種默契的協同保釣正是基於「九二共識」，兩
岸應以「保釣」為契機，增進政治互信，令兩岸協同
保釣常態化。下一步，兩岸應在「九二共識」基礎
上，鞏固合作成果，深化和平發展，通過協商正式結
束兩岸敵對狀態，為兩岸盡早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簽
署兩岸和平協議創造積極條件，為兩岸持久和平提供
切實而必要的保障。這也是兩岸同胞的共同期盼。

三、謝長廷「憲法各表」接近「九二共識」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是大陸處理兩岸關係的原

則立場，這也

是民進黨處理

兩岸關係不可

迴避的問題。

前不久，民進

黨大佬謝長廷

來大陸訪問時

表示，不認為

有「九二共識」，而他提出以「憲法各表」作為替代

方案。謝長廷提出的「憲法各表」，輿論認為是民進

黨內最接近「九二共識」的論述，與「台獨」有明

顯區別。但是，「憲法各表」還沒有直接涉及到

「兩岸一中」的核心問題，這個重大局限還需要謝長

廷及民進黨去突破。謝長廷應更進一步，在實質上

承認「九二共識」，以為民進黨打開與大陸溝通接觸

的大門建立共識基礎。若民進黨與大陸建立溝通交

流關係，既有利於台灣內部族群和諧，更有助在鞏

固兩岸經貿發展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兩岸政

治互信，推動兩岸關係的長期和平發展。

「九二共識」是符合兩岸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

深化認識和堅持「九二共識」有利促進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值此「九二共識」二十周年之際，兩岸四地乃

至全球華人社會，應進一步推動兩岸以堅持合作、談

判、雙贏的共同思維模式，以「新思維」、「大智

慧」、「真誠意」，克服兩岸關係發展面臨的歷史遺留

問題和今後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以兩岸同胞福祉為

念，以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為重，建立互信、擱置

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道路越走越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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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對派的公民黨、民主黨、工黨和「人民
力量」等23名議員政客，反對政府長者生活津貼
之簡單申報要求，要求凡65歲以上長者「不須資
產審查」都一律發放2,200元生活津貼；鼓吹香港
現在就實行「全民養老金」，或曰「全民退休保
障」。此實際上開的是一張空頭支票，既蠱惑人
心，也譁眾取寵籠絡人心，更企圖達到摧毀香港
核心價值的一箭雙雕作用。去年四月，一群香港
中產及專業人士已在報上刊《告急！香港變左！》
廣告，義正辭嚴地揭露反對派政客此一陰險的政
治目的。

把長者生活津貼政治化
首先，反對派政客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要迫

使特區政府就範，以便拖垮政府。港府不同意，
就扣上「無視全港長者要求」，把65歲以上長者都
綁上反對政府戰車，煽動反政府火焰；如果政府
就範，就使原本只增加62億元倍增至136億元以
上，令政府現時440億元的經常福利開支增加14
％；隨 本港人口迅速高齡化，10年後會上升逾5
成至96億元，把財政拖垮無以為繼。於是，反對
派又把責任推給政府，「打倒」便振振有辭，5年
後普選特首時取而代之。這就是他們把長者生活
津貼政治化的目的。

其次，反對派政客鼓吹實行「全民養老金」是
要使香港變「左」。眾所周知，不論每一個港人是
勤力或懶惰，到老了都一律有錢養活，這本身就
違反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質，即保障財產私有
制不被「公有」或侵吞。資本主義制度實行的是
有勞有得和能者多得，因而確保它從萌芽－發展
－成熟－壯大的生命力。香港從一百五十年前由
一個荒涼的小漁村發展成今天的國際大都會，靠
的是一代又一代港人胼手胝足的拚搏，不是靠
「全民養老金」的誘惑力和絕對的平均主義。即使
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內地，也證實了「做
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行不通。每一個港人
要「老有所養」，首先要問自己在青、中、壯年時
為社會做了些甚麼？不論有錢無錢，只要攤大手
板，就人人有份，這種主張正表明反對派政客意
圖禍害香港，坑害香港所實行的「一國兩制」。
其三，現在無論長者的生果金或特惠津貼，都

是從稅收中來。商界、金融界、地產界、工業
界、科技界、教育界、酒店界和漁農界等二十八
個功能界別，是香港資本主義的組成部分和代
表，又是香港賴以生存、繁榮的基礎。他們創造
的產值佔香港GDP的90%。而中產階層和專業人
士正是這些界別行業勇於開拓、拚搏的佼佼者。
將他們的所得和薪俸都拿來當「全民養老金」和

「全民退休保障」，不是摧殘香港人拚搏精神和資
本主義的組成根基嗎？

慎防重蹈歐債之路
其四，歐洲實行的高稅制、早退休現在已證實

行不通。大批人因靠稅收養老巴不得「早退早
好」，去年法國要延長法定退休年齡兩年來挽救枯
竭的「養老金」，引起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政府一
度陷入管治危機，便證明香港也行不通。丹麥是
實行「全民退休保障」最完善的國家，但規定得
證明每名領保障金退休者須出示證明：在規定工
作年齡均須勞動，不得「白吃飯」。丹麥2008年所
抽個人所得稅佔全國GDP的48.9％。香港反對派政
客願意拿自己收入的近半來當港人的「養老金」
嗎？回答肯定是天方夜譚。
香港人口老化嚴重，政府統計處估計二十年

後，香港有838萬人，60歲以上老人佔三成以上，
每1.2個納稅人就要養一個老人，還要撫養子女，
這無疑是榨乾了中產和專業人士的血汗錢，陷他
們於深淵。
香港是我家，不容反對派政客在未具備條件時

就大搞「福利主義」摧毀香港核心價值。政客請
客納稅人埋單，表明了政客虛偽透頂和其政治野
心。

反對派請客中產埋單好荒謬

「九二共識」開啟新局 兩岸關係前景廣闊

話說某君上世紀70年代腳底抹油從香港走了
去加拿大，在那邊混了十多年，看到香港並非
想像中的狀況便又倒流回來，而且拋棄了他的
專業本行，走進了傳媒事業，先後參加過幾項
報刊及廣播工作，最有影響力的是在商業電台
開咪主持「風波裡的茶杯」，在這政論節目中左
右開弓亂槍掃射，大聲夾惡，引起市民關注，
還自稱為「十點鐘前特首」。其時晚間又有社團
人物曾自稱為「十二點鐘後特首」，兩者可謂相
得益彰。此君又大言炎炎，自稱為「大班」，實
則只是水中一條石狗公，充斑而已。

霸佔大氣電波 攻擊不同政見者
石狗公在大氣電波中也文也武，亂亂吠，

結果是拾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被商台炒了魷
魚。他憑 一條如簧之舌和百變嘴臉，騙得市
民的選票而進入立法會，可是卻又搞起了一單
「領匯風波」，濫用司法程序企圖把本港司法、
立法兩大權力機構當成他的「電台」，做一場
個人宣傳表演，誤導市民愚弄群眾，「玩晒全
世界」，結果他所支持的領匯訴訟居民進行的
司法覆核被裁定敗訴，《文匯報》稱他為：
「最大輸家」（2004年12月15日），並批評他這
一行動是「對社會公義一次非常嚴峻的挑戰。」

2008年他沒有爭取連任立法會議員，但循其他
門路在政壇上扶搖直上，繼被任為太平紳士後
在2010年被頒金紫荊星章，大眾嘩然。自此他
在各種媒體渠道大放厥詞，逢迎拍馬心頭所
好，惡毒咒 政見不同或有礙他擴張地盤的
人。

股東拒注資是在商言商
由於他深知要佔據傳媒陣地以攻民心，故

此便經營廣播電台及在報章上開闢專欄，特
別是在變了質的財經政經報紙上經常發表文
章大 政府各級官員及新特首。前任特首提
出了開辦數碼廣播後，他便緊緊抓 這個機
會，鼓其如簧之舌遊說城中大亨落疊，誰知
竹籃打水，好夢成空，而這個數碼電台卻米
已成炊，煮成了半生不熟難以下嚥的米飯。
這邊廂狗頭軍師石狗公仍繼續大手大腳花人
家的銀 ，另一邊卻死不悔改仍聯同一幫反
對派在大氣電波中狂砌政府和新上任的特
首。由於數碼廣播是新事物，各種條件有待
改善，此外石狗公的電台主要人馬是那班素
來口出讕言攻擊政府、反中亂港的嘍囉政
客，市民已經聽到煩聽到厭。所以，收聽率
自然很低，隨之廣告收入便奇少。在入不敷

支情況下，石狗公以主席之位下令股東注
資，股東在不明情況下自然要求了解帳目及
前景，在未獲得合理解釋時，在商言商，自
然拒絕填 。另一可能情況是股東們聽到石
狗公電台整天價日在 政府與民為敵，這樣
走 自絕人民的路，有見識者當然退而恥與
為伍，不願意再豢養這幫政治野心家。

污水潑向中聯辦其心惡毒
處此境地，石狗公夥同一些非法電台加強對

政府和特首的攻擊，同時全面向市民和建制派
開火。九月立法會議員選舉時，他的電台除了
駐守的反中亂港分子之外，還特地請來「荔枝
英」，挑撥「學民思潮」發動的「反國教」群
眾，要他們配合選舉打擊建制派，支持人民力
量、公民黨等等反對派。最近，眼見股東們立
場堅定，他又祭起新招，要求市民捐款給他準
備打官司，又發動附和者到政府總部示威繼而
絕食，把「反國教」的一幫嘍囉綑綁一起，造
成類似不久前「反國教」的那樣為市民不齒的
活動。石狗公本人也赤膊上陣，違反禁令公開
了所謂董事會錄音，堅稱絕不妥協停播，堅持
到底，最大不了是坐監，表現了石狗公充石斑
的固有作風。
石狗公除了攻擊股東不肯繼續注資之

外，還有毒招就是向中聯辦潑污水，繼續
他反中勾當。其實香港大氣電波中不堪入
耳的謊言讕語已經不少，市民大眾都不希
望再加入石狗公和他那一伙的誑言亂語。
他的電台的其他持份者停止注資是理智的
抉擇。

正如大家所知：反中亂港者及其最近提出的所謂「去中國化」、「賣地割港」、

「反一黨專政」等等誑言，雖然只有少數的人附和，但是卻不能掉以輕心，一定

要防微杜漸、一定要弘揚「一國兩制」的正確方針、一定要掃除妖霧清理妖言。

希望各方神聖要堅定意志嚴守立場站穩崗位，不要被石狗公及其附從者唆使者協

助者供養者、裡外反對派嚇倒，讓其繼續逍遙法外，污染大氣電波。

今日歡呼諸大聖 只緣妖惑無聲開

姚志勝 「九二共識」二十周年系列活動籌備委員會執行主席、全國僑聯常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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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指一揮間，兩岸達成「九二共識」至今已20周年。兩岸這20年的交往歷史告訴人們：

「九二共識」是兩岸開展對話協商的必要前提，也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基礎。堅持「九

二共識」才有利兩岸和平發展；否定「九二共識」，兩岸協商就難以為繼，勢必出現倒退的危

機。今後如何取得新的突破，進一步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面，是兩岸共同面對的新

課題。兩岸應通過助推大陸「十二五」規劃與台灣「黃金十年」經濟發展構想的對接，形成

取長補短、互利共榮格局；兩岸應以默契協同保釣為契機，協商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簽署兩

岸和平協議。民進黨大佬謝長廷的「憲法各表」是民進黨內最接近「九二共識」的論述。謝

長廷應更進一步，在實質上承認「九二共識」，以為民進黨打開與大陸溝通接觸的大門建立共

識基礎。

為武戈止

■姚志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