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遏制中國崛起是美戰略必然的選擇
就中國過往的特色和經驗而論，現已形成中共和國

家領導人10年換代的機制，中共十八大選出的領導人
將成為未來10年掌權執政的領導人。對於未來10年中
美關係的籌謀、戰略、政策，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完全
可以從容地、全面地從長計議。在這方面，相對於美
國以金錢、權術、政客、黨派利益為轉移的大選換屆
所導致的兩黨惡鬥、社會分裂而言，中國領導層換屆
執政具有平穩、順利、承續、堅定、一統、與時俱進
的政治優勢，更有利於從國家中長期戰略利益出發，
制定和實施長遠有效的對美戰略和政策，以促進中美
關係在鬥爭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平衡，在平衡中求
共贏。

從美國建立和維護其世界霸權的實踐和經驗來看，
儘管現在美國處於經濟糟糕、債台高築、失業高企、
政局混亂的艱難困境，又面臨後起之秀中國的追趕，
其經濟第一大國的地位備受挑戰。在國內外嚴酷經濟
形勢的緊逼之下，為了提振國內經濟、維護世界霸
權，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轉移亞洲，遏制中國成為其

必然的戰略選擇。
想當年，日本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取代德國成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大舉進軍美國市場，買下具有
象徵意義的帝國大廈，表現出咄咄逼人的強勢，美國
開始絕地反擊，終於把覬覦美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地
位的日本扼殺在搖籃中，使忘乎所以的日本從此一蹶
不振，陷入長達20多年的停滯衰退，至今仍看不到希
望，經濟復甦遙遙無期。美國為遏制日本超越的挑
戰，採取了三管齊下的戰略，即以經濟戰略、政治戰
略和軍事戰略打壓日本。經濟戰略以美元為重型武
器，強壓日本簽訂廣場協議，強制日圓大幅升值，導
致日本以房地產業為代表的資產泡沫急劇膨脹並破
裂，經濟一落千丈；政治戰略以軍事戰略為後盾，作
為二戰勝利後的佔領國，美國長期駐軍日本，並以保
護日本安全的主子身份左右日本政治，任何企圖擺脫
美國、追求自主的日本首相及其內閣都遭遇短命的下
場；軍事戰略以美日軍事同盟為鐵鏈把日本綁在美國
戰車上，令日本俯首聽命，甘當美國亞洲戰略的馬前
卒。以上美對日的三管齊下戰略迫使日本甘拜下風，
俯首稱臣。

逼人民幣升值損害中國經濟難奏效
美國現正面對另一個崛起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

國，而且其超越之勢已勢不可擋，在未來10年中超過
美國幾可定論。對此，奧巴馬及其政府備感巨大壓
力，此次大選他可能勝出，抑或羅姆尼共和黨上台執
政，都會斷然採用經濟、政治、軍事三管齊下的戰略
遏制中國。然而，畢竟中國不是日本，當今時代也不
是上世紀後半期美國可以為所欲為的時代。美國以遏
制中國為首要目標的全球戰略、亞洲戰略、對華戰
略，也會根據新的戰略環境、戰略態勢，做出新的規
劃和部署。現今，美國稱霸世界的兩大戰略資本是美
元和美軍。無可抗衡的美元主宰世界經濟，無可匹敵
的美軍主宰世界安全。因此，美國對華戰略的核心武
器仍然是美元和軍事。美元只要不拜倒在人民幣腳
下，美國的帝國霸權就不會崩塌。美國用美元殺傷人
民幣就是殺傷中國經濟，就有可能把中國壓制在「老
二」地位。美國的對華經濟戰略故伎重施，不斷高速
開動印鈔機，在國內「用飛機撒美元」，輸出通脹，並
強迫人民幣火箭式升值。當然，這一狠招對中國已經
不靈了。中國吸取了日本的教訓，就是不接招，不上
當，美國可以連續施行QE1、QE2、QE3⋯⋯QEn，中
國仍按既定方針、根據國內經濟和世界經濟的需要，
自主有序地調整人民幣匯率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正因如此，從奧巴馬到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都氣急
敗壞對中國施壓，對人民幣施壓。羅姆尼甚至口出狂
言，聲稱他入主白宮第一天就宣佈中國為貨幣操縱
國。儘管美國政客競選承諾往往不能完全兌現，但中
國仍需做最壞的打算，事先做好應對預案。雖然，美
元的霸主地位在近20年內都可能難以撼動，但中國仍
需適度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步伐，隨 中國發展成為世

界第一大經濟體，人民
幣勢必要成為與美元並
駕齊驅的世界儲備貨
幣，中國必須為這一天
的到來做好充分準備。
總之，美國無論用美元
還是用投資貿易保護主
義都不可能遏制中國經濟的強勁崛起。

中國充分準備應對挑戰
有鑒於此，美國現正更重視或者說主要寄希望於使

用軍事手段圍堵遏制中國。美國現已把全球的戰略重
心轉移到亞太，戰略重點前置於東海、南海。以美
日、美韓、美菲、美澳軍事同盟為基軸，加之以美
越、美新（新加坡）、美印（印度）等準軍事聯盟為連
線，在原有封堵中國的三條島鏈的基礎上，大大增強
軍事部署，強化對中國的進逼性戰略遏制。與此同
時，美國還 力調整政治戰略把外交重心轉移亞洲，
挑撥離間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唆使和支持菲律
賓、越南、日本等不斷挑釁中國，製造亞洲安全緊張
局勢，挑起南海危機和東海危機。同時，美國仗 世
界無可匹敵的軍事優勢，假借保護中國周邊國家的安
全、維護海上自由通航、維護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為
由，拉幫結派，製造矛盾，孤立中國、抗衡中國，從
而達到遏制中國的戰略目的。在這方面，中國尤其需
要百倍警惕、百倍防備。為此，中國必須制定相應的
政治外交、經濟貿易、軍事安全戰略與之抗衡。對周
邊國家特別是東盟各國要在友鄰、睦鄰政策的基礎
上，實施富鄰、安鄰政策，讓周邊國家真實感受到不
僅在經濟上靠中國可以共富，而且在安全上靠中國可
以共安。此乃瓦解美國拉幫結派遏制中國的上上策。

醞釀多年的大埔龍尾泳灘計劃最近

突然引發爭議，在工程即將上馬之際

又遇到一些環保團體批評，指責工程

損害附近環境，並計劃提出司法覆核

推翻環評報告，繼而反對派又加入戰

團，令龍尾泳灘計劃隨時成為另一個

政治戰場。日前大埔區議會再開會討

論工程，大比數通過動議，要求政府

盡快落實工程，但新民主同盟議員繼

續狙擊計劃，並建議押後工程3個

月。新民主同盟的建議其實是不安好

心，以時間換取空間，藉機炒作事

件，一方面為新民主同盟打響招牌；

另方面也是為即將來臨的區議會補選

作準備，但他們恐怕是偷雞不成蝕把

米。

首先，龍尾泳灘計劃完全符合政府

的一貫程序，當局在2005年開始進行

了3年的環境評估，廣泛諮詢，並通

過環諮會評估，大埔區議會亦支持有

關項目。現在環保團體提出的質疑，

在當時已經有詳細討論，專家、學者

都認為環保問題不大才會通過計劃，

當時為什麼反對派及這些環保團體不

出來反對？最令人不齒的是，現在反

對得最激烈的新民主同盟，其核心成

員兼大埔區議員關永業、任啟邦等一

直支持工程，更多次在會議中批評政

府「漠視居民對人工泳灘的殷切需

求」，並以自己「爭取興建」作為政

績向居民宣傳，現在卻來倒打一耙，

他們還有沒有從政者的基本道德及誠

信？

缺乏從政者的道德及誠信
顯然，他們一直支持計劃是合情合

理的事，原因是新界東大埔、北區及

沙田有120萬人口，但卻缺乏泳灘滿

足居民需求。因此，當局提出的計劃

得到居民支持，是有利爭取選票的舉

措，這些反對派議員自然忙不迭的抽

水。他們政治抽水沒有問題，但卻不

能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現在他們

見到一些環保團體蠢蠢欲動，加上市

民對環保議題的關注，於是突然走出

來反對計劃，這樣的食相實在太過難

看。

事實上，新民主同盟本來是由一班

長年在民主黨不能出頭，但又想上位

的「失意軍人」組成，他們在民主黨

內沒有實力，為上位多次發動內鬥，經過多次失敗

後，這班議員最終決定另立門戶，並且以搶奪民主黨

票源為重心。然而，他們也知道知名度有限，於是在

立場定位上劍走偏鋒：一是以攻擊民主黨，批評他們

立場不堅定為重點，以拉走其票源。二是走投機譁眾

取寵路線，其中以范國威為表表者。有反對派人士更

私下稱他為「政壇抽水王」，總之不放過任何可出鏡機

會，「民陣」召集人他要爭；反對派「飯盒會」召集

人他又要爭，在立場上左搖右擺，完全沒有立場。就

以這次龍尾泳灘計劃為例，范的愛將任啟邦解釋稱，

他們過去並沒有收到過環保團體反對意見，故在「綜

合居民意見、政府顧問及官方環評報告」後決定支持

環保團體意見。這種說法相當可笑，如果他們有政治

原則，就應該堅守當日的立場，怎可能見有人反對就

這樣沒有腰骨？

當然，政治操守已不是新民主同盟的主要考慮，現

在區議會補選正在進行，新民主同盟候選人與民主黨

候選人爭逐競烈，自然要爭取曝光，為選情造勢。但

這樣一個投機政黨，一班投機政客，始終也是成不了

大事，可能他們也不過待價而沽，等待大黨收編哩。

正當中國剛結束於10月19日在東海某區域舉行
「東海協作—2012軍地海上聯合維權演習」，10月
21日，美國政府派出了由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及
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哈德利為首的四人代表
團，出發到東京和北京就中日釣魚島主權爭議的
持續升級，展開正式的「斡旋行動」。

阿米蒂奇首先在10月22日會見了日本首相野田佳
彥和外相玄葉光一郎，並表達美方希望日本在釣魚
島問題上保持「克制和冷靜」的應對。同日，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主持例行記者會時，指出美國
的訪問團是應中國外交學會的邀請，就中美關係和
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代表團不存在所謂「調
停」和「斡旋」的職能。中國的這個表態，有力地
回應了任何企圖在我國周邊態勢「攪局」的外力，
干涉我方就周邊問題與相關各方尋求解決方案的努
力；毫無疑問，這個在我國周邊態勢「攪局」的外
力就是善搞「兩面派」的美國。

美國把握時間派出代表團前往中國「斡旋」，同
時提醒日方保持「克制和冷靜」的主要原因有
二。首先，在奪我釣魚島列嶼主權的問題上，儘

管有美國在日本背後在外交及軍事方面「撐腰」，
日本仍然逐漸顯現敗陣之勢，東京對釣魚島列嶼
及其附屬海域的所謂有效行政控制已經開始「失
控」。其次，在日本右翼主導的「新軍國主義」思
潮泛濫之際，美國開始察覺中日之間的衝突，正
在偏離美方有意設計的方向發展，這個「偏離」
並不符合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主要目標，是
為了要造成亞太地區長期處於一個「不和亦不大
戰」的緊張態勢。如果中日最終一戰，相關「問
題」可能迅即獲得解決而戰爭成果可能向中國傾
斜，那麼，美國便會失去一個「重返亞太」的

「切入點」。要在日本的「奪我釣島陰謀」慘敗之
前，爭取一個較好的談判時機，就是美國拿捏適
當的時間急忙介入斡旋的主要原因。

中國維權已進入「具體操作」
2012年9月10日，中國根據1992年2月25日《中華

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宣佈了釣魚島及其
附屬島嶼的「領海基線」，我方的執法船隻並且對
釣魚島列嶼及其附屬海域，包括12海里領海及200
海里專屬經濟區開始進行常態巡邏，日方除了每
次循外交途徑對我方提所謂抗議之外，以往對我
方包括島灣船隻採取暴力驅趕的日本海上保安廳
執法船隻，對我方進入釣魚島列嶼海域的執法船
隻除了用通訊設施要求我方離開外，日方對我方
基本上是「無可奈何」！

10月30日，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相當於
總參謀部）以避免刺激中國為由，宣佈停止了他
們所謂的「奪島軍演」，改為在11月5日至16日期
間在日本周邊海域和空域舉行自衛隊和美軍的

「日美聯合演習」。面對中國執法船隻持續進入及
巡航於釣魚島列嶼領海及附屬海域，美日軍方在
關島區域經過進行所謂首次「奪島軍演」之後，
決定將他們的聯合軍演從遠海移至日本本土周邊
海域及空域進行，顯示出美日軍方已經察覺到中

日一旦在釣魚島列嶼區域發生軍事衝突，戰火不
會只是局限在釣魚島區域，而是會有迅速蔓延到
日本本土的可能性。

中國現時已經對釣魚島列嶼以至附屬海域實施
「常態巡邏」。在一個所謂有效行政管理的主權地
域或海域，經常讓外國執法船隻及人員自由進
出，這個地域或海域還算是「在本國行政管理」
的區域嗎？如果釣魚島列嶼及其附屬海域不是如
日本所聲稱的有效地「在本國行政管理」之下，

「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還會適用於釣魚島列嶼及
其附屬海域嗎？如果現時中日在釣魚島列嶼區域
發生軍事衝突，美國軍方要是以「日美安保條約」
第五條的適用性實行軍事介入，美國政府首先便
要說服美國國會作出批准！

「日美安保條約」害死日本
自去年中日就釣魚島列嶼主權的爭議持續升溫

後，東京的野田佳彥內閣以至華府的高官，先後確
認「日美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列嶼及其附屬海
域，一方面是加強對中國遏制的壓力，而另一方面
卻是做給東盟少數和中國在南海有主權爭議的國家
看，目的就是要給這些東盟小國「打打對抗中國之
氣」。中國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對日本重重的反
擊，客觀上亦間接對這些東盟小國作出在行為上必
須「好自為之」的警告！

更重要的是，正當東京以至華府高調確認「日
美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列嶼之時，日本的政
客卻懵然不知這個所謂「確認」是把日本1億2千7
百萬人民的福祉放在刀鋒之上。試問假若中日終
於為釣魚島列嶼主權的問題上發生軍事衝突，而
戰事發生在相關區域抑或在日本本土都將會由於

「日美安保條約」的適用性而同樣招致美方的軍事
介入，可以想像，戰爭一旦打響，中國的軍事行
動應該是打擊對方的周邊地區抑或是本土的要害
部位呢？

中國不但打破了過去任由日本執法船隻

在相關區域「實際控制」的狀態，同時中

國的執法船隻和人員已經實現了對釣魚島

列嶼領海及專屬經濟區進行「常態巡邏」，

並且在10月30日首次對日方進入相關區域

的執法船隻執行「驅離措施」。日方在釣魚

島區域基本上是沒有其他作為，我方要堅

定和持續採取上述行動，在做好軍事解決

準備的同時，以「兵不血刃」的手段，將

收回「釣魚島主權」的行動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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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醫學美容？成效好嗎？靜脈輸液的美容程序與正
統的醫療行為，又究竟有多少的分別呢？一般的理解，
醫學界所指的輸液方法包括皮下注射、肌肉注射和靜脈
注射，其中靜脈注射效力最強但風險最高。就如高永文
局長所言，有關事故非常嚴重，對事件感到十分震驚；
他又強調，靜脈輸液是一種醫療行為，必須要由醫生負
責或在其監管下進行。如是，醫療行為該以怎樣的準則
和規範來界定呢？

高風險的醫療程序
據報道，今次出事的醫學美容療程，是集團所聲稱的

自體細胞免疫療法，先由進行療程者抽出血液，然後送
往本港一間化驗中心，經提煉出白血球等細胞，再經由
靜脈注射輸送回進行療程者自己的身體內。靜脈注射

（Intravenous injection）是一種醫療方法，即把血液、藥
液、營養液等液體物質直接注射到靜脈中。其中，靜脈
注射可分短暫性與連續性，短暫性的靜脈注射多以針筒
直接注入靜脈，即一般常見的「打針」；連續性的靜
脈注射則以靜脈滴注（Intravenous drip）實施，俗稱

「點滴」，先將留置針插入靜脈後固定，然後接上可
更換或補充的瓶裝或袋裝醫療液體。簡言之，不論
是「打針」、「點滴」，都算得上是醫學上定義的

「植入式醫療行為」。物質經由靜脈注射，直接進入
人體的循環系統，注入的物質由靜脈流入心臟，心
臟有如一個水泵，瞬間便將注入的物質推送到全身
每一處地方，因此靜脈注射的效應極之迅速，作用
範圍也非常全面。

高規格的監管系統
如此的醫學美容療程效果不得而知，但經過這次涉及

人命傷亡的事件後，接受此等療程的風險卻實在不可小
看。此外，療程期間血液的存取、運送和所謂的「提煉」
的各個程序亦可能會受到污染，如此看來，整個美容療
程的每一個環節亦必須受到嚴格仔細的監管，儘管醫學
界和美容界過去多年都有提出加強監管的要求，但政府
仍然「以不變應萬變」，直至今次事故出現為止。誠
然，要鉅細無遺滴水不漏地對這些未被明確界定的疑似
醫療行為作嚴格規範殊不容易，但當局還是不可能如
DR集團所發表「有關靜脈點滴乃是由獨立醫生(非受聘
於本集團)於醫務中心進行」的澄清般說了便算。換言
之，高風險的醫療程序就該以高規格的方式進行監管；
而提供療程公司的管理和組織架構，亦不該成為某些人
逃避刑責的法律漏洞。

市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購買了不知名的產品和服務，

可向消委會投訴；涉及醫療事故的就由相關的專業監管
機構跟進調查，甚至懲治。若牽涉重大公眾利益或與法
規事宜相關，立法會更可能介入其中提供協助。當年，
雷曼迷債調查報告便是其中一例。過去的迷債已令不少
年事較長或不諳投資市場風險的投資者，在不明不白的
金融迷陣中賠掉了半生的積蓄；今天，又有市民墮入了
另一個像霧又像花的美容迷債，有進行療程者更因此而
花了金錢，損了健康，賠了性命。

對美容迷債不能不了了之
事實上，醫學美容在過去十多年愈來愈興盛，參與接

受療程者亦愈來愈多，究竟有多少市民曾經或正接受類
似的療程呢？當中，多少所謂的療法和程序是受到合適
的法規所監管呢？這些療法是真真正正有科學根據的，
還是只是由一大套科學術語堆砌而成，連專家都看不懂
的迷魂陣呢？有多少參加者因此承受了不良的副作用
呢？當局對此等事宜有多少掌握呢？另一方面，若美容
業界有意提高行業的專業認受性，亦應該自發的引入及
加強行業營運方式的監管制度，否則，這筆謎一樣的醫
學美容債，只會愈滾愈大。

昔日迷債錢財身外物，亦用了數年仔細調查才水落石
出；今次人命關天，絕不可能不了了之。

謎樣的醫學美容債

眼下，全世界都把目光聚焦在即將舉行的美國大選和中共十八大上，因為這兩場領導人換屆將

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未來五到十年亞洲是否和平、穩定和發展，而亞洲的和平、穩定和發展又決定

世界的和平、穩定和發展。對於中美兩國而言，各自都處於歷史的關鍵時期，中國將進入和平崛

起的新階段，美國將進入維護其頭號經濟大國地位的艱難期。從30多年中國經濟快速穩定發展的

經驗和趨勢來看，中國在未來10年經濟總量超越美國，取而代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是勢不

可擋的歷史必然。當然，美國決不會輕易服輸，不會甘心讓出頭號經濟大國的地位，勢必竭盡全

力維護其「金交椅」。因此，中美關係勢在未來更加曲折多變，紛繁複雜，反覆爭鬥，為了各自

國家利益，必須既競爭又合作，既鬥爭又不破局，遏制與反遏制勢必常態化。

美國遏制中國的三大戰略簡析

將收回「釣魚島主權」行動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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