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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轍元

國對於奧巴馬已有較多的了解，而至於羅姆尼則相對陌生，需要時間去了解。但羅姆尼上台
也並非比奧巴馬更可怕。再說，共和黨崇尚自由貿易，其背後的支柱是跨國公司大財團，基
於大財團的利益，也為了美國的利益，羅姆尼相對於背靠工會更愛搞投資貿易保護主義的民
主黨奧巴馬來說，應會減少美國同中國的投資貿易摩擦和爭端。中國早已做好奧巴馬羅姆尼
誰上台都無所謂的準備，誰也離不開誰的中美關係，依然會在鬥爭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平
衡、在平衡中求共存。

今屆總統大選競爭極為激烈
國際社會對美國大選一直十分關注，現在目光都聚
焦在6日投票的最終結果上，但不同的地區、國家看

作為一個具有學術研究情結的
人，劉兆佳一走出政府總部就情
不能已地將過去在職場上內心頗
為糾結的縷縷情思，傾洩於其新
著《回顧十五年來香港特區管治
及新政權建設》之中。憑藉較為
扎實的理論思維訓練和長期置身
於政治中心的歷練，劉先生的這
本書要比時下媒體上那些政論文
章寫得深刻、實在。本文先就其
書中關於香港管治何以困難的論
述發點感想。

待美國大選及其結果的眼光是不一樣的。歐洲是以擔
憂的目光注視美國的大選。鑒於當前世界處於經濟困
境和歐洲身陷債務危機的漩渦中，顯然不願看到張狂
的羅姆尼當選。因為羅姆尼宣稱俄國是地緣政治頭號
敵人，中國是貨幣操縱國，要對之打壓制裁，而且還
要支持以色列對伊朗動武。這對世界和歐洲來說，其
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都是不可小視的。因此，歐洲是希
望奧巴馬連任的，以致有部長級官員不顧外交禮節，
公開表態支持奧巴馬。
被宣稱為美國地緣政治頭號敵人的俄羅斯，當然對
羅姆尼很討厭，也很不以為然，而對推動美俄關係重
啟的奧巴馬還抱有點希望。俄羅斯人多數都願意奧巴
馬當選。
伊斯蘭世界，阿拉伯國家，儘管對奧巴馬當初作出
的要改善與伊斯蘭世界關係的一系列承諾並未兌現大
失所望，但相對於羅姆尼主張強勢支持以色列對抗巴
勒斯坦、同伊朗武鬥來說，似乎對奧巴馬還存有點希

加不接受新政權；
四是無論特區政府由何人組成，一些港人
也會傾向認定特區政府是一個親北京的、將
中央利益放在首位的特區政府，因此始終懷
疑它而不予支持；
五是儘管英國人沒有能讓他們屬意的人塞
進特區政府，但他們卻成功地釋放和壯大了
香港的反共和反對派力量，並讓這些力量進
入了政治架構和社會的不同角落之中；
六是大財團在回歸後擁有比殖民管治時期
大得多的政治力量，而且問政的慾望高漲。
中央政府對大財團的倚重讓他們可以在幕後
左右政治大局。大財團可以巧妙運用他們手
特區「新政權」尚未建立 上的經濟資源和對若干媒體的控制發揮掣肘
劉氏行文彷彿講究對仗，講特區 特區政府的功用。
政府執政困難，歸納為六個方面；
我對劉氏的這些論述，沒有甚麼異議，只
講特區政府執政困難的原因，也 想補充一點己見。
歸納為六個方面。劉氏所歸納的
對特區管治困難的表現，我補充以下兩
特區政府管治六大困難如下：
點：
第一，面對回歸後的香港的四
（一）「一國兩制」史無前例，各方都是
大 社 會 轉 變 ， 港 人 一 時 難 以 適 「摸 石頭過河」。中央先是「不作為」，後
應。這四大轉變是：從英國「殖 來想作為，前後態度變化，讓人頓生疑竇；
民 地 」 轉 變 為 中 國 的 特 別 行 政 特區政府和社會對「一國」和「兩制」如何
區；經濟結構的急速轉型；社會 相處，渾然不知。（二）香港多元中的共識
結構尤其是階級結構的嬗變；個 ——《基本法》，內容「千瘡百孔」，造成有
人政治身份認同的變化。
法難依。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如何達致普選？
第二，特區政府受到立法會、 行政如何主導？
政黨、法院和媒體的極大掣肘。
對特區政府管治困難的原因，我補充以下
在劉氏看來，香港的反對派不是 五點：
所謂「忠誠的反對派」
，而是一群
（一）特區政府管治能力不如人意，是因
極難對付、力圖徹底改變中央的 「改朝不換代」的政權取得方式決定的。所
「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 謂「改朝不換代」，是指回歸之後，英國人
規定的香港政治體制，並得到部 走了，確實是「改朝」了；但特區政府的
分西方勢力撐腰的堅定分子，他 500個高官，大都留下來了，繼續在政府總
們在政制架構內外發起攻擊。
部進進出出，中央未派進去一個人，從社會
第三，被視為「親北京」的特 走進去的也寥寥無幾。特區政府那些高官在
區政府的公眾支持基礎薄弱，在 港 英 時 代 是 「 小 丫 鬟 拿 鑰 匙 ， 當 家 不 作
回歸後的頭五六年，當特區政府 主」，只執行來自倫敦的指示，自己不決
遇到嚴峻挑戰時，中央往往只作 策。用曾蔭權的話來說，早晨到辦公室沒有
壁 上 觀 ， 鮮 有 與 新 政 權 並 肩 作 傳真機傳來的倫敦的指令，這一天就不知道
戰，從而激揚了反對派的氣焰。
該做甚麼。這種「改朝不換代」的政權更替
孟
第四，特區政府缺乏一套能夠 方式，好處是社會平靜過渡，沒有槍林彈
樓 凝聚民眾支持的政治主張，未能 雨，代價卻是政府高官決策、應變、服務的
佔領道德高地，與反對派的反共 能力差。從中國古代歷史可以看出，凡是馬
民主主張抗衡。
上得天下的開國之君大都奮發有為，而生於
第五，特區政府缺乏管治經驗。
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的繼承者則相形見絀；
第六，特區政府從來都沒有一套經過深思 經過農民起義洗禮的皇帝大都知道民生之艱
熟慮而擬定的管治戰略，很多時候是處於見 難，而未經此洗禮的晉惠帝之流才會傻傻地
步行步、被動挨打狀態。
問詢「飢民怎不吃肉」
。
劉氏把這六個困難進一步歸納為一句話，
缺「群眾基礎」有六原因
即：特區還沒有成功建立一個以愛國愛港者
（二）愛國人士方面的政治人才稀缺，是
為核心、具有鮮明的政治主張、享有較高的
政治權威、擁有相當程度群眾基礎、完整落 因為鐵杆老愛國不像內地那些跟 共產黨打
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貫徹行政主導原 江山的「泥腿子」，得到政權後「翻身當家
則、能夠充分運用行政權力進行有效管治的 作了主人」，迅速在政權的崗位上鍛煉成
長。香港的鐵杆老愛國回歸後總體上是「翻
新政權。
劉氏不愧是學者出身，他有「打破沙鍋紋 身不作主」，總體沒有佔據政權裡的大小位
（問）到底」的執 。因此，他接 更深入 置，沒有機會「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參與
地問道：為甚麼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這樣不 管治。
（三）多數港人愛國不愛黨。社會大眾中
如人意？為甚麼特區政府這樣缺乏群眾基
許多人士是在內地受到正常或不正常的政治
礎？劉氏自問自答六個方面：
一是廣大港人對港英舊政權依依不捨，對 運動衝擊後來到香港的，對內地的恐懼、仇
恨時常隱隱作痛，還有大量「六四」心結不
香港未來有擔憂疑慮；
二是英國人拒絕合作，硬要主導特區新政 去的中青年群體看 內地不舒服。
（四）內地的民主法治人權等雖有進步，
權的建設過程，堅持要讓他們屬意和扶植的
勢力和人物為新政權的主體。尤有甚者，英 但還是「初級階段」的水平，難以消除港人
國人盡其所能不讓愛國人士在政治上有發揮 疑慮，獲取港人信任。
（五）回歸以來，中央和特區政府管治的
的機會，不斷散播對他們不利的謠言，對部
最大失誤是教育，反共教育充斥了大量的學
分愛國人士甚至予以打擊；
三是在漫長的殖民管治中，與中國共產黨 校課堂；媒體秉持「報憂不報喜，愈壞愈有
關係密切的港人在濃厚的反共氛圍下被大部 新聞」理念，多數媒體80%以上對內地的報
分港人視為另類分子，長期受到歧視、排 道皆為負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急不得，慢
斥。愛國力量長期積弱不振，難以招攬和培
植廣大港人可以信任的政治人才。回歸後， 不得。過急是找死；過慢，是等死。
（轉載自2012年11月5日《成報》
）
特區政府加入了一些愛國人士，造成港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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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如何看待美國大選

對中國來說，羅姆尼、奧巴馬誰上台都同樣是中國的對手，中國都無所謂。冷靜而言，中

美國大選經歷了半年多，耗時間、耗金錢、耗國
力，將於明日一見分曉。奧巴馬和羅姆尼在這場勞民
傷財的選戰中，誰都未曾拿出治療美國病態經濟的良
方。儘管二人使盡渾身解數，激烈廝殺，謊話連篇，
空頭支票滿天飛，美國選民仍然看不到希望，熱情已
被消耗殆盡，連四歲的小女孩都被選戰的電視廣告頻
繁轟炸，炸得哭訴抗議奧巴馬羅姆尼了。美國選民因
兩黨政治惡鬥，分裂成了兩派，因此，對原本伯仲之
間的奧巴馬、羅姆尼無法分出優劣，多次民調顯示，
兩人的支持率幾乎都不相上下。當然，最終的結果還
是會戲劇性產生，奧巴馬或將以極其微弱的多數勝
出。不過，羅姆尼也有當選的希望。不到最終揭曉，
實難預料誰會獲勝。

A18

望。
對於中國來說，奧巴馬與羅姆尼誰上台都是代表美
國利益的，他們在競選中所表白的對華政策主張並無
本質上的區別。他倆究竟誰勝出，中國都是聽其言觀
其行，靜觀其變，從容應對。在長達半年的選戰中，
奧巴馬、羅姆尼都表現出一個比一個狠地拿中國當槍
靶子，都企圖以攻擊中國、拿中國說事來取悅選民，
撈取選票。奧巴馬和羅姆尼都將美國經濟艱困、失業
率高企歸罪於中國。把同中國的經貿問題內化為國內
政治問題，把國內政治問題外化為同中國的經貿問
題。這在美國大選史上可謂是創紀錄的。
羅姆尼開口閉口就宣稱如他上台入主白宮第一天就
宣佈中國為貨幣操縱國。中國對此一笑置之。羅姆尼
犯下了政治幼稚和法律幼稚的毛病，他即便下決心要
真的把諾言兌現，但上台第一天，無論如何也辦不
到。當然這嚇唬不了中國，但卻能欺騙選民。其實，
這是在開政治玩笑愚弄美國人。

中國對奧羅誰上台都無所謂
奧巴馬似乎也被羅姆尼欺騙愚弄了，他不僅同羅姆
尼競賽對中國放狠話，而且對中國下狠手，大搞投資
貿易保護主義，直接出面干預並取消三一重工在美的
風電項目。同羅姆尼競選的幾個月內，接連對中國搞
了數次雙反訴訟和制裁。而且奧巴馬還大大加強了日
美軍事同盟關係，唆使、支持日本、越南、菲律賓挑
釁中國，挑撥離間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關係，大搞多國
軍事演習，孤立、威懾、遏制中國。

其實，對中國來
說，羅姆尼、奧巴
馬誰上台都同樣是
中國的對手，中國
都無所謂。冷靜而
言，中國對於奧巴
馬已有較多的了
解，而至於羅姆尼
則相對陌生，需要
時間了解。但羅姆
尼上台也並非比奧
巴馬更可怕。從過
往的事實來看，
2006年羅姆尼任馬薩諸塞州州長時，曾率團訪問中
國，並「對中國的快速發展表示欽佩」。羅姆尼若是
上台治理美國，也如同治理馬薩諸塞州，美國經濟復
甦離不開中國，他勢必會像做州長時那樣同中國交往
和做生意。再說，共和黨崇尚自由貿易，其背後的支
柱是跨國公司大財團，基於大財團的利益，也為了美
國的利益，羅姆尼相對於背靠工會更愛搞投資貿易保
護主義的民主黨奧巴馬來說，應會減少美國同中國的
投資貿易摩擦和爭端。顯然，中美兩國在經貿金融相
互依存度空前高的情況下，中國同羅姆尼打交道比同
奧巴馬打交道可能更方便些。僅此而言，中國早已做
好奧巴馬羅姆尼誰上台都無所謂的準備，誰也離不開
誰的中美關係，依然會在鬥爭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
平衡、在平衡中求共存。

穩當積極的解放軍高層人事安排
妮爾硯 軍事評論員

止戈為武

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

屆時被委以重任，顯然回應了社會大眾和基層部

長達8年，是現任解放軍七大軍區中資歷最老的一位司令
員。在其任內，濟南軍區作為胡錦濤親自敲定的解放軍大
聯勤體制改革的試點單位，取得了突出的效果。軍區承擔
的中俄「和平使命-2005」
、「確山-2007」
、「鐵拳-2009」
、
「前鋒-2011」等大型軍事演習也都卓有成效。觀察家指
出，軍委副主席是平時現役將領所能達到的最高職務。從
1949年直到上世紀80年代後期，擔任軍委副主席的大多是
開國元帥，而後擔任軍委副主席的，也往往先經歷軍委委
員階段的歷練，如近幾屆的張萬年、遲浩田、郭伯雄、曹
剛川、徐才厚等。現在，范長龍由大軍區司令員，跳過中
央軍委委員，而直升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並排序在前，這一
晉陞軌跡為軍內罕有，顯示了中央領導集體對他的信任和
期待。

隊對人事安排的重大關切，是以胡錦濤為總書

更重視三軍協同作戰

記、軍委主席的領導集體成功主導軍委人事的組

二是「戰略軍種」受重用。作為解放軍歷史上最年輕的
空軍上將，許其亮在十八大再獲重任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許其亮曾是全軍的模範飛行員，其從軍生涯曾屢創紀錄且
屢有起伏。1983年33歲時成為空軍最年輕的師長，1984年
8月被破格提升為空軍第四軍副軍長，此後在指揮所參謀
長、代理副軍長、軍參謀長等崗位上高職低配或平職變
動。1994年10月，44歲的許其亮升任空軍參謀長和空軍黨
委常委，成為當時全軍最年輕的副大軍區職幹部。1999年
2月，在空軍領導班子的調整中，許其亮被平調任瀋陽軍
區副司令員兼瀋空司令員。2004年6月，擔任副大區級職
務近10年的許其亮被任命為副總參謀長，開啟了第二輪任
職的「黃金階段」。2007年9月，許其亮回到空軍任司令
員，並在一個月後召開的十七大上當選為軍委委員。觀察
家認為，履新後的許其亮也成為第一位晉陞軍委副主席的
「50後」
，既表明中央高層對三軍協同作戰的重視，是空軍
在中國軍隊未來發展中地位和作用提升的標誌，也說明軍
委領導班子年輕化的進步，有利於軍委班子的穩定和軍隊
的長遠建設。

兩位在軍內外有廣泛影響的正

大軍區級高官或陸空軍上將出任軍委副主席，既
是正常的高層人事接替之舉，也有罕見的突破常
規用人之處，聯想到此前的高級將領調整，顯見
經過較長時間的培養歷練，解放軍一批具有現代
軍事思維的新生代將領已脫穎而出，站到了領導
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的高端，折射 軍隊未來的
改革方向；一批出身平民家庭的將領在決策層換

織證明。
日前閉幕的中共十七屆七中全會決定，增補濟南軍區司
令員范長龍上將、原空軍司令員許其亮上將為中央軍委副
主席，立即引起了全軍部隊的積極反應和國內外媒體的高
度關注。普遍認為，兩位副主席德高望重，閱歷完整，久
經考驗，出任新職既順應中國特色軍事變革需求，又符合
廣大官兵期待；隨 軍委副主席和四總部主帥、空軍、第
二炮兵軍事主官調整名單的公佈，新的軍委領導班子組成
人員已悄然成型。

突破常規的高層安排
一是「越級提升」開新篇。熟悉改革開放後解放軍高層
人事安排的人士不難發現，新任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已成為
解放軍歷史上第一位由大軍區司令員越過軍委委員直升為
軍委副主席的將領。現年已滿65歲的范長龍，遼寧丹東
人，2004年由總參謀長助理升任濟南軍區司令員，任現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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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勢當主席 公民黨激進難改

在未來一、兩個月，反對派兩大政黨民主黨及公民黨都將迎
來領導層換屆。這次換屆正值在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之後，也
是在本港即將步向雙普選之前的準備期，重要性不言而喻，從
中更可窺見反對派如何因應選舉結果而調整路線，在未來幾次
大戰中擬定策略。以目前的情況看，民主黨黃碧雲接任主席機
會較大，而她近日的表現，尤其是針對人民力量、新民主同盟
的反擊，也反映她將是一名強勢主席。此外，公民黨亦將在12
月1日舉行新一屆領導層換屆。

余若薇回朝兩大原因
由於原黨主席陳家洛在陳淑莊力捧下出選立法會，將不能再
擔任主席，而目前擔任黨魁的梁家傑，也極大機會再坐一屆。
即是說公民黨最大的變動將是黨主席之位誰屬。公民黨領導層
目前正全力勸進前黨魁余若薇轉換跑道擔當主席，梁家傑指
出，黨內確實有聲音，希望告別議會的「政治明星」余若薇，
能繼續在黨內發揮影響力，遂提議由她升任主席一職，自己及
湯家驊亦已在不同場合開腔力挺，但她一直不肯回應云云。當
然，余若薇拒不回應並非是沒有興趣，否則一句回絕就可以
了，她並未回覆主要原因是要察看黨內的反應。始終，在過去
公民黨的換屆選舉中，黨主席一職從來都會有不同派別人士競
逐，儘管余若薇可勝，但也不宜貿然過早表態。
事實上，梁家傑等人不斷高呼黨內要年輕化，新人要接班，
但現在卻要重召余若薇這名老將回朝，無疑是自相矛盾，但他
也有自身的盤算：一是目前新人未能壓場。眾所周知，公民黨
這次立法選舉，出現了「三娘教子」的局面，三名男議員都是
由女將抬轎抬出來的。法律界的郭榮鏗如果沒有吳靄儀逐個電
話逐個電話的拉票，以他的資歷及名望怎可能在論資排輩的法

律界當選？郭家麒缺乏全港性知名度，沒有余若薇的力保過
票，在新界西怎可能勝過李永達？更不要說在港島區陳家洛是
陳淑莊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哭得議席。三個大男人卻是靠一班
女將推上台，試問如何服眾？就是在黨內這些人也不無爭議，
陳家洛當新界西支部主席時幾乎將可以得罪的樁腳都得罪了。
現在這班人上位，不少黨員根本不服，甚至陽奉陰違，所以唯
有再請一班女將出來救駕，不只余若薇，陳淑莊也有很大機會
當副主席，吳靄儀也會續當執委，原因為何，新人不能服眾所
致也。

將激進路線進行到底
二是要繼續黨內的激進路線。公民黨轉趨激進，是從梁家
傑、陳家洛接任黨主席及黨魁之後開始的，加上余若薇、吳靄
儀等在幕後推動，令公民黨突然與社民連發動「五區公投」、
突然對於所有大型基建採取司法狙擊策略、甚至不惜為數以十
萬計外傭爭取居港權，這條激進的不歸路正是由此而來。然
而，隨 余、吳等人在今屆立法會選舉告老歸田，新人又未成
氣候，她們擔心激進路線可能會受到打擊，尤其是在立法會選
舉前後，黨內已經有聲音質疑公民黨是否背棄了溫和務實的中
產支持者。而今屆領導層改選，黨內溫和力量也可能再派人爭
逐主席。在這樣情況下，余若薇唯有再次出來「壓場」，通過
自身的人氣及聲望將異議聲音壓下，並將一班舊人重新召回領
導層，目的正是將激進路線進行到底之故也。
可以預期，當余若薇決定參選後，也是選舉結束之時，其他
人士根本難以與她角逐，她當主席意味公民黨在激進路線將會
一直走下去，甚至是愈走愈激，這對於本港政局都不是一件好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