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是一個本國利益至上的實用主義國家，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確保美國全
球領導地位，是美國全球戰略和對外政策的依歸，其對日政策也不例外，這也
是奧巴馬及其政府所秉持的主旨和圭臬。「日本回來」對美國而言是福兮？禍
兮？權衡利弊禍福，從歷史、現實和長遠來看，奧巴馬政府及美國社會各界對

「日本回來」似乎預感到來勢不妙，福兮禍所伏，利兮弊所倚。因而，美國不
歡迎極右鷹派安倍，不歡迎妄圖復辟的「日本回來」是在情理之中，合乎美國
邏輯，實屬必然。

妄圖復辟軍國主義令美憂慮

安倍上台之後，一直極力鼓吹「強大的日本回歸」。此次訪美也為之大造輿
論，出訪之前就宣稱，要在美做「日本回來了！」的高調的主題演講，其旨在
展示安倍領導日本重振雄風的霸氣。當然安倍心知肚明，「日本回來」首先必
須得到美國的首肯和放行，畢竟日本還是在美軍佔領下的非正常國家。美日關
係還是主僕關係，主政的日本政客還必須看美國主子的臉色行事。正因為如
此，徹頭徹尾的鷹派安倍到美國還得點頭哈腰地表忠心，以博取奧巴馬的歡心
和美國對「日本回來」的支持。安倍所謂「日本回來了」的真實意圖和膨脹的
野心，其實早已路人皆知，對此不僅奧巴馬有疑慮，美國人也感不安。

安倍打 「日本回來了」的旗子在美國招搖過市，首先是告訴美國，日本又
回到被日本民主黨政府破壞的美日同盟關係的正常軌道，又重回美國懷抱，重
振和深化美日關係，強化美國遏制中國的「重返亞洲」戰略，願意為之增加軍
費、擴軍備戰、充當急先鋒，欲以此換取美國對日本在釣魚島爭端問題上的大
力支持。奧巴馬方面表示，美日關係沒有變化，言外之意並無重振和深化的必
要。出於美國國家利益和亞太戰略利益的全方位權衡，奧巴馬政府一直宣稱

「重返亞洲」戰略不是為了遏制中國，而是為了復甦美國經濟和亞洲和平穩
定，為了亞太戰略再平衡。

從奧巴馬政府的真實意圖來看，美國「重返亞洲」，「軍事戰略再平衡」為重中之重，其
戰略目標和戰略任務是十分明確的，一是針對和遏制中國的現實威脅，二是針對和防範日
本的潛在威脅。為應對崛起中國的緊追競爭挑戰，為阻止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老大，美
國當然要對中國實施戰略再平衡。這是維護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確保在亞洲戰略利益的現
實的緊迫需要。美國也不會忘記在上世紀80年代曾瘋狂覬覦其頭號經濟大國地位的日本，
雖然現已被中國超越，但日本是決不甘心做老三，也決不情願做老二的，而且對美國使用
原子彈奪走了20多萬日本人的生命，擊破其「東亞共榮圈」美夢，迫使其無條件投降，更
何況至今仍未擺脫美軍的佔領，屈從美國的非正常國家屈辱地位，日本對此一直耿耿於
懷，咬牙切齒，圖謀伺機報復。因此對日本來說，其頭號敵人、仇人不是中國，而是美
國。日本是一個認敵必殺、記仇必報的兇險殘暴的民族，其亡美之心、滅美之志從未消
停，尤其近些年來更是暗潮洶湧。極右的鷹派安倍上台後，更加推波助瀾，四處出擊，加
劇同中韓俄的領土爭端，妄圖推翻二戰歷史鐵案，欲顛覆二戰後的世界秩序，極力拉攏美
國增強對華遏制戰略，要修改和平憲法，改自衛隊為國防軍，行使可對外開戰的自衛權，
甚至實施先發制人的打擊。「日本回來」的如此膨脹的野心、囂張的氣焰、暗藏的殺機，
能不使美國產生疑慮和戒心、糾結與不安嗎？此次安倍動靜鬧得很大的朝聖式訪美，其首
要目的是力爭奧巴馬總統在日趨嚴重的釣魚島爭端上表態支持日本，以此為突破口，進而
說服奧巴馬支持安倍修改和平憲法，建立國防軍，行使集體自衛權。奧巴馬早已識破了安
倍「日本回來」的狼子野心，用冷靜而嚴肅的態度對安倍來訪進行冷處理、冷接待，使滿
腔熱情表忠心的安倍用熱臉貼了奧巴馬的冷屁股，奧巴馬在釣魚島問題上隻字不提，安倍

「日本回來」的訴求碰了壁，安倍也碰了一鼻子灰。

一意孤行難逃短命首相下場

安倍宣稱「日本回來了」，另一方面的用心也是宣揚「安倍回來了」。然而，安倍二次復
出回來，仍然生不逢時。首先，安倍用對華強硬、對美討好來轉移日本民眾盼其解決國內
經濟一團糟的訴求，藉以籌謀贏得7月的參議院選舉，從而鞏固安倍政權，奧巴馬對此是持
懷疑的；其二，奧巴馬深知，為支持安倍政權爭奪釣魚島而同中國發生衝突，兵戎相見，
勢必兩敗俱傷，世界老大老二都傷了，豈不讓賊心不死的老三漁人得利﹖因此，奧巴馬豈
能對安倍聽之任之，被其綁架拖下水；其三，奧巴馬政府重返亞太再平衡戰略雖然還將繼
續下去，但已明確顯示不會按照前國務卿希拉里、前國防部長帕內塔規模龐大的計劃貫徹
下去，新國務卿克里已清楚表明，他不認為有繼續增強在亞洲軍力的必要，美國的外交政
策是經濟政策，亞太戰略的重點應是為了經濟。溫和而務實的新任國防部長哈格承認，美
國無法主宰世界，無法支配全球。美國雖然要繼續將重心放在亞太地區，但正如負責亞太
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馬克．利珀特所言，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在奧巴馬第二任期內，將

「以現有的形式持續下去」，這意味 奧巴馬已經調整或改變了要將60%以上的海軍軍力部
署在亞太的原定方針。這也告訴日本，美國不會在亞洲進一步增加軍力，更不會為支持安
倍政權同中國兵戎相見；其四，已崛起強大的中國也不是好惹的，並已注定了日本再也無
法同中國較量了。安倍還是老實一點，收斂野心，別挑事惹事，也別妄想翻案復辟。安倍
及其內閣如果不識時務，一意孤行，就注定逃脫不了短命首相、短命內閣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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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12日，
美國等國家探測
到朝鮮「發生4級

地震」，隨後知道是因為「朝鮮進行地下核
爆炸」，顯示試驗的威力非同尋常。近年
來，美國、日本和韓國在朝鮮周邊每年舉行
近百次軍事演習，屢屢警告要「先發制
人」；美國時而稱朝鮮為「邪惡軸心」，時
而又指責平壤支持恐怖活動。此外，美國等
還對朝鮮進行無休止的經濟、貿易和軍事制
裁。事實證明：「制裁」無法讓人就範，

「軍演」亦不能解決問題，從另一角度看，
正是「嚴厲制裁」和「頻頻軍演」催化了朝
鮮的核爆炸。

美國顛覆他國的手段一般分為4種，一是
由中情局策劃暗殺，古巴卡斯特羅就曾領略
過美國實施的647次暗殺；二是利用、支持
反對派對相關政府發動示威和軍事行動，利
比亞、埃及、敘利亞的混亂就是由美國策反
造成；三是找個借口軍事直接介入，五角大
樓自製借口「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
器」，就直接採取軍事行動推翻了薩達姆政
權；四是對相關國家實施經濟、貿易和軍事
制裁，朝鮮就是長期受到「制裁」而陷入經
濟困境，於是鋌而走險，不顧多方反對，再

次進行核爆炸。

「制裁」當兒戲帶來麻煩

和朝鮮2006年和2009年2次核爆炸相比，
這次試驗的當量達到5萬噸TNT，遠遠高於
以往的核爆炸。核武器是大殺傷力武器，可
以在頃刻之間讓一座城市變成廢墟，幾十萬
人瞬間喪命。聯合國早就制訂了「核不擴散
條約」，為什麼屢屢擋不住核擴散？美國無
視北京「重啟六方會談」的倡議，將軍事

「演習」當飯吃，將「制裁」當作兒戲，是
其中的重要原因。

歷史證明，朝、韓兩國實行「陽光政
策」、「六方會談」順利舉行、美國較少插
手朝鮮事務之時，半島局勢緩和，無核化
的願望和氣氛都比較濃厚，反之則氣氛緊
張，這說明要解決朝核問題，相互對話、
充分商討才是上策。美國總把朝鮮說成是
美利堅安全的頭號威脅，就不掂量一下，
自己在別人家門口舞槍弄棒搞「演習」，
是否威脅別人的安全。華盛頓只要寬容一
些，朝鮮半島的局勢就不至於那麼糟糕。
美國以為只要嚇一嚇，就可以使朝鮮「俯首
稱臣」，殊不知這樣給美國自己帶來更多麻
煩。

日韓蠢蠢欲動

朝鮮再次核試，白宮也變得像熱鍋上的螞
蟻，前美防長帕內塔近期表示，朝鮮已經對
美國本土構成威脅。韓國和日本要擁有核武
器的呼聲也因此變得大起來。美國雖然禁止
日本和韓國擁有原子彈，也口口聲聲承諾會
對他們實施「核保護」，但事實是，「核保
護」使他們變得更加恐懼和渺茫。韓國新世
界黨表示，就算不能馬上擁有核武器，韓國
也有必要制定核戰略，以維持韓朝之間的軍
事平衡。日本右翼更加狂言，根據日本的技
術，6個月內就要造出原子彈。

朝鮮核爆炸後，半島的氣氛驟然變得相當
緊張。韓國公開宣佈已完成部署新式巡航導
彈，可以隨時、隨地準確擊中朝鮮境內的任
何政治、經濟和軍事目標。東京則繼續彈唱
準備對朝鮮進行「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行
動。朝鮮核試是在美國、日本和韓國等舉
行系列針對性軍事演習的背景下進行的；
所有軍事演習，都有一個特定的目標，或者
說是「模擬對手」，美國、日本和韓國的軍事
演習當然指向平壤。將軍演當飯吃，不僅給
地區局勢帶來麻煩，也給遠在西邊的美國帶
來不安。

美國催化朝鮮核試爆

港區政協委員和各種組織，特

別是關心子弟的家長們，都會十

分樂意安排協助和鼓勵青少年多聽、多看、多走，

多接觸有關祖國的事物，多看看祖國河山和十三億

同胞，親自感受祖國日新月異的進步；用新鮮純正

的聲音驅去反對派的妖霧、讓振奮堅定的前進號角

促使您和廣大同胞同步實幹，讓「兩會」帶來的春

風化雨，孕育我們的菁莪，合力興邦！

一年一度我國最重要的政壇大事「兩會」在春風拂遍神州
的美好日子裡召開，今年的會是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的第一次會議，新班子帶 承先啟後的任務踏上崗位，有
特別重要和艱巨責任。政協會議循例先於人大會議召開，賈
慶林主席作了重要報告，列出了五年以來政協為國為民做了
的樁樁好事，同時亦提出了當前的新任務。賈主席特別提
到：「加強與港澳政團、社團及代表人士的聯繫交往，支持
港澳委員向港澳青少年介紹國情和組織他們赴內地學習實
踐，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國愛澳力量⋯⋯。」這些非常簡
括明確的總結，充分表明了政協對港澳同胞的關懷體貼和需
求。作為港人的一員，我感到特別是在宣傳和貫徹「一國兩
制」的責任和對青少年介紹國情這兩方面更為迫切和有針對
性。

加強青少年國情教育意義重大

對「一國兩制」全面、準確、深刻理解和實踐是香港當前
急切需要的任務，要以此為綱，要奮起這金箍棒，才可以認
清普選、國民教育、香港和內地的關係、中央和特區的關係
等一系列問題，才可以撥開反對派在這些問題上攪起的迷
霧，才可以教育青少年認識時代的主流，才可以讓老百姓看
清楚事物的真相。

就以國民教育這範疇作例，反對派拿 教材草稿中的個別
例子便大肆宣傳，發動多條渠道攻擊教育當局，加以其時正
值立法會議員選舉期，反對派造勢，利用這一 ，有目的地

發動了一批青少年、迷惑了一群家長，致使這一發而使官員
們不可收拾。其實，國民教育無論何時何地也是一門響噹噹
的正義工作，誰也不應也不能反對。只不過，反對派運用了
他們慣用的手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甚至生安白造誇張誑
言，利用家長們片面的認識和對子弟的愛護而突擊得手。在
這「反國教」行動中，除了固有的反對派之外也有一批被誤
導的青少年，這說明了，對青少年正面教育工作的重要，如
果青少年的思想被錯誤的認識入侵了，他們便看不到事實的
真相。因此，正如賈慶林報告中總結：「向港澳青少年介紹
國情和組織他們赴內地學習實踐」的好處和重要。

面向祖國是光明大道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在港英管治下，那時的青少年要認
識祖國較現在困難得多。正處於求知和要求上進的年輕人在
這環境中，千方百計地渴求可以讓他們看到曙光的渠道，因
此，進步的書刊和愛國學校的學友是珍貴的源泉，通過這
些，在「官立」學校和其他封閉的學校讀書的青少年才有機
會接觸到祖國的聲音和面貌。我們參加了讀書會、座談會、
交誼晚會，然後有機會初次踏過深圳或者拱北海關，親自體
會神州河山的真面貌。1955-56年歷史悠久的皇仁書院中學畢
業生中有11名同學回內地升大學，其後其中7名獲歐美大學博
士學位，這說明了就以求學問搞科研來說，面向祖國也是香
港青少年學子的一條光明道路。

反國教是對青少年灌輸錯誤思想

很明顯，反對派目前在香港是開展了對建制的全面進攻：
搞亂社會、拉垮民生、癱瘓政府、劍指中央、否定「一國兩
制」，他們除了利用政黨社團、媒體、宗教、國外勢力之外，
還進而滲入青少年群體，利用政團宗教等組織對青少年洗
腦，灌輸反中仇中、反共反同胞的錯誤思想。賈慶林報告中
提綱挈領地指出引導港澳青少年認識祖國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當然會使反對派特別是「反國教」分子大為恐慌失措。
人民政協提出的這一 正正擊中了反對派的要害，打中了他
們的歪心；香港同胞為了香港的前途、自己的福祉和子弟的
將來，必須認清「反國教」及其同伙的陰謀，明確青少年應
該「識大勢、明大義、講大局」。

韋　剛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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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轍元

提出「癱瘓中環」行動的港大法律學者戴
耀廷，經過與各反對派政黨及團體商議後，
日前介紹其行動「四部曲」，包括：一、成
立由個人公民身份加入的爭取普選平台，凝
聚一萬人討論出港人支持的普選方案；二、
透過鍾庭耀的民意研究計劃電子平台，對有
關方案進行所謂「全民投票」；三、當「全
民投票」結果出來後，屆時如果當局提出方
案是「假普選」，將會由民主黨何俊仁辭去
其超級區議會功能議席進行補選，藉「變相
公投」讓市民表決是否接納方案。四、中央
和中央政府最終如拒絕接納方案，屆時將啟
動「佔領中環」行動，動員支持者在中環堵

路，之後所有參加者將主動自首「癱瘓警
署」，被捕的知名人士將到國外向國際社會
解釋被捕原因，全港市民亦可發起全面不合
作運動，向中央和特區政府施壓。

「癱瘓中環四部曲」違民主精神

戴耀廷與反對派提出「癱瘓中環四部
曲」，自稱是要凝聚民意顯示市民爭取「真
普選」訴求，但先不論所謂「真普選」本身
就是一個反對派自說自話的「假議題」，所
謂「四部曲」在具體操作上也是黑箱作業。
戴耀廷提出由萬人討論一個港人支持的方
案，但這萬人從何而來？有什麼資格代表七

百萬市民？如果參與者全是反對派人士及其
支持者，所得出的方案自然可想而知。戴耀
廷又指會委託鍾庭耀的電子平台以尋求市民
對方案的看法，但「鍾氏民調」的科學性、
中立性一向受人質疑，這樣一個量度民意方
法只是反對派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場鬧劇，方
案並不能代表主流民意。反對派計劃繼而以
方案不被接納為由，發動「癱瘓中環」等激
進行動，根本是缺乏民意認受性，與戴耀廷
等所言的代表民意是背道而馳。

最重要的是，香港的政制發展，必須依法
辦事。在香港實行普選的依據是《基本
法》，因此香港的普選問題，要以《基本法》
和人大有關決定為基礎。《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所作的有關決定，已對香港政治
體制的未來發展，包括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實
行普選所必須遵循的原則和程序作出了明確
規定，任何涉及選舉制度的修改都必須經過

「五部曲」：一是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
會提出關於制定普選辦法的報告；二是全國
人大常委會對行政長官的報告給予答覆；三
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普選辦法方案，須
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四是
行政長官同意立法會通過的普選辦法；五是
行政長官將普選辦法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
或備案。

挑戰「一國兩制」 意圖奪取管治權

所謂「癱瘓中環」行動，罔顧了「政改五
部曲」的憲制要求，妄圖在原有程序外另搞
一套，通過違法違憲的「變相公投」以及激
進抗爭方式，迫使中央政府接納其政改方
案，不但在本質上是挑戰《基本法》和人大
常委會就本港政制發展所作出的決定，挑戰

「一國兩制」下中央憲制權力的行為；更是
衝擊普選特首必須愛國愛港的底線。事實
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十二屆
一次會議主席團會議主持人俞正聲日前就提
到，要確保愛國愛港、愛國愛澳力量在香
港、澳門的長期執政，重申將來的普選特首
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有關言論引起反對派
的忌憚，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指這是要為下屆
特首人選設限，何俊仁甚至直指「如果中央
繼續咁講，就要預備佔領中環會發生」，這
些暴露了反對派不認同特首須「愛國愛
港」，於是利用「癱瘓中環」來衝擊特首須
愛國愛港的要求，暴露了反對派藉普選奪取
香港管治權的圖謀，社會各界必須高度警惕
及抵制。

以香港經濟命脈作談判籌碼

「癱瘓中環」行動不但挑戰中央的憲制權

力，對本港社會更
會造成嚴重損害，反
對派固然必須譴責，戴耀廷身
為法律學者，更不可能不知道法治是社會的
最高規則，也是本港繁榮基石。古希臘先哲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指出：「法律是
一種秩序，良好的秩序基於普遍遵守法律；
法律是正義的體現。」然而，反對派策動的

「癱瘓中環」行動卻是為了自身政治企圖，
不惜犧牲社會整體利益。全國政協常委鄭家
純直斥要「癱瘓中環」的人，「在香港搞，
搞不出什麼花樣逼中央就範，但用香港利益
作籌碼、作賭注去對抗中央，對香港沒有好
處」；港區政協委員李家傑直指猶如「攬住
來死」。

這些都揭示了「癱瘓中環」行動的目的，
就是以香港經濟命脈和市民利益作談判籌
碼，迫使中央政府就範，否則寧願「攬住一
齊死」，這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也是與「愛
國愛港」的要求背道而馳。中央提出普選特
首必須愛國愛港，正是針對這些罔顧七百萬
人福祉，破壞「一國兩制」和香港繁榮穩定
的人而來。如果讓這些人奪取香港管治權，
隨時會將香港變成顛覆中國政府的陣地和橋
頭堡，屆時香港將永無寧日，陷入萬劫不復
之境，這是全社會都必須警惕及防備的。

在香港實行普選的依據是《基本法》，因此香港的普選問題，要以《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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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社會各界必須高度警惕及抵制。

「癱瘓中環」挑戰中央憲制權力 衝擊特首須愛國愛港底線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打

「日本回來了」的旗子，到美

國進行興致勃勃的朝聖「一

日遊」，豈料卻落得個乘興而

去、敗興而歸的灰溜溜下

場。其根本原因是美國並不

歡迎存在潛在威脅的「日本

回來」，尤其不歡迎極右鷹派

人物安倍率領「日本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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