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8日開始，由「置安
心」計劃演變而成的綠悠
雅苑的準買家可以開始選
擇，決定購買該屋苑單
位。但是，根據傳媒報
道，有好些準買家在抽中
之後反而「心大心細」，不
知該不該買。有人開始打
退堂鼓，這與綠悠雅苑剛
推出時人人爭先登記有天
淵之別。

這種現象證實了我過去
不斷強調的觀察：香港人
買樓的習慣是樓價越升越
多人爭 買，同時埋怨政
府不壓抑樓價；但是，當
他們預期樓價可能會下跌
時，他們就不想買樓了。
政府出手打壓樓價的結
果，只有極少數眼光準確
而且夠膽識的人敢買樓，
餘者全嚇壞了，誰敢買一
些他們認為價格會持續下
跌的東西？

目前的日本政府為什麼
要人為製造通脹？原因就
是日本過去許多年都處於
通縮中，物價越來越低，
遲買比早買便宜，結果日
本人都不願消費，不願買
東西了。遲些買會更便宜
的觀念壓抑了日本人的消
費力，日本經濟就一沉不
起。

樓市是香港經濟結構中
重要的一環，樓價不斷狂
升，政府不出手打壓，恐
怕會導致樓市出現大泡沫
的現象；但是出手打壓，
力道要拿捏得準也不容
易。目前全香港的房地產
市場已經進入一池死水的
境地，很少人願意買也很

少人願意賣，綠悠雅苑的準買家開始
猶疑不決。看來特區政府已成功地改
變港人認為樓價必升、並不斷地要求
政府打壓樓價的看法，現在，高喊樓
價太貴的聲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擔心樓價下跌。

實際上，購買房協的房屋，目的應
該只有一個：那就是自住。一個自住
的單位，至少住20年，買樓者是不應
該考慮樓價短期內的升跌。樓價升
了，難道賣了房屋去睡街邊？樓價跌
了，只要自己每月的按揭供款交得
起，根本不必擔心銀行收樓。買綠悠
雅苑的人只需要留意一件事，那就是
計算一下自己的供樓能力，並學習銀
行那樣進行壓力測試。所謂壓力測
試，即假設將來利率上升一倍，自己
是否仍有能力供樓？綠悠雅苑將在
2015年才入伙，目前只需付首期，但
五年內不許轉讓，因此，準買家也必
須再做另一個壓力測試，即假設到了
2015年，樓價下跌，銀行對綠悠雅苑
的估價不足，自己借不到樓價的按揭
金額，自己是不是仍有足夠的現金支
付？

對房協而言，如果許多申請者最後
臨時放棄購買綠悠雅苑，可能有點掃
興，但不是壞事，這說明政府穩定、
冷卻樓市的措施已有一定的效果，已
開始改變人們那種搶購樓房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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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動物走入人類社區，危及人們的生活及居住環境時，當
局必須施行為民「排憂除患」的政策。如貓狗本是人類的寵
物甚至友伴，但當流浪狗或貓影響公眾衛生、危及市民健康
時，漁護署必採取行動追捕流浪狗，為流浪貓施行絕育手
術。說到鴿子，必聯想到國家慶典或奧運開幕禮上放鴿子的
場面，象徵和平友好。但近年野鴿飛入民居，鴿毛飛揚、糞
便遍地，令建築物的冷氣機頂、窗台積上厚厚的糞便和鴿
羽，極不衛生，並引起市民對鴿子是否禽流感、腦膜炎帶菌
者的疑慮。許多飽受鴿患困擾的社區，以灣仔為例，議員多
次就鴿鳥影響環境衛生議題在區議會、屬下的委員會、以及
立法會的交流會提出討論。十多年來，當局尚沒有解決鴿患
的定案。2013年4月4日國家農業部宣佈，從上海市一家批發市
場的鴿子樣本中，檢測到H7N9禽流感病毒。相信當局是時候
檢討處理「市民投訴鴿患事件」的方法，並訂下具體策略。

香港現時處理鴿患的方法

目前香港並沒有立法規管餵養鴿鳥的法例，從分工的角度
來講，處理投訴野鴿擾民的問題，應是食環署或漁護署，現
時食環署根據《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罪行)條例》向餵飼
者提出檢控，罰款為1,500元；每日清潔野鴿聚集的黑點；在
餵飼黑點豎立警告牌，警告市民不得餵飼野鳥以致弄污公眾
地方，因此這只是條間接規管的條例。食環署曾加派人手在
各區的黑點檢控違例者，甚至有位違例餵飼者屢勸不聽、屢
控不改，食環署把她訴諸法院，法官判被告入獄一星期，也
可以說是食環署「奮戰」的成績，市民頗為讚賞。但這畢竟
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何況餵飼者經常避過食環署職員的目

光，運載一大麻包的雀糧，在深夜時分或凌晨灑放在街上，
可見殺一未能儆百。漁護署則在黑點放置雀籠捕捉野鴿或借
籠給申請者，這個方法成效不大，市民質疑當局如何處理被
捕捉到的白鴿，鴿子因斷糧而餓死或被毀滅都是不人道的做
法，放生更是荒謬，憑鴿子的本能必定會不遠千里飛回原
地。

效法外國為鴿子施行避孕

鴿子繁殖力很強，每21天就會孵出一批幼鴿。有許多國家
或地區引用毒殺、電擊、追捕等五花八門令鴿子減產的方
法，但這些太不人道，招人非議。較文明的方法應是近似人
類的節育方式會更科學化，採用避孕藥混入鴿糧以減低其生
產量。

意大利威尼斯馬可廣場的群鴿世界聞名，往意大利旅行的
各地的遊客必到此地感受一下鴿子的熱情，成為意國的旅遊
熱點，鴿子自然成為旅遊大使，那種自由翱翔、與人共舞的
愜意，為無數人帶來歡樂，遊人自然樂意掏腰包購買鴿子喜
愛的食物予以獎賞慰勞。食物源源不絕，鴿子迅速增長，鴿
群在廣場處處便溺，包括威尼斯的古建築物。威尼斯市政府
為此感到頭痛，起初，他們用圍捕方式，殺掉老病殘疾的鴿
子；或在鴿子蛋外面塗上一層油，令蛋內的小生命缺氧而
死，甚至搖動鴿蛋達到破壞其生機的目的；也曾引入愛吃鴿
蛋的鳥類，運用生物鏈的自然方法企圖減少鴿子數量，這些
方法既麻煩又有違人道原則，沒有繼續被沿用。最終市政府
決定為鴿子避孕，把避孕藥磨碎摻在鴿糧裡，鴿子吃了這些
糧，卵就不再受孕。

英國倫敦特拉法加廣場鴿子與人嬉戲，給廣大民眾帶來不
少歡樂，也是遊人喜愛的情景，但群鴿帶來的衛生問題令當
局頭痛。市政府曾經禁止遊人向鴿子餵食；稱鴿子為「有翅
膀的耗子」，引用鷹驅趕鴿子，據報道這個方法非常奏效但
太殘忍，引起民眾反對。後來市政府接納建議，採納在雀糧
中加入避孕藥減低鴿子的繁殖力，指令雀糧供應商配合此措
施，違者可能會被吊銷售賣雀糧牌照。

美國的荷里活是工業、電影業中心，是洛杉磯市的主要住
宅區，近年鴿子氾濫，市政府推行一項 「OvoControl P」計
劃，意圖減低雀鳥繁殖力的 「減鴿計劃」，把鳥類節育丸混
在鴿糧裡，放置在鴿子餵食器內，這些藥物可以令到鴿卵不
受孕。

香港應考慮立法規管市區餵飼鴿鳥

引入為鴿子避孕的方法，在香港是否可行需當局加以研
究，誠然，現時香港的鴿患主要來自野鴿，相對威尼斯、倫
敦廣場的遊客熱點是較難規管。但不妨參考洛杉磯的

「OvoControl P」計劃。香港應立法規管市區餵養雀鳥，香港
人煙稠密，居住環境擠迫，鬧市餵鴿鳥對市民已造成莫大的
滋擾，單靠現行檢控弄污公眾地方的條例規管餵飼鴿鳥已不
合時宜，政府應就「應否立法規管市區餵雀鳥」深入探討。
但立法並非一蹴即就，必須經嚴謹的程序，廣泛諮詢民意，
取得共識。當務之急，當局應多管齊下：研究引入外國避孕
藥以降低鴿子產量的方法是否可行；引入行政手段加強檢控
及推廣教育；定期在野鴿聚集的黑點收集鴿糞樣本進行檢
測。

立法規管餵養鴿鳥 為鴿避孕減產

2010年激進反對派公社兩黨策動「五區公投」失敗
後，事態峰迴路轉，民主黨、教協牽頭成立的普選
聯，一共有14名立法會議員和一批溫和學者，其中民
主黨有9名立法會議員。中聯辦負責人先後與民主
黨、普選聯、民協代表晤談，這是香港回歸後中聯辦
與溫和反對派的首次正式接觸。當時特區政府為推介
2012年政改方案亦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問責團隊以

「起錨」為主題，連續展開落區宣傳政改行動。在中
央、特區政府、建制派與溫和反對派都作出努力的情
況下，2012年政改方案獲得立法會大比數通過，突破
了政制發展停滯不前的「怪圈」。

反對派齊齊滑落民進黨化泥沼

在政改「五步曲」中，往往走到第三步即立法會三
分之二多數通過這一步，就被反對派以三分之一的少
數否決權否決了。2005年政改方案就出現過這種情
況。2012年政改突破了到第三步就無法前行的「怪
圈」，曾經增強了香港社會按照人大決定明確的時間

表落實普選的信心。
但是，2012年政改方案通過後，正如前港區人大代

表團團長吳康民指出，民主黨、民協遭到反對派激進
勢力大加施壓，他們為保住在反對派內的地位，怕不
夠激沒有巿場，唯有從談判桌往後退，激進勢力正在
反對派內抬頭，成為主流，現在已經沒有人敢理性看
待中央政府，敢與中央政府理性討論、對話。在這種
情況下，政改前景堪憂。

反對派齊鬥激，在去年立法會選舉已經表現無
遺。民主黨鬥激「反國教」、「反洗腦」、「反赤
化」、「齊抗共」。反對派的競相鬥激，不僅顯示反
對派在選舉政治利益衝突上是你死我活的關係，而
且顯示反對派政客麥卡錫上身和陳水扁附體，曾經
被視為溫和反對派的民主黨、教協和民協，與激進
反對派的公民黨、「人民力量」、社民連，都齊齊滑
落民進黨化的泥沼。

反對派「五路出擊」

反對派視未來兩個普選為爭奪香港管治權的「最
後決戰」，激進傾向已成為反對派主流。這表現在反
對派五路出擊：第一路是策動「癱瘓中環」，以新的

「災難論」威逼中央接受「逢中央必反」的人當特
首，儘管「癱瘓中環」被反對派披上「愛與和平」
外衣，但集結萬人長期佔領中環癱瘓香港政經中
心，是訴諸暴民政治的犯罪行為，實際是要拆除香
港通向普選的法治軌道；第二路是27名反對派立法
會議員成立「真普聯」，成立後即高調表示，行政長
官人選要愛國愛港及設立提名委員會機制，將令
2017年的普選變成假普選，其取態明顯是挑戰中央
對香港政改的權威和承諾；第三路是曾經抵制「五
區公投」和支持2012年政改的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
表示，如果要在「佔領中環」之前，發動一個辭職
公投，讓市民就民間普選方案表態，他絕無問題；
第四路是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鍾庭耀，設立電子平台
進行所謂普選方案「公投」；第五路是曾牽頭支持
2012政改的普選聯主力之一的教協，已編制通識教
材向學生洗腦，鼓吹及誤導教師和學生參與違法的

「癱瘓中環」行動。
目前，民主黨不僅決心不再牽頭與建制派商談政

改，而且競相與公民黨和「人民力量」、社民連鬥
激，教協從反國教到編制教材鼓動師生參與「癱瘓中
環」，激得已走火入魔；反對派學者也轉向搞「癱瘓
中環」，結果是反對派陣營中再沒有具份量的人士可
以站出來和建制派商談政改。

反對派把香港視為獨立政治實體
儘管政改前景堪憂，但反對派中過去的溫和派，還

是應該醒悟過來，認識到他們在激進反對派的壓力下
變得激進，一方面只能是為真正的激進反對派做嫁衣
裳，一方面是自己關上了與中央溝通的大門，最後只
能是兩面不討好。實際上，2012年政改方案通過後，
民主黨民意支持率大幅上升，顯示在「一國兩制」
下，香港的政黨選擇與中央理性溝通，具有很大空
間，也能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做出貢
獻，並得到主流民意的認同和支持。在目前的情況
下，特區政府應積極推動社會各界就特首普選的「兩
個前提」達成共識，儘管政改諮詢啟動時間可能晚
些，但可以後發先至。

香港一直奉行和平表達意見的方式，市民最大冀
求是安居樂業，任何激烈行動都不為港人所接受。
反對派齊鬥激，社會溫和理性的主流價值對此絕不
認同。中央在香港實行普選的態度一直是堅定不
移、積極和真誠的。喬曉陽指出，香港特首普選有
兩個前提，一是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決定，二是不允
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反對派拒絕接受這兩
個前提，實際上是把香港視為獨立政治實體。但
是，香港特首普選並非獨立政治實體的元首普選，
如果反對派堅持模仿陳水扁和民進黨那一套，違背

「一國」原則，站到求穩定、求和諧、求發展的港人
民心所向的對立面，其下場只會是「無可奈何花落
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反對派齊鬥激，在去年立法會選舉已表現無遺。曾經被視為溫和

反對派的民主黨、教協和民協，與激進反對派的公民黨、「人民力

量」、社民連，都齊齊滑落民進黨化的泥沼。目前激進勢力已成為反

對派主流，這表現在反對派對特首普選「五路出擊」，雖然策略不同，但目的都是要阻遏和扼

殺香港的普選進程。目前，社會各界對今次政改十分悲觀，但還是希望反對派能夠以理性妥

協的態度討論特首普選，若反對派堅持對抗不妥協，必須承擔特首普選被扼殺的責任。

反對派齊鬥激 政改前景堪憂

個人夢：人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中國夢」首先是中國人的
夢。

如果觀察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中國普通老百姓的夢想
經歷了三個階段：1840年到1949年這百年間，最大的夢想
就是不被別人欺凌，活得有尊嚴；1949年到1979年這30年
間，最大的夢想就是吃飽肚子；1979年至今的30多年間，
最大的夢想就是過上小康生活。

「小康」是一個大概念，這裡面包含了許多具體的夢
想，涉及到吃穿住行各個方面。應該說，最近10年，是普
遍中國人實現夢想最快的10年。中國建起了覆蓋13億人、
全球最大的社保體系，「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兩個
夢想變成現實；九年義務教育全面免費，農村學生讀完小
學、初中，繼續讀職業技術學校的，還能得到一定補貼，

「少有所學」的夢想也變成了現實。
習近平主席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說：

「讓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
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
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這意味 在今後
的日子裡，中國將在構建公平保障體系上發力，讓「權利
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變為現實。實現這個夢想，
難度很大，但只要有夢，就能凝聚起力量。

國家夢：富裕強盛

「中國夢」更是「國家夢」。
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沒有分崩離析的國家，然

而，與漢唐氣象、康乾盛世相比，近代以來的中國遭受了
巨大屈辱，割地賠款，被動挨打，隨時面臨亡國滅種的危
機。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到建
立新中國、推進改革開放，每一代人的使命不同，卻始終
懷揣 一樣的強國夢。

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估算，
中國從公元1000年開始，國內生產總值一直佔到世界的五
分之一以上。今天的中國，經濟總量躍升至世界第二，雖
然中國的經濟實力還沒有恢復到歷史的最高點，但已經越
來越逼近最高點。國家的強盛不僅僅表現在經濟總量上，
還表現在一些尖端領域，比如，載人航天技術、高鐵技
術、潛海技術都走在了世界前列，飛天夢、潛海夢、航母
夢、奧運夢、世博夢、青藏鐵路夢都已成真。

那麼，今天的「強國夢」有哪些內容？中共十八大宣
示：「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
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
代化國家。」

民族夢：民族獨立與民族復興

回顧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境況，19世紀外國強加給中國
的一系列條約、協定和治外法權條款，使人們清楚地看
到：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地位低下，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同
樣地位低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曾經刺痛了海
內外幾代中國人的心。

因此，「中國夢」還有一項重要的內容就是「民族
夢」，核心是民族獨立與民族復興。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民族獨立」的夢想成真。中國人
的事情，中國人自己做主，再也不用看洋人的眼色行事。
此後，中國人一直為民族復興而奮鬥。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走出國門旅遊、投資、求學，移
民，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歧視和偏見越來越少，友善與尊重
的笑容越來越多。這一切表明，中華民族重新回到了世界
舞台的中心，距離復興的目標越來越近。

天下夢：和平和諧

解讀「中國夢」，不能忽視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天下
夢」。

一些國際媒體在表述「中
國夢」時，不是用「Chinese
Dream」，而是用「China's
Dream」，其解讀更多是

「中國國家之夢」。其隱含的
寓意是：「中國夢」對中國
來說是一件好事情，對世界
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就不得
而知了。而在一些國家眼
裡，一個經濟迅速崛起的中
國是對世界的威脅。

其實，「中國夢」還有一
層含義，就是世界和平和諧。早在江澤民時代，中共在提
出「三個代表」理論的時候，就提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
興」概念。到了胡錦濤時代，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其內涵
就包括了「對內和諧，對外和平」的意思，以「和諧世界」
和「和平崛起」來統領內政外交的基本思路。中共十八大
報告首次將「堅持和平發展」列為必須牢牢把握的八個基
本要求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大報告在「和平、發
展、合作」的基礎上，增添了「共贏」，並強調在國際關
係中弘揚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精神。

中國的「和平崛起」、「和諧世界」並不是刻意貼上的
「標籤」，而是有 深厚的文化背景。不同於日本的「武士
道精神」，也不同於西方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理
念。數千年來，中國人信奉的是儒家思想，講究「以和為
貴」、「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正是
受儒家思想的支配，明朝的「鄭和下西洋」遠早於達伽
馬、麥哲倫，卻並沒有掠奪他國一寸土地。

不久前，習近平在訪問俄羅斯時說：「任何國家或集團
都再也無法單獨主宰世界」，在參加「金磚五國」峰會時
說：「國際上的事情由各國商量 辦」。這些觀點都體現
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平衡和諧理念。

縱觀歷史，中國人的理想社會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
「國泰民安，天下太平」。所以，解讀「中國夢」，不能省
略了「天下夢」這一部分，否則，「中國夢」在國際上會
被誤讀，在某些人眼裡會成為野心勃勃的代名詞。

「中國夢」的四個層面

劉夢熊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屠海鳴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鄭琴淵 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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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向世界宣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

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以來，「中國夢」成了人們熱議的關鍵詞。那麼，什麼是「中國

夢」？筆者認為，應該從四個層面去解讀：個人夢、國家夢、民族夢和天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