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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當前朝鮮半島局勢
頻頻升級，筆者認為，應
該好好澆金正恩一頭冷

水，使其清醒認識，不要有幻想，既不要擴大事
態，也不要拖中國下水，即使他們和韓國「擦槍
走火」，北京也不會再出兵。

朝鮮半島目前的緊張局勢，不符合中國的利
益，不符合亞洲的利益，也不符合全球的利益。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論壇說，「不能為一己之
私把一個地區乃至世界搞亂」。外交部部長王毅應
約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通電話表示，不允許在
中國的家門口生事。北京的重話，事實上說出了
世界主流社會的意見，也傳達了國際社會的警
告。

朝鮮半島緊張不符合全球利益

或許，平壤一方和美韓一方，在玩戰爭邊緣政
策中可以得到某些好處，包括內部的和外部的，
但是一旦「擦槍走火」甚至發生大規模戰爭，最
吃虧的還是當事者。

北京的立場非常清晰，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演講
中強調，十八大明確了中國今後發展藍圖，到
2020年GDP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到本世
紀中葉建成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中國將通過爭取和平國際環境發展自
己，又以自身發展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中國人

民對戰爭和動盪帶來的苦難有 刻骨銘心的記
憶，對和平有 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國將在熱點
問題上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堅持勸和促談。

同時，習主席還指出，和平是人民的永恆期
望。和平猶如空氣和陽光，受益而不覺，失之則
難存。沒有和平，發展就無從談起。不能這邊搭
台、那邊拆台，我們的地球村應成為共謀發展的
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競技場，更不能為一
己之私把一個地區乃至世界搞亂。

中國對於朝鮮半島的立場，習主席的講話可是
說透了。筆者理解，這些話是說給朝鮮半島各方
聽，而重點也是敲打金正恩，不要玩火玩過了
頭。筆者更認為，北京也是在警告平壤，歷史不
會重演，中國只會從自身利益和國際的基本利益
和基本道德規範處理事變。一旦朝鮮半島再次發
生大戰，北京絕不會輕易再出兵。

針對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升級，解放軍也有所防
備，大批軍隊調往邊境地區，例如駐紮遼寧本溪
的第190機械化步兵旅調往鴨綠江中朝邊界的吉林
省吉安市。中國軍網披露，近日，瀋陽軍區裝甲
部隊在大雪天野外實戰演習。同時，邊境一帶海
空軍也有演習。相信，北京的軍事準備，也是帶
有「以戰止戰」的意味。

從近期半島局勢看，許多國際觀察家都認為，
主動搞事升級的是平壤一方，包括，朝鮮宣佈立
即重啟5年前關閉的核設施，宣佈禁入開城工業園

區，要求駐平壤的外交人員撤離，準備試射中程
導彈等等。而美韓方面，則主要在軍事上增加壓
力，包括派出B-2、F-22戰機以及先進軍艦接連前
往半島區域。有人認為，戰爭已非是否爆發問
題，而是何時爆發問題。不過，筆者堅持，即使
有「擦槍走火」，也不會有第二次朝鮮半島全面戰
爭。

不會有第二次朝鮮半島全面戰爭

平實看，美韓當下主要目的還是「禁核」。儘管
也希望平壤崩潰，但是沒有用戰爭摧毀的計劃。而
平壤方面，總的態勢是防禦自保，甚至希望和美國
建交，事實上也沒有能力對韓國打一場全面戰爭。
問題是，國際社會最擔心的是，朝鮮出一招，美韓
出一招，導致局勢輪番升級而失控。不過，顯然目
前韓國方面在克制，並沒有隨金正恩起舞。

因此，筆者斷言北京不會出兵，首先是判斷半
島局勢再壞，頂多是「擦槍走火」。而對於小規模
的衝突，北京必然不會有所動作。其次，如果二
次朝鮮半島戰爭由平壤挑起，北京出兵既不符合
中國的自身利益，更為重要的是，也沒有正當
性，師出無名。因此，北京目前的所有表態，其
實也有對金正恩警告的潛台詞，也包含不會出兵
的意味，這樣或許能令平壤清醒，不要有幻想，
既不要擴大事態，也不要拖中國下水。

不能為一己之私亂世界

葵涌貨櫃碼頭工潮發生至今，工潮一直都被李卓人職
工盟所騎劫架空，參加罷工工人有被利用之嫌。

從工潮事件所見，職工盟一味要求要有香港國際貨櫃
碼頭有限公司（HIT）負責人出席會議才行。但葵涌貨
櫃碼頭公司已將部分工序分判給三個外判商，有關加薪
談判應由三間外判商出面。

李卓人職工盟提出要貨櫃碼頭公司負責人出席加薪談
判是強人所難，不合議事情理和程序。李卓人職工盟若
是真心純為碼頭工人爭取合理加薪，直接及有效的做法
就是選派碼頭工人的若干代表約見碼頭三個外判商見面
會談加薪之事，以及提出相關加薪方案。當然最好邀請
勞工處官員一同出席，作個見證。有勞工處官員出席會
議及見證，就不容勞資雙方有人出爾反爾抵賴。

然而，職工盟只是一味強調要有貨櫃碼頭公司負責人
出席才肯舉行會談，令勞資雙方加薪談判受阻。沒有接
觸，沒有會談機會，如何能達成加薪協議？究竟責在何
方，不言而喻。因此，事到如今，倘若李卓人職工盟真
的為碼頭工人爭取加薪，必須約見碼頭外判商見面談
判，而不是死都要見貨櫃碼頭公司。

這次碼頭工人爭取加薪引發工潮，一開始就發起罷工
行動，似乎與一般的要求加薪情況有異。通常都是勞資
雙方經過談判不果才出現罷工行動。觀乎葵涌貨櫃碼頭
工潮，似乎看不到勞資雙方有過一次以上的會談。這種
異常的表現，究竟是碼頭工人提出的，還是由李卓人職
工盟主導的，頗值得關注。從種種跡象反映，碼頭工人
絕不會貿貿然提出罷工行動，因為要顧及多方面，包括
經濟收入和家庭生活負擔，顧及飯碗。

今次葵涌貨櫃碼頭出現的罷工工潮，顯然有人在背後
點燃火把，推波助瀾，行動極之偏激。其實，在爭取加
薪問題上，員工才是主角，工會只是從旁協助和支援。
然而，今次碼頭工潮事件，從場外場內所見，李卓人職
工盟似乎成了整個罷工工潮主角。從講話發聲到傳媒鏡
頭盡是李卓人表演。可以預期，就算勞資雙方有機會在
談判桌上談，無論談判得如何，大抵都不由工人作主，
都由李卓人職工盟的人話事。由此推之，今次碼頭工人
爭取加薪事件，碼頭工人只是配角和被動，完全被職工
盟李卓人騎劫，作為另有目的的政治籌碼。

在此不妨勸喻勞工階層，爭取合理的權益和薪酬待
遇，最好帶眼識人，去搵一些真心實意的勞工團體支
援，既收到效益，又不會被利用。

反對派圍繞2017年普選的攻擊行動非常全面而且步
步進逼，最近由教協發動向學生洗腦，知法犯法的法
律學者戴耀廷倡議「癱瘓中環」，提出之後群眾嘩
然，強烈指責此法律教授教壞人，竟然提出要用暴力
行為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打擊市民和行政及商業活
動，勢必會引起對香港一連串的經濟旅遊交通金融等
等損失，反對派對此指責竟然厚顏答曰：「我們就是
準備用這方法迫使中央同意改變2017年普選方法，要
聽我們的主張。」這恰似最近香港出現的一些叛逆子
孫，賴在家門一定要父母給他好處才起身離開。中央
當然不會被他們的耍賴嚇倒，港人也一定不會接受他
們這些無理不顧大局的死賴要求。

「佔中」是不愛港的表現

眼見這「癱瘓中環」出爐後市民大加指責，知法犯
法的法律教授便將名稱改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
環」，給違法的「癱瘓中環」戴上愛與和平的橄欖
枝。實際上，「佔領中環」就是一項不愛香港，只會
亂港殘港損港的行動；這行動亦絕不是「和平」：歷
史證明，每逢反對派發動的佔領中環行動定必會導致
交通混亂、民不聊生、商業癱瘓。實際上，始作俑者
的反對派也自知難以控制，所以要嚴重到參加者要簽

「認知書」，而且準備入獄吊銷專業資格留案底等等法
律後果，這豈是和平行動？只不過是引君入甕願者上

釣後果自負的奸計。
反對派祭出了「癱中」這一 ，糾合了一些同伙，

雖然貌合神離但仍冒天下之大不韙草草成立了「真普
選聯盟」，這個篡奪了普選的名義、歪曲了普選的原
則、閹割了普選的真意、騎劫了市民的意志的怪胎，
自然是一具沒有正常染色體的合子，沒有生命沒有前
途，反對派把這捧成是「真」的，難怪他們反而把真
的歪曲為假的了。

普選須符合本港情況理性探討

中央堅定不移地堅持2017年舉行普選，這普選是有
理有據有人民支持的；這普選必須符合《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這也是堅定不移的；此外，所
選出來的行政長官也必須具有堅定不移的愛國愛港不
對抗中央的立場。反對派無論用甚麼口術、甚麼巧
辯、甚麼「理據」去攻擊，那都是蚍蜉撼樹、螳臂擋
車，我們的國家正「沿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
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憲法．
序言》），我們做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復興中華民族的
偉大事業，香港的普選和政制發展當然也應遵循 中

國特色，根據 中國憲制基礎進行，絕不能也不應跟
別的國家的條條框框去鑽。我們建國以來特別是改

革開放以來用自己「摸 石頭過河」的經驗已經創造
出前人未有的成績，那為甚麼在政制發展方面不應有
適合自己的道路？

港人不認同暴民違法行動

香港的普選還需經過一個「民主程序」的研討，完
全可以通過理性討論達成共識。反對派目前急不及待
牽動普選的討論，其目的之一，是企圖先發制人，在
特區政府還未站穩便攻其不備。但是為政之道要先得
民心，要通過理性討論市民取得共識然後再作下一步
的具體工作。要讓市民自己深明大義，懂得在秤桿上
那一刻度放上秤砣，不要選出反中亂港的人篡奪香港
的領導權。「癱中」者企圖用暴民違法行動使這些人
篡位，港人又怎會苟同？反對派用盡花言巧語意圖歪
曲2017年普選，意圖把有根有據的政制發展打成虛
無。通過理性討論，市民會明白事理，反對派的美夢
正如鏡花水月，畢竟成空。

2017年普選如果順利按程序和港人的意願進行，反對派的骨幹分子不能

奪權未能沐猴而冠，也就是說反對派和國外反對勢力不能佔領香港而且把它

變成反中反共的橋頭堡和陣地。因此，反對派把2017普選視為生死一戰，必須「盡地一煲」，

要把這次選舉看作是讓香港變性從而讓中國變色的「殊死戰」。但是，發動「佔領中環」只會

令香港癱瘓，這種用暴民政治篡權的行為，港人豈能苟同﹖反對派的如意算盤，必定成空。

煽動「佔中」篡奪普選主導權注定成空

號稱「鐵娘子」（Iron Lady）的前英國首相
戴卓爾夫人去世了。在國內和國際間，戴卓爾
夫人以作風強悍和雷厲風行見稱：在國內，她
扭轉了英國當時的經濟頹勢；在國外，她力排
保守黨眾議，於1982年出兵收復福克蘭群島，
打敗阿根廷，使她民望大升。但對香港來說，
最難忘和值得紀念的，是她於1982年9月訪問
北京，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會談，欲乘戰勝阿
根廷之「餘威」要求中國承認清政府割讓香港
及九龍半島給英國的條約繼續「有效」；一計
不成，又提出到了1997年「以主權換治權」，
企圖變相佔據中國的香港。這理所當然地受到
鄧小平的強硬反駁和堅決反擊！在離開人民大
會堂之時，「鐵娘子」因被挫敗而神不守舍地
跌了一跤，成為外交史上「經典」之一幕。然
而，也因為跌了一跤，使戴卓爾夫人於1984年
年底再度訪華，與中國政府簽訂《中英聯合聲
明》，承諾將香港主權（當然也包括治權）於
1997年7月1日開始交還中國。

中國在主權問題上絕不讓步

「鐵娘子」跌跤的教訓之一，是告訴中國的
香港人和今日香港的反對派：在事關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的原則上，中國決不讓步！今天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
部分，反對派特別是公民黨，別想再鼓吹「分
裂合法」和「高度自決」，把香港從中國的領
土和主權的完整分裂出去。當年的「鐵娘子」
不能得逞，今天的公民黨也別妄想，否則會再

演跌跤，摔得更慘。
跌跤的教訓之二，它警告今天揮舞港英殖民

統治「龍獅」旗和高喊「南京條約萬歲」者，
當年的「鐵娘子」英國政府要延長和清政府簽
下的不平等條約都辦不到，你等一小撮「港英
遺少」又怎能搖幡為殖民主義招魂？還不快快
改弦更張回歸正道，免得跌個身敗名裂的可恥
下場！

跌跤的教訓之三是，香港的反對派要吸取歷
史的經驗：主權和治權不可分割。31年前「鐵
娘子」要以「主權換治權」企圖落空，今日也
別 想 當 外 國 勢 力 的

「代理人」妄想竊奪香
港的管治權。治權是
主權的體現，中央政
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使主權，就包括根
據基本法的規定授權
香港實行高度自治、
享有行政管理權、立
法權、獨立的司法權
和終審權，以及對香
港有關外交事務、防
衛事務、主要官員任
命、罷免、選舉原則
的規定、基本法的解
釋權等10項權力，其中
並沒有「剩餘」權力
和「灰色地帶」可以

鑽空子竊取權力。反對派政客唯有回到尊重自
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
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才有出路。

妥協是民主的核心

跌跤的教訓之四是，當年「鐵娘子」的跌
倒，終於從自大、頑固、僵硬變得冷靜、清
醒、理性，以妥協的正確態度與中國政府簽訂

《中英聯合聲明》，讓香港回歸中國，使香港按
照基本法享有「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
高度自治，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因此，香港
的反對派，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問題上，
必須學戴卓爾夫人的理性和妥協，因為「妥協
是民主的核心」，「民主要求其成員表現出這
種（妥協）之成熟」（引自卡爾．柯恩《民主
概論》）。近日，喬曉陽主任已代表中央政府對
普選行政長官提出三個「堅定不移」，尤其是
行政長官參選人必須愛國愛港和不能與中央對
抗是起碼的條件。「鐵娘子」都不與中國政府
對抗，香港反對派何德何能要一抗到底？

戴卓爾夫人是值得尊敬和懷念的。然而她正
正是能硬又能軟，堅持又妥協，才使《中英聯
合聲明》得以簽訂，在香港回歸中國的過程中
寫下功不可沒的一頁。

「鐵娘子」跌跤的教訓

韋　剛

黃熾華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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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關於香港普選特
首必須「愛國愛港」、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言論，觀念
明確清晰，這是中央對特首的基本要求，普羅大眾都容
易理解，熱愛和諧安定生活的香港市民，都會誠心歡迎
和支持。然而，喬曉陽的言論卻像搗砸了逢中必反的反
對派蜂巢，噪音怪論蜂擁，群起咬定2017年普選特首是

「假普選」。反對派煞有介事地組成一個「真普選聯
盟」，詭詐地劃分普選為「真」與「假」，這是指鹿為馬
混淆是非。

這些日子，大量文章及社會人士分析中央表態，2017
年普選進程有根有據，完全符合「一國兩制」及基本法
的規定，適合香港民主發展實情。香港要由「愛國愛港」
力量執政，鄧小平早在30年前接見香港人士時候已經有
詳細表述。況且，由愛國者為主體來管治香港，這是簡
單易明的「常識」問題，沒有可以異議的地方，難道中
央會任命一位「逢中必反」終日搞對抗的人擔任特首？
讓反對派擔任特首，他們會把香港帶到哪裡去？要如何
向港人和中央負責呢？在「一國兩制」之下，「一國」
的「核心價值」絕不可失，那是國家主權的完整，這是
中國統一的大原則，任何地區任何人企圖集結勢力跟中
央「對 幹」，肯定是異想天開。

然而，從反對派的詭詐言行，卻反映他們確是生活於
「對抗」中央的狂想中：何俊仁聲稱，是否「愛國」不
由政府決定，言下之意，他的反中亂港的行徑才是「愛
國愛港」；陳方安生則恐嚇說，「愛國愛港論」會加深
社會分化和「兩地矛盾」，但她毫無自省能力，如果她
少幹點挑撥離間的活兒，社會必然不會那麼分化；李柱
銘則嘲諷特首是「北京傀儡」，而他本身奔走華盛頓、
要求美國制華、這種「美國傀儡」有何資格指責他人；
李卓人則叫囂中央在「宣戰」，擺出一個磨拳擦掌的好
鬥姿態。

大家可看到，反對派的這種政治「語言偽術」，就是
一種在理屈詞窮下產生的謬論，不是講理，無法以「理」
服人，只管叫囂、謾罵、顛倒是非、指鹿為馬、扭曲事
實、詭詐欺騙，甚至擺出憤世張狂姿態，反對派把此類
言論偽術，經過傳聲筒的再三重複渲染，構成了「聲
勢」，有時難免能以假亂真，收到妖言惑眾的效果，矇
騙了一些善良或懶於思考的市民；若由那些所謂反對派
政治明星、教授、學者、神職人士發表宣揚，也就加強
了欺騙性。這是社會必須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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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娘子」跌跤的教訓之一，是告訴中國的香港人和今日香港的反對派：在

事關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上，中國決不讓步！跌跤的教訓之二，是警告

今天揮舞港英殖民統治「龍獅」旗和高喊「南京條約萬歲」者，當年的「鐵娘

子」英國政府要延長和清政府簽下的不平等條約都辦不到，你等一小撮「港英

遺少」又怎能搖幡為殖民主義招魂？跌跤的教訓之三是，香港的反對派要吸取

歷史的經驗：主權和治權不可分割。跌跤的教訓之四是，當年「鐵娘子」的跌

倒，終於從自大、頑固、僵硬變得冷靜、清醒、理性，以妥協的正確態度與中

國政府簽訂《中英聯合聲明》。「鐵娘子」都不與中國政府對抗，香港反對派

何德何能要一抗到底？

■1982年，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會談後，離開北京人民大會堂時在

門外不慎失足跌了一跤。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