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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結束的美國
和菲律賓「克拉

2013」聯合海軍軍事演習，不但引起了
中國政府和軍方的高度關注，而且引起
了亞太各國媒體的廣泛關注和多元解
讀。中國外長王毅在軍演開始當天接受
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有足夠的誠意和
充分的耐心，維護好南海的和平與穩
定；個別聲索國要選擇對抗，將注定是
沒有出路的。如果企圖借助外力來強化
自身缺乏正當性的主張，則是徒勞之
舉，最終將被證明是一種得不償失的戰略
誤判。中國國防部發言人楊宇軍強調：

「中方堅決反對菲方強化和擴大軍事存在
的企圖，堅定維護國家領土主權。」而軍
演參與國則極力撇清「演習針對中國」的
說法，美國海軍參演部隊司令托馬斯·卡
尼海軍少將說：「聯合軍演不是什麼新鮮
東西，它是我們同菲律賓長期關係的一部
分，完全排除其他任何地緣政治事件。」
菲律賓海軍發言人法比克說，實際演習
地點離黃岩島「非常遠」，預計中國不會
將此次演習視為「挑釁行為」。日本《產
經新聞》、新加坡《聯合早報》的報道則
不約而同指出，美菲這次演習遏制中國
的意圖十分明顯。

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雖然這次
軍演是按例行計劃組織，程序也中規中

矩，但「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在
中國與東南亞個別國家因南海島嶼主權
爭議而各自進行「文攻武衛」時，美菲兩
國在爭議海域開展軍演的舉動無疑是火上
加油，特別是從演習的裝備、內容和地點
來看，聯合軍演已成為世界上最強大國家
和亞洲最愛挑事國家對中國施壓、制衡的
一種手段，傳遞給中國的是其藉機造勢、
聯手圍堵甚至是存心挑釁的信號。中國
當需平靜視之，冷靜處之。

突出實戰的施壓舉動

一是美軍藉機「示強」。據外電報道，
與前18屆相比，這次美軍參演的兵力、
艦船型號和演習課目都是創紀錄的：不
僅有太平洋艦隊73特遣隊的艦艇官兵、
海軍陸戰隊的戰鬥人員，還有所謂的海
洋執法人員，總共達到1200多人；軍艦
不僅有「托爾圖加」號船塢登陸艦、

「科蒂斯-韋伯」號導彈驅逐艦，還有美
軍今年剛派駐新加坡的「自由」號瀕海
戰鬥艦；演習內容不僅有通訊、海面行
動、反恐與海事安全等常規內容，還有
奪島、爆破、守島及海洋執法等新增實
用戰鬥項目。觀察家指出，瀕海戰鬥艦
是二十一世紀初美國海軍「由海向陸」
戰略轉型的產物，「自由」號瀕海戰鬥
艦部署新加坡則是美軍實施「重返亞洲」

戰略的標誌性行動。美軍首次派遣「自
由」號瀕海戰鬥艦到黃岩島附近參加軍
演，示強示威的意圖躍然紙上，必將對
中國南海的戰略環境產生牽制性影響。

二是菲律賓借勢「逞強」。菲律賓對此
次聯合軍事演習極為重視，不但海軍派
出了由美軍退役「漢密爾頓級」巡邏艦
改裝而成的菲海軍主力戰艦「德爾皮拉
爾」號護衛艦，多艘較小型的艦艇也編
隊參演，而且菲律賓海岸警衛隊首次派
艦船參與，由美國同行「言傳身教」所
謂海洋執法經驗。有專家認為，借勢謀
利是菲律賓政客的一貫做法，如美國軍
機轟炸中國駐前南大使館的第二天，菲律
賓一艘軍艦就在仁愛礁非法「坐灘」並賴

不走到今天；美國海軍部長馬伯斯今年
六月中旬訪菲前腳剛走，菲方隨即宣佈完
成了仁愛礁的人員輪換和後勤補給。菲律
賓此次高調宣揚美菲軍事演習和前例如出
一轍，都意在向外顯示，其背後有美國

「撐腰」，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是不會服輸
的。觀察家指出，美菲軍事演習無疑給解
放軍上了一堂現實版的國防教育課，使他
們深刻認識到國家所面臨安全威脅的嚴
峻性，既要不為其干擾、不受其挑鬥，
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更要做好以戰
懾戰的充分準備，以實際行動維護國家
領土主權和南海的穩定。

美菲軍演傳遞給中國什麼信號？
1998年香港的GDP是1763.12億美元，同期新加坡的GDP是958.67億美元。2012年香港

的GDP是2436.66億美元，新加坡的GDP是2397億美元。1998年香港的GDP是新加坡的接
近1倍，現在它的GDP已追貼香港。在整個大環境下，我們的相對收入及生活似是沒有
什麼大改善。青年人未能置業上車的情況比97年前更尖銳，貧富懸殊情況依然嚴重。議
員拉布之餘，可否為我們爭取更好的民生生活？

今天年輕人更容易上車置業嗎？

最低工資應該是立法會議員給升斗市民的最大禮物。有了最低工資的今天，年輕人更
容易上車置業嗎？記得1997年畢業班專題討論，有同學討論大學畢業生無法上車，因為
當時新樓盤動輒200萬元以上，當時月入中位數是9,600元，和大學生入職點相若。當年
淘大花園的呎價是6,000元；當年，仍然有150萬元左右約20年樓齡的上車盤。

今年大學生入職點是12,000元，根據統計處的資料，2011年的月入中位數是12,000元，
但是淘大花園的呎價今天已問鼎10,000大元，它沒有因為樓齡增加而貶值。現時「1」字
頭(少於200萬元)的上車盤簡直如鳳毛麟角；現時，200萬元左右的上車盤是1970年初落
成，約40年樓齡的洋樓；新樓盤動輒300萬至400萬元，甚至500萬至600萬元，現在的情
況似乎比1997年更嚴峻。

有關就業收入，人均月入比1997年增加20%，收入似是改善了。但是置業上，青年人
上車更顯遙遠了。以一個能夠上車的人月入18,000元來計，300萬元的樓價相等於1個人
14年的人工，此還未計算利息負擔。今天的青年人一定要比1997時的青年人降低期望才
可以實現上車夢。

生活和退保有否改善？

議員們為我們爭取民主，但是民生呢？就業及置業問題已討論了多年，我們生活改善
了嗎？中產的加班情況有比1997年前改善嗎？因為2次金融風暴，企業經歷不同情況的架
構重組，中產的工作量只有增加，沒有減少，能夠準時7時回到家吃飯已經是奢侈的事，
不少中產是9時「開飯」的「夜食一族」。我們期待議員們能夠同時為我們爭取改善生活。

退休保障也是民生焦點。我相信中產未必認為全民退休保障的每月三數千元可以有很
大的幫忙。有心幫我們的議員，請檢討我們的強積金制度。強積金半自由行是搔不 癢
處的，因為它的罪魁禍首是因為不論基金表現，也要收取高昂的管理費，投資組合又
少，打工仔對投資組合的操控自主性太低，導致回報不高。如果議員們有心爭取，請不
要捉錯用神、轉移視線，檢討強積金制度才能到位。

政黨和政府吵鬧多年，今天香港得到什麼？在議員拉布和抗議的同時，請多關顧和大
家息息相關的民生生活。搞好民生、搞好經濟，不要為口號抗爭而搞垮香港。

過往三十多年「以GDP論英雄」的弊端，其普遍性、

嚴重性、危害性不是一言難盡而是一書難盡了。這裡僅

從「以GDP論英雄」助長和加劇了不正之風和貪賄腐敗

就足以說明，「以GDP論英雄」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

了！

借拉抬GDP大搞不正之風
歪風邪氣、貪賄腐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中國

而言，可謂其中嚴重的國家之一。中國古代官場腐敗

之風盛行，「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一直到最

後一個封建王朝大清；至民國時期官場腐敗更為變本

加厲，無以復加。歷代封建王朝直至蔣家王朝，都可

謂因腐敗透頂而覆滅。新中國成立後，在毛澤東主

席、共產黨政府領導下，官場腐敗才得以清除，黃賭

毒才得以禁絕。這可謂中國階級社會歷史上最為廉潔

清正的時期。然而，隨 改革開放、GDP的快速增長，

官場腐敗及黃賭毒開始死灰復燃。中共官員走上腐敗

之路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既有體制的原

因也有個人的原因。毛澤東時代清除腐敗是在低社會

生產力、低物質生活水平、低精神文化水平下實現

的。在這種大鍋飯似的平均化狀態下，官員即便有貪

腐之心，也無貪腐之門。更何況在一個接一個的政治

運動的威權之下，貪腐之徒也只能選擇銷聲匿跡。改

革開放，黨政官員主持經濟、主導GDP，不少官員為追

求政績、追求陞官、追求享受、追求財富，競相走上

不正之風之路，進而走上腐敗的不歸之路。

黨政官員中廉潔奉公者有之，致力於綠色GDP、改善

民生者有之，但往往這類人得不到重用、更得不到陞

遷。而那些借拉抬GDP，大搞不正之風、會貪會賄的人

往往官運亨通。這樣的官場生態環境、官場政治現

實，自然助長了不正之風和貪賄腐敗盛行。

官場生態造就的難兄難弟
最近，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從中央政治局到基層

都要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

之風問題。這「四風」問題的普遍性、嚴重性、危害

性盡人皆知。這「四風」問題解決得怎麼樣，關係到

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剎住「四風」、加強黨員

幹部作風建設，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可以說，

中國官場存在的嚴重「四風」問題和同樣嚴重的腐敗

之風，是「以GDP論英雄」的官場生態造就的難兄難

弟。革除「以GDP論英雄」是直擊難兄難弟命門的最

切中時弊的良策，是深化制度改革與建設的最佳切入

點，也是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型的最佳突破

口。

「以GDP論英雄」助長了地方政府、黨政官員大搞形

式主義，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為追逐GDP排名、

為追求享樂奢靡、為追求陞官發財，而不顧環境污

染，不管民生改善，不惜經濟扭曲高耗，製造「黑色

GDP」，甚至是以生命為代價換取的「帶血的GDP」。

GDP拉升了或虛高了，土地財政有錢了或政府借貸的錢

多了，於是大興土木，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

績工程、經典工程，政府大樓修建得賽過白宮，樓堂

館所興建得賽過王府。如此一來，能不推升形式主

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嗎？而這「四風」

尤其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為腐敗的前奏曲、歡樂

頌，為腐敗鋪路，為腐敗保駕。其實，「四風」和腐

敗也僅有一線之隔。官員墮落大凡都是被「四風」拉

下水，被「四風」推

進腐敗深淵的。

革除「以GDP論英

雄 」， 既 可 以 剷 除

「四風」賴以生存的

土壤腐殖質，進而可

以消除腐敗賴以孳生

的土壤溫床。可謂一

箭雙鵰。

需建立科學發展的GDP觀
革除「以GDP論英雄」，首先需建立科學發展的GDP

觀，這就需要徹底擯棄公器私用地追求GDP高速度、高

增長而導致的高耗資、高耗能、高污染的GDP觀，亦即

「黑色GDP」觀、「帶血GDP」觀，不可持續發展的病態

GDP觀，而應樹立適度增速、穩健增長、高質量、高效

益、高科技、高環保、高民生的綠色GDP觀、可持續發

展GDP觀，亦即科學、健康GDP觀。
不破不立，不破除「以GDP論英雄」的病態GDP觀，

就不可能樹立科學發展的健康GDP觀。當然，破除病態
GDP觀，不可能一刀切，一蹴而就，而需要漸進似的邊
破邊立，穩破穩立，這裡的「穩」係穩妥、穩當之
意。破需要有全面周詳的通盤籌劃和佈局，立需要有
全面系統的戰略規劃和部署，而且亟須抓緊時機，破
到底、立至全，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革除以GDP論英雄 有助於遏制腐敗

反對派七一大遊行在風雨中舉行，提出「人民自主、
立即普選、佔領中環、蓄勢待發」的口號，「佔領中環」
發起人更說出只要心中有「愛與和平」，即使遇到坦克
車亦毋須害怕。「佔中」人士亦借七一遊行再次宣傳其
理念和計劃。「佔中」的理念和計劃充斥 好聽好看的
辭藻，但特首梁振英早前評論「佔中」行動為知法犯
法，是有根有據的。

盜公義之名 行違法之實

「佔領中環」最主要觸犯兩項法例，一是香港法例第
228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A條，對在公眾地方的
人或者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害者，可處罰款$5,000
或監禁3個月；二是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
17A（3a）條，未經批准集結，若經過公訴程序定罪可
處監禁5年，經簡易程序則處罰款$5,000及監禁3年。另
外，「佔中」亦可能觸犯非法集結罪，為此「佔中」發
起人在此罪名定罪要件上作出詳細陳述。但事實上，對
於非法集結罪的焦點在於是否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者
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即使此集結
是合法，亦可能觸犯非法集結罪。「佔中」人士認為，
以非暴力、和平方式作為抗辯理由，所以得出不會觸犯
非法集結罪的結論，但實際上忽略了包括簡易程序治罪
條例和公安條例在內的其他法律。因此，單單從法律角
度來看，就算披上了民主公義之名，還是掩蓋不了「佔
中」的違法性質。

從更高的法律效力來看，「佔中」行為還觸犯了《基
本法》、人大常委會2007年的決定，甚至意圖推翻「一
國兩制」。2017年行政長官和2020年立法會兩個普選方
法都必須依照香港《基本法》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
關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確定的政改程序的五步
曲。若無視政改五步曲，而用「佔領中環」來爭取「真
正民主」，其實質是無視法律。不尊重及遵守法律，沒
有了法律作為屏障，所謂民主的合法性即蕩然無存。用
違法的方式，違背民意，來爭取「合法」的民主，簡直
就是天方夜譚。《基本法》是香港的憲制性法律，「一
國兩制」則是《基本法》的核心精神，違背《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即為挑戰「一國兩制」的大政
方針。

以「愛與和平」謊言誤導年輕人

「佔領中環」發起人一再強調，其行為是以和平、
非暴力方式進行，但這屬於紙上談兵，缺乏實際措施
來確保上述目的。特別是「佔中」由大學法律學系學
者提出，在校園造成一定迴響，年輕人血氣方剛，容
易受人煽動，難免有人滋事，蓄意挑釁。以「愛與和
平佔中」只是空話，違法行為就是違法，無論有多麼富
麗堂皇的理由也改變不了違法的本質。以一個違法犯罪
行動來爭取「合法」的民主政制，只是鬧劇一場，害人
害己。

以違法爭「合法民主」的謬論

蒯轍元

蔡　毅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

妮爾硯 軍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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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中環」的發起人，為了癱瘓香港，正在四處煽風點火，狼奔豖突；而善良正義
的港人，也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為守護中環、反對「佔中」團結奮戰。在此時局
混亂之際，香港危機四伏之時，校園的校長、教師，本應以牧人的十分警覺和敏銳，守
護全無防備能力的學子免被豺狼吞噬，免遭盜賊偷去純潔靈魂。可是，7月8日協恩中學
仍邀請「佔領中環」的發起人戴耀廷到學校宣傳「佔中」，鼓吹「佔中」雖然犯法，

「但與打劫金行不同」，「公民抗命不可能不犯法」。這無異是開門揖盜、引狼入室，令
學子無措，家長驚惶，社會反感！

公民抗命就可犯法？

首先我們要問戴耀廷，以公民抗命為由就可以犯法，除了打劫金行之外，莫非持刀殺
死執行交通管制令的交通警察之公民也可以屬於「公民抗命」？若某名市民認為中環某
酒店房租過高，便率領其他人佔領酒店並砸毀酒店設施，是否也屬「公民抗命」而「合
理」呢？因為他們並非搶劫金行呀。所以，戴耀廷的說法，實是鼓吹學生除了搶劫金行
外，其他犯罪行為都可以去做。「佔中」者為了達到個人和利益集團於2017年竊取香港
管治權之目的，不惜癱瘓香港作為金融、貿易、經濟中心的中環，名曰「公民抗命」，
實為要脅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按他們的願望和野心拱手讓權。這實質是一種政治綁架和
政治勒索。發起者為壯大政治綁架勢力和隊伍，入校向中學生打主意，誘騙學生加入並
充當馬前卒，為「佔中」火中取栗。今協恩在香港姦宄競逐之時，引奸人入校以「民主」
糖衣毒藥混入「佔中」酒中製成的蒙汗藥，要把全校師生灌醉，以便「蒙查查」跟隨奸
人去為非作歹，是有意讓奸賊偷去師生善良、正義的靈魂也！

協恩不僅開門揖盜，還引狼入室。《聊齋誌異．黎氏》中的黎氏眼不識狐，花心貪
淫，一再被狐狸女化為美女欺騙而慘遭勾魂，故曰：「士則無行，報亦慘矣。再娶者，
皆引狼入室耳」！是的，讀書人作為「士」，以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就
可以為天下「先」了，這種書獃子的愚笨是連牧羊人也比不上的。牧羊人馳騁於草原，
耳聽四面，眼觀八方，一有風吹草動，便知狼要叼羊，忙吹忽口哨，策馬揚鞭與牧羊犬
一起逐狼護羊。今有發動「佔中」的狼要入校園叼走學生作為他「佔領中環」的砲灰和
犧牲品，校長和教師不但不保護學生，還向「佔中」者投降，幫「佔中」者宣傳迷惑學
生，引狼入室，是為喪失教師資格，也是喪盡天良的無恥行為。

學校不應讓魔掌入侵校園

童謠都唱：小羊兒乖乖，把門兒開開，媽媽回來了，媽媽來餵奶。不開不開我不開，
聲音兇惡我能猜，媽媽未回來！狼頭包花巾，扮羊媽媽哄小羊兒開門，好讓牠大吃一
頓。但小羊警覺，能從狼聲判別不是羊媽媽而避過一劫。今「佔中」的戴某，與「教協」
狼狽為奸，精心砲製「佔中」作為「通識教材」，向學校推廣。這就是狼扮羊媽媽「愛與
和平」假慈悲，要騙學校開門，以乘虛而入吃掉學生。「佔中」本是罪惡，本是暴行，本
是違法，是少數人的極端激進行為，卻被顛倒是非，包裝成「通識教材」強行向學生洗腦
灌輸，危害學生成長，扭曲教學原則，為害社會未來。此乃狼扮羊媽媽的狡猾和兇殘，全
港學校都必須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出來反對「佔中」和「教協」的醜惡行徑，堅持善
良，秉持正義，堅持原則，守護校園，愛護學子，和「佔中」狼群作不妥協的鬥爭！

韓愈在《師說》早開宗明義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校長、老師對學
生先是傳正義之道、真理之道和做人之道，才能使學生明確方向，心胸豁達，奉公守法；
在此前提下授業，學生才能自覺濡汲知識成為有用人才；教師的解惑，不只解答學問之
惑，更要幫學生解「佔中教材」的欺騙所造成的疑惑，以免學生上當成為違法亂紀之人。
嗚呼！值此豺狼當道，校長教師防開門揖盜、引狼入室之責任也大矣，盼以協恩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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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政幹部的考核問題，有段精闢的重要論

斷，迅即引發廣泛傳播、熱議，激起巨大的反響：「要改進考核方法手段，既看發展又看基

礎，既看顯績又看潛績，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

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來論英雄」。「以GDP論英雄」所助長、加劇的不正之風和貪賄

腐敗，已積重難返、越演越烈，嚴重危及到執政黨和國家興衰存亡。現在正是到了下大決心、

花大力氣、當機立斷革除的時候了，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蒯轍元

為武戈止

以「佔領中環」來爭取「真正民主」，其實質是無視法律。不尊

重及遵守法律，沒有了法律作為屏障，所謂民主的合法性即蕩然

無存。用違法的方式，違背民意，來爭取「合法」的民主，簡直

就是天方夜譚。《基本法》是香港的憲制性法律，「一國兩制」

則是《基本法》的核心精神，違背《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決定，以「愛與和平佔中」爭普選只是空話，無論有多麼富麗堂

皇的理由，也改變不了「佔中」的違法本質，那只是一場害人害

己的鬧劇。 ■蔡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