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群情激憤的美
國反戰民眾，奧巴馬
發表了充滿火藥味的

電視講話，從「軍事打擊」到「不戰將危及
美國安全」可以看到，他目前就是只求一
戰。無論奧巴馬如何能言善辯、演技高強，
其「好戰」的面目仍暴露無遺。據西方媒體
披露，奧巴馬上任以來，不僅發動了利比亞
戰爭、導演埃及兵變，並在韓國、日本、菲
律賓等地舉行了超過200次軍演，是名副其實
的「好戰總統」。
奧巴馬未進白宮之前，極力反對小布什發

動的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並誓言會盡快從
伊、阿撤軍，將政府精力努力搞好經濟和民
生。鏗鏘有力的誓言獲得全球民眾的高度讚
揚和對世界和平的美好憧憬，奧巴馬也因此
獲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入主白宮後，奧巴
馬的行動已完全走樣，他不僅忘記昔日誓
言，甚至變成隨時軍事入侵他國的「打手」。
在他的引領下，全球媒體重複最多的是「軍
事打擊」，戰爭籠罩 中東，顯示昔日的和平
獎得主已經被白宮超級「染缸」衍變成「好
戰總統」。
據美國反戰組織統計，美國自1776年建國以

來，已發動200多次戰爭。奧巴馬入主白宮前
後，判若兩人，今天已經成為兜售敘利亞戰
爭的老闆，顯示白宮是培訓「好戰分子」的
「大本營」。戰爭能夠給美國帶來軍火銷售利
益，轉移民眾對政府施政的不滿，每一任美
國總統都跳不出這個魔咒。美國的最新調查
結果顯示，目前有6,000萬人處於挨餓狀態，
失業人數超過1,200萬人，反映美國經濟不
佳，奧巴馬這個時候仍然急於入侵敘利亞，
說明白宮離不開戰爭本性。

奧巴馬將自己逼進「死胡同」

一個香港老中醫對我說，幾十年來他面對
的幾萬名病人中，80%的病都是自己惹來
的，有的是愁來的，有的是被嚇出來的，有
的是壞習慣造就的，更多的是自己吃出來

的，真正源自自身生理的疾病不到兩成。許多企業破產的
原因，是不務正業、盡想歪門邪道，自己惹來的。和小布
什本世紀初入侵伊拉克、阿富汗，造成經濟危機一樣，奧
巴馬今天攻擊敘利亞的借口和理由亦都出奇相似，「因為
是美國」所以要選擇戰爭、選擇打人，結果將美國再次推
入災難深淵，凸顯一個國家的災難也可能是自己惹來的。
奧巴馬為了尋求國會和民眾支持攻擊敘利亞，說「過去10

年戰爭已讓美國人厭倦，因此我們不會再次派軍隊介入其他
人的戰事，但『因為我們是美國』，不能蒙 眼睛對敘利亞視
若無睹，否則恐怖分子很可能會用化武來攻擊美國」。「因為
是美國」，白宮要管天下的事，華盛頓要充當世界警察，五角
大樓要找借口攻擊別人，「因為是美國」已經成為奧巴馬採
取軍事行動的魔咒，也將自己逼進「死胡同」。

普京已經佔領道德制高點

白宮幕僚長麥克多諾承認，「並無百分之百、確鑿的證
據，可認定敘利亞政府使用化學武器，但按照推論敘利亞政
府要對使用化武負責」。聯合國化學武器調查小組早就說，
能夠調查的只是當地是否使用化學武器、使用什麼化學武
器，但什麼人使用則是另外一回事了。直至今日，美國還是
拿不出敘利亞使用化學武器的確切證據。根據正常推理，使
用化學武器一般是在戰事處於劣勢的一方可能性大一些，這
就是狗急跳牆、鋌而走險。更多推理指出，使用化學武器的
是恐怖分子，因為這樣做既可以製造混亂，又可以借刀殺
人。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紐約時報》上撰文稱：「我就想直接

向美國人民喊話，如果美國對敘利亞實施軍事打擊，只會掀
起新一輪的恐怖浪潮」、「介入外國內戰符合美國人的長遠利
益嗎」、「成百上千的世界民眾越來越不認為美國是民主的榜
樣，而是單純依賴武力的蠻漢」。普京並「歡迎繼續對話，希
望能避免在敘利亞動武，有助於改善國際氛圍，加強雙邊信
任。」 普京抓住絕佳機會進行心理戰，勝過500枚巡航導彈，
因為戰爭未開始，已經將奧巴馬扳到在地下，佔領了道德制
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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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和國家副主席李源
潮，先後會見由保安局局長黎棟國率領的紀律部隊
訪京團和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率領的公務員
訪京團，並分別發表談話。兩位領導人分別指出，
紀律部隊和公務員隊伍都是特區政府「重要組成部
分」，並且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實施《基本
法》、維護社會穩定繁榮及服務市民，作出了貢
獻。兩位領導人在肯定特區政府政績的同時，還代
表中央表示，堅定支持行政長官梁振英和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
張德江和李源潮的談話對象，雖然分別是紀律部

隊和公務員隊伍，但其內涵和意義，無疑可以遍及
整個香港社會。用簡約和通俗的方式說，不但中央
表明了「挺梁」，公務員隊伍和紀律部隊也理應
「挺梁」。推而廣之，市民也有必要「挺梁」，這就
包括各政黨政團、各位尊貴的議員、政界人士、工
商界人士、以及廣大的普羅市民。若問理由，非常
簡單：作為行政長官，梁振英一心一意為社會、為
市民服務，市民倘不「挺」他還能「挺」誰？當
然，有些「花崗岩腦袋」或拿了以曲線方式發放的
「洋大人」「捐款」的反對派人士，那是一定不會

「挺梁」的，正相反，他們甘願為人鷹犬，不斷
「反梁」、「倒梁」。但是，在中央和本港紀律部
隊、公務員隊伍及正義市民堅定「挺梁」之下，反
對派的「倒梁」陰謀或陽謀，又豈能得逞？
反對派之「倒梁」言行，究其目的，無非就是

「反中」、「亂港」。這兩個邪惡目的，以反對派的
行動和效果而論，情況有所不同，值得稍加分析。
「反中」，就好比來來去去那幾十號人，即反對派頭
目，他們都想合力推倒泰山，但有這個可能嗎？他
們在港台兩地的某些報紙刊登「港獨」廣告，這就
像幾隻或幾十隻蒼蠅在天安門城牆嗡嗡叫，天安門
城牆就會崩塌了嗎？痴心妄想，笑話奇談，莫過於
此。連世上唯一超級大國、軍事強國的美國，「反
中」反了幾十年都不能成功，那幾隻「蒼蠅」有何
能耐，居然也想「反中」？廣大市民人人都可笑其
不自量也。
再說「亂港」。幾隻蒼蠅嗡嗡叫，在人前群魔亂

舞，或者由反對派幾名頭子唆擺發動幾場抗議集
會、示威遊行，那倒是可以造成某些亂象或亂局
的。但這只是短時間的小局，香港穩定繁榮的大
局，那就不是幾隻小「蒼蠅」能破壞得了。其中關

鍵，一是中央「挺港」，二是紀律部隊和公務員隊
伍盡忠職守，三是廣大市民不願見到香港出現亂
局。「香港是我家」，不能亂，亂不得！
中央「挺港」，包括政治、經濟、民主等多個層

面，其中之一就是「挺梁」。這次張德江和李源潮
兩位領導人發出的「挺梁」訊號非常清晰。在紀律
部隊和公務員隊伍「堅定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之
外，再加上廣大市民「挺梁」，反對派就只能被唾
棄了。

廣大市民亦「挺梁」

除了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長之外，從內地持單程證來

港定居的內地居民，是本港人口增長的一個主要來

源。每日150個單程證名額，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本港

的勞動人口，對減緩本港人口老化也有一定的幫助。

最近，由於房屋和土地供應緊張的原因，引起一些人

對現行的150個單程證名額的政策產生懷疑，希望重新

檢視有關的政策。

筆者認同香港需要有一套完整的人口政策規劃。人

口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基本要素，其數量、質素及分

布，關係到國家或地區的發展。人口過剩，超過一個

國家或地區的自然資源及社會承擔力，固然會影響該

國或地區的發展；同樣，人口過少或人口結構失衡，

亦會衍生人口高齡化、勞動力不足，甚或勞動力質素

過低等問題，最終亦會帶來種種社會問題和阻礙經濟

發展。香港地少人多，天然資源缺乏，人力資源是香

港賴以成功的基礎，制定完整的人口政策規劃，不僅

僅對政府制定土地和房屋政策，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

有助益，更加是制定未來香港發展藍圖的重要依據之

一。

制定完整的人口政策規劃

回顧內地居民到香港定居政策的發展歷史，回歸以

前，港英政府一直以寬鬆的政策對待內地移民。1974

年，港府實施「抵壘政策」，任何內地非法入境者，凡

能避過拘捕而抵達市區範圍並與親屬取得接觸，即可

獲港府准予居港權。其後，由於非法入境問題日趨嚴

重，港府決定由1980年10月24日起，撤銷「抵壘政

策」，持「單程證」為內地居民唯一合法入境定居的途

徑，而「單程證」制度亦成為控制內地居民來港定居

的重要政策工具。

單程證制度的實施，是讓內地居民通過內地主管部門

的審批，有秩序地來港定居。而現時每日150個單程證

配額是於1995年確定。多年來透過單程證制度來港定居

的人士，主要是港人在內地的家人，其中約有一半是港

人在內地的配偶，另一半則是港人在內地的子女。

筆者認為，單程證政策並不是完全不能作出改變和

調整的政策，隨 時代的變遷，社會情況的變化，單

程證政策也應該可以作出相應的調整。事實上，單程

證的政策過往也並非一成不變，其中有一些細節不斷

地進行調整和優化。比如，最初，內地當局只限一名

隨行子女來港定居，後來取消了這一限制；最初只准

許18歲以下的子女來港定居，後來也有所放寬，開始

受理「超齡子女」來港定居申請。

雖然單程證的審批主要由內地公安機關負責，但是

並不代表特區政府完全不能參與其中，筆者認為，特

區政府未來應以更積極主動的態度，與中央及內地省

市政府協商，反映香港的現實情況，就單程證政策提

出相關意見。

比如，自2000年至2011年這12年間，持單程證來港

者達56萬多人，平均每年約4.7萬多人，並沒有達到每

日150個名額的上限。事實上，近年來，香港與內地的

跨境婚姻總體人數有所下降，透過單程證政策來港與

家人團聚的總體需求也相應地有下降的趨勢。筆者認

為，作為處理香港市民與內地家人團聚的主要政策工

具，單程證的政策應該保留，但在150個名額未用盡的

情況之下，特區政府應該因應香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

需求，透過這一政策，從內地有序地引入香港本地所

需要的人力資源。

協助新移民更快融入本地社會

除此之外，根據過去的統計數字，持單程證來港的

人士普遍以具中學學歷為主，而15歲以上曾接受大專

或以上教育者，雖然近年有明顯的上升，但2011年時

亦只佔13.3%，與同期本港約有27.3%人口曾接受大專或

以上教育比較，還有一定的距離。而現時本港經濟正

向知識型經濟轉型，教育水平的差距難免令內地新來

港人士處於競爭上的

劣勢。

另外，由於內地與

香港之間存在語言和

社會文化、習俗方面

的差異，來港團聚的

內地人士，常常會存

在未能完全適應香港社會，以致難以融入社會的情

況，長此下去，也會引發一些社會問題。

筆者認為，政府可就這些情況進行調查和研究，制

定配套政策，幫助新來港的內地居民提高質素，更快

地融入本地社會。比如，特區政府可以在內地為正輪

候來港的內地居民提供培訓，讓已申請單程證一定年

期、即將來港生活的內地居民，可以在未來港前，已

在內地接受必要的培訓，使他們在單程證申請獲批

後，即能盡快投入香港本地市場、融入社會。

另外，目前有少部分新來港人士難以適應香港的生

活，但礙於內地的戶籍已被註銷，返回內地定居有一

定的難度，故迫不得已在香港繼續居住。雖然在法規

上，移居香港的內地人士可以申請恢復內地戶籍，但

由於恢復戶籍意味再次享有內地的社會保障，地方政

府大多不願意給予申請者恢復戶口，故成功申請的個

案極少。為免內地人士在港生活未能適應但又苦無

「退路」，建議當局與中央政府商討，考慮在批出單程

通行證時，賦予申請人士「適應期」，暫時保留他們內

地戶籍2年，其間申請人若不能適應香港生活，仍有機

會在2年內返回內地重新落戶。

單程證制度的實施，是讓內地居民通過內地主管部門的審批，有秩序地來港定居。筆者認

為，雖然單程證的審批主要由內地公安機關負責，但是並不代表特區政府完全不能參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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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完善單程證政策

大英帝國在上一個世紀已經急劇沒落了，對
於他的前度殖民地，從非洲、拉丁美洲至亞
洲，已經沒有什麼影響力。如果說，英國殖民
主義仍然妄想面對 強大的中國，在香港復辟
已經失去的權力，企圖在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
中，給予親英勢力支持和支援，改變《基本法》
憲制，用所謂「公民提名」取代提名委員會的
權力，保送美英的代理人上台執政，一定會碰
得頭破血流，徹底失敗。

英國不斷挑動前殖民地的政治對抗

自從1967年英國國力不繼，實行撤出蘇伊士以
東政策之後，英國就採用了潛伏策略，利用政
治、經濟、文化上的殘餘勢力，實行分而治之
的手法，企圖繼續控制新加坡、馬來西亞、緬
甸、印度、巴基斯坦。結果，除了製造衝突和
對抗，甚至流血事件之外，最後是不負責任地
以啟釁肇禍開始，造成人命傷亡，生靈塗炭的
災禍而告終，英國人然後拍拍屁股，溜之大
吉，根本就罔顧當地民眾的利益。
這一次，英國從軍情六處的級別，上升到

了英國外交部國務大臣施維爾的級別，擂響
了戰鼓，要英國的殘餘勢力為「公民提名」
傾巢而出，參加政改的討論，按照英國的奪
權計劃奮勇搏殺，頗有盡地一煲的氣勢。實

際上，英國殖民主義已經日薄西山，已經再
沒有多少潛力了。連親英的人士都說，英國
人不外是耍嘴皮，不會有實際的支援，這是
最不負責任的表態，英國政府在香港問題說
得越多，給予香港的麻煩就越多。英國政府
還是收口為妙。
英國在香港可以動用的力量，除了陳方安生

以外，還有一個「悍將」李柱銘。李柱銘在
《壹週刊》發表文章，呼應了英國外交部國務
大臣施維爾干預香港政改的大攻勢。李柱銘說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確實建議實行特首普選
時，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是
『可參照』特首選舉委員會現行的功能組別模
式，這樣，中共便對特首提名有絕對控制權。
不過，既然只是『可參照』，就即是不一定要
參照。況且，《基本法》並沒有規定怎樣組成
提名委員會，所以『公民提名』在原則上及法
理上也是可行的。何況，還有什麼提名方法，
比起十萬名以上選民提名更具廣泛代表性
呢？」這就是英國殖民主義和李柱銘詭計的核
心所在。

李柱銘故意扭曲《基本法》

李柱銘企圖闖關，挑戰《基本法》，完全沒有
法理依據。他說，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只是說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組
成，就等於「可以不參照」，可以讓英國代理人
魚目混珠，推行十萬人「公民提名」的計劃得
逞。
眾所周知，《基本法》是授權法，中央政府

有授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才可以做。「可參
照」是中央政府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組成提名
委員會的法律要求，只能夠按照這種模式，按
照四個功能組別組成提名委員會。李柱銘把
「可參照」說成了「可不參照」，完全沒有道理，
這是扭曲作直，顛覆了《基本法》的意思，中
央政府怎可以批准這種「可不參照」的方案
呢？
事實上，英國勢力、戴耀廷和李柱銘之流，

已經打開口牌，宣稱「公民提名」要和「公民
投票」捆綁在一起，和立法會的反對派辭職以
及補選綑綁在一起，準備以「公民投票」挑戰
提名委員會的決定。他們不僅造馬，要做出十
萬個「公民提名」，還要通過所謂電腦上的「公
民投票」，弄出一百幾十萬張票數，去取代和僭
奪提名委員會的權力，將提名委員會變成一個
橡皮圖章。這樣，余若薇就可以坐定粒六成為
2017年的行政長官候選人，代表外國勢力奪取香
港的管治權。正因為如此，美國和英國的外交
官才親自披掛上陣，公開聯合反對派，全力爭
取「公民提名」，架空憲制的提名權、投票權、
任命權，僥倖一博。
英美在中東，在北部非洲地區，在拉丁美

洲，以「支持民主」為名，要改變外國的憲制
和合法政府，進行一次又一次政變，好像家常
便飯。現在，他們又想把香港變成另外的埃及
和開羅，可算是白日做夢。《基本法》不允許
他們這樣做，香港七百萬市民也不允許他們這
樣做，中央政府更不會允許他們這樣做。日前
香港市民前往英國總領事館抗議英國的「支援
論」，充分反映了中國人民有信心也有能力粉碎
英國殖民勢力企圖復辟的野心。

殖民主義借「公民提名」在港復辟白日夢

陳勇 民建聯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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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市民出席梁振英地區論壇時表達「挺梁」意

見。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