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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型固體燃料火箭
「艾普斯龍」成功發射升
空，意味 日本已經在洲

際彈道導彈掃除所有技術障礙。日本右翼近期借
勢連連放出空氣，稱可在幾小時內擊沉「遼寧
艦」，甚至狂言將再現「甲午榮光」。安倍在所謂
高民意支持率的背景下，蠢蠢欲動想拜祭靖國神
社，他大肆慶祝二戰以來製造的最大軍艦「出雲
號」；在帶有「731」字樣的飛機前高舉起拳頭拍
照；於釣魚島問題上一意孤行；正式出台「生產
核武器可能性」報告等；顯示安倍孤注一擲想
「賭一鋪」。針對日本右翼的種種舉動，北京和世
界各國必須高度警惕日本右翼的心理惡性膨脹。
安倍在今年8月日本投降紀念日致辭中，刪去慣

常陳述的「對戰爭帶給亞洲各國人民的傷害和痛
苦，表示深切反省」和「誓言不戰」等關鍵用
語，引起全球輿論的強烈不滿。他日前雖然不參
拜靖國神社，但卻通過代理人送去了祭祀費，顯
示不參拜非心甘情願。不參拜送祭祀費，比露骨
參拜更可恨，露骨參拜可讓人們一目了然知道政
客動向，不參拜而送祭祀費則顯示出其扭曲的惡
性心理膨脹。東京政府近期出台的「國內生產核
武器可能性」報告，進一步說明日本右翼對美、

俄、中的不滿不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而是已經付
之於行動。

總夢想早日擁有核武器

二戰期間，日本就在研究核武，二戰結束前，
東京的「核武癮」已經達到瘋狂程度，希望搶在
美國之前造出核彈，挽救即將戰敗的命運。60多
年來，日本部分人的「核武夢」從來就沒有停止
過。2005年5月，福田康夫就公開稱「沒有理由不
准日本擁有核武」；現任副首相麻生曾在2005年12
月對美國副總統切尼表示，「如果朝鮮發展核武
器，日本也必須用核武器來武裝自己」；日本政
客小澤一郎更加公開揚言，日本可以在「一夜之
間」製造千枚核彈。2012年日本拒絕在聯合國簽
署一項旨在減少核武器的決議草案，凸顯日本想
擁有核武器的野心。
日本右翼網站每隔不久就會發表類似「日本要

核武」、「日本必須擁有核武」的叫囂聲。結合近
期釋放的「如果有需要，一周內就要製造出核武
器」的「核信號」，已經讓世界各國意識到事態的
嚴重性。核專家分析認為，日本對製造核武器需
要的「核裂變原料」、「核製造工藝」與「核投送
技術」等已經全部掌握，製造核武器只是決策問

題。換句話說，日本隨時可能擁有核武。可以斷
定的是，安倍孤注一擲「賭一鋪」，其惡性心理膨
脹將帶給日本新災難，因為無論日本的「核彈」
投向何方，都將引來有力的報復而自尋滅亡。

發洩不滿找錯對象

東京政府近期的連串表現顯示，日本正在發洩
其內心世界對現狀的不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中，日本轟炸了美國的珍珠港，換來了致命的打
擊，並吃了兩顆原子彈。今天，日本領土上仍然
無奈駐紮 美國軍隊，女學生被美國士兵強姦都
不敢哼一聲；日圓匯價被美國操控，經濟因為美
國因素而持續不展；所有國際活動都要看華盛頓
的眼色行事；70%日本人甚至認為日本實際上是美
國的殖民地。從這些角度看，日本的確有滿腹怨
氣，於是出場了「出雲號」軍艦下水、購買釣魚
島、官員參拜靖國神社等鬧劇來發洩不滿。
日本政客的發洩行動，如果是針對華盛頓，還

有一點點矇騙性，畢竟兩顆原子彈奪去了30萬無
辜百姓的性命，若將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作為
發洩對象，則大錯特錯。日本必須反省和檢查的
是，如何從對中國等亞洲國家的侵略中汲取教
訓，而不是像潑婦一樣到處撒野。

警惕日本右翼心理惡性膨脹

早前，「真普聯」提出了包括「公民提名」內容的

普選特首方案。最近，學民思潮更進一步提出所謂

「公民提名約章」，要求由「公民提名」特首候選人，得

到激進反對派「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大力支持，並逼

迫其他反對派政黨和團體簽署。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曾

表示不會簽署，但隨後卻出爾反爾，現在除了民主

黨、民協、工黨之外，其他反對派政黨和團體都簽署

了該約章。一時之間，所謂「公民提名」被反對派炒

作得甚囂塵上，更聲言「公民提名」符合「國際標準」

云云。

張主任對所謂「公民提名」當頭棒喝

梁家傑不但出爾反爾，還公然邀請中聯辦主任張曉

明參加「公民提名何懼之有」的研討會，張主任在回

覆中明確指出，「公民提名」漠視基本法明文規定，

不攻自破，故恕不應約。基本法第45條明確規定：行

政長官候選人「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

民主程序提名」，根本沒有所謂「公民提名」的環節。

張主任的信明確點出了「公民提名」的要害就是違反

基本法。事實上，所謂由「公民提名」特首候選人的

要求，是試圖剝奪提名委員會的權力，是公然漠視和

違反基本法的規定。張主任的信非常及時和非常必

要，是對所謂「公民提名」的當頭棒喝。

「公民提名」企圖何在？

反對派所謂「公民提名何懼之有」，拆穿其語言偽

術，其實是「公民提名企圖何在」？其企圖就是廢除

提名委員會武功，讓對抗中央的人入閘。當年鄧小平

早就預料到了反對派會在香港普選問題上興風作浪，

他高瞻遠矚地指出：「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

利？我不相信。比如說，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

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

選舉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

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

來嗎？」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正是根據鄧公的講話

精神，規定了特首候選人必須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

的提名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產生，以此嚴防對抗中央

的人問鼎特首寶座。鄧公所說普選就一定能選出愛國

愛港的人嗎？這是個反問句，回答應是「不一定」，所

以設立提名委員會就是為了防止與中央對抗的人入

閘。

「公民提名」是一個詭譎陷阱

喬曉陽代表中央強調：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

港人士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當

特首是一條底線，這樣講不是為了從法律規定上排除

誰，篩選誰，而是為了讓將來的提名委員會委員和香

港市民心中有桿秤，有個衡量的標準，自覺不提名這

樣的人，不選這樣的人。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王光亞強調在特首普選問題上要「守好三道門」，即提

名權、投票權及任命權。「公民提名」及與之密切配

合的「入閘論」，企圖使將來的提名委員會委員和香港

市民心中沒有一桿秤，失去衡量的標準，選對抗中央

的人士「入閘」。

「公民提名」是一個詭譎的陷阱，就是使「三道門」

中的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虛設，讓對抗中央的人進入

特首候選人名單。有人說，即使選上了一位反對派的

人上台，他也不能肆意妄為，他必須向中央述職，如

果他敢於裡通外國，更是滔天大罪，中央和港人不會

放過他。這種假設儘管可能是一種善良的幻想，但完

全站不住腳。喬曉陽對此已經坦言：「如果出現這種

情況，其後果是香港難於承受的⋯⋯即使香港有人願

意承受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的這種風險，站

在國家的角度，站在維護根本宗旨的角度，站在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角度，也不能承受這個風險。」

「公民提名」是違反基本法的偽命題

香港特區是中國

的一個地方行政區

域，直轄於中央人

民政府，而不是一

個國家或獨立的政

治實體，香港特首

普選不是主權國家

元首的選舉。特首

要維護好中央與香

港特區的關係，不僅要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而且

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這決定了特首必須由愛國愛

港(不和中央對抗)的人擔任，這是一個關係到「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能否順利實施、「一國兩制」成敗的重

大問題。提名委員會就具有把關的功能，就是為了防

止反中亂港者入閘。

「公民提名」企圖廢除提名委員會把關功能，是違

反基本法的偽命題，根本行不通。正如張主任言簡意

賅指出：「就行政長官普選時候選人提名辦法而言，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明確規定『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

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並無其他選項。而

且，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也進

一步明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

生的辦法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

會。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

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提名委員會須按照民主程序提

名產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全

體合資格選民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

府任命。』」張曉明根據以上法理擲地有聲指出：

「『公民提名』漠視基本法明文規定，誠不攻自破之

說。」

英國撤離香港時精心
策劃很多暗 ，近日更
有外交官員大言不慚違

反國際慣例干擾我國內政，加上過去在綏靖主
義下，反對派更步步進逼，氣焰囂張。要讓港
人明白當前形勢，正能量的宣傳教育是主力，
同時也要鼓勵沉默的中間派敢於發聲。對於殖
民者的本港同路人，更須愛國愛港者擦亮眼睛
好好應付。
近讀一篇有關「綏靖主義」禍害香港的文

章，頓如品了雨前一盞，精神為之一振，遂捧
紙再細讀。心中響起：寫得何等好啊！
這文章是及時雨警世鐘指路燈。在我來說，

是數十個月以來積存在心底的迴響，為我解
憂。讀畢，心潮起伏，集以成詩，得七律一
首：
一眾空嗟黯忘言，

喜聞新韻響身邊；

點睛幸有金剛棒，

引路全憑解禍篇；

搏浪文山昭日月，

吞氈蘇武樹良賢；

島民勿作痴鴕鳥，

昂首高啼 祖鞭。

英國為亂港暗留「手尾」

末代港督彭定康作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時就悍
然聲稱：「英國，除了從憲制這個重要角度而
言可以說會撤離外，其實並不會離開香港。」
這是他的心聲，而且也是殖民主義者的夢想。
他們隨 「不列顛尼亞號」駛離維多利亞港，
但是，他們的陰魂和留下的「孤臣孝子」仍在
太平山下作孽，其美夢仍常掛心間。最近，英
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發表公開
信，念念不忘殖民者在香港的歷史，說英國有
一千家企業在港，是香港經濟的重要部分，普

選有助確保經濟成果云云，進而大言不慚違反
國際慣例干涉我國內政。
大家都知道，英國在不得已撤離殖民地時都

一定會精心策劃留下很多暗 和「手尾」，對香
港也毫不例外。除了在政策和政府組織等等做
了手腳之外，由於多年來港英政府的政治部和
廉政公署收集和掌握了很多各種絕密資料，撤
離前不少這些部門的人員優先被安排居英或澳
洲，資料也遷移到這兩地，而其後許多事件爆
出來的「內幕」，實際上便是從那些檔案中搬
來。反對23條立法、反國教、反新界東北發
展、反自由行，其中貫徹的宗旨就是「反港反
中反共」，進而明火執仗地提出要「港獨」，要
令香港以至全中國改變顏色。

要爭取中間市民轉變立場

根據智者分析，香港人的政治立場是「兩頭
小、中間大」，激進反對派其實不多，但是，政
治生態卻被反對派壟斷，加上綏靖主義（在某
種程度上就是投降主義）泛濫，面對反對派的
步步進逼，特區政府採取了不論述、不溝通、
不說服的做法，放棄了話語權，無原則地作出
讓步，助長了反對派氣焰、挫弱了愛國愛港人
士的鬥志和正義呼聲；同時也表露了政府管治
意志的薄弱和政治技巧的闕如。新特首甫上場
便展示魄力，抓住民生重點迎難而上，困難是
在反對派全面圍攻下，大樹飄零，人材難得，
各項施政受到掣肘。最關鍵的打擊是，香港的
所謂「泛民」及反對派基本上控制了上層建築
的要害，教育、法律、傳媒等大部分都是其力
量。最離譜的是政府電台竟然和反對派的私設
電台沆瀣一氣，對政府大放冷箭。在這情況
下，要爭取大部分中間市民能夠在政治上由
「中間偏右」逐步調整為「中間偏左」，使其普
遍地、真正的接受「一國兩制」，既享受到「兩
制」對其自身福祉的好處，也接受「一國」要

求其必須具有的國家民族觀念，更進而深入理
解到《基本法》闡述的重點：國家的性質、香
港的地位、國家憲法和香港特區《基本法》的
從屬關係、主權和自治等。
要讓港人明白事理認識當前形勢，正能量的

宣傳教育當然是主力，同時也要鼓勵沉默的中
間派敢於發聲。這方面，中央駐港機構也應責
無旁貸，要加強對愛國愛港人士的鼓勵支持，
要更多方面地幫助他們了解政情國情、協助他
們和祖國同胞溝通交流、使他們更好地認識祖
國、充分地感受到祖國和廣大同胞是港人的堅
強後盾。

「佔中」鼓吹者有後台老板

目前，殖民者的同路人正和他們的後台老闆
聲應氣求地表演 反港反中大匯演，其中一齣
劇目叫《公民抗命和公民提名》，企圖用「佔中」
和其他類似非法行動去迫使中央接受違反《基
本法》的普選方案，這幫「漢人學得胡兒語，
卻上城頭罵漢人」的教授、大狀、社工、牧
師，赤膊上陣，日夜喧嘩；或出沒於校園，或
開壇於教會，其目的就是要把不愛國不愛港的
人塞上特首寶座。日來，美英後台人物都相繼
來港親臨戰陣了，反對派已經摩拳擦掌走上前
台。我們要擦亮眼睛好好應付。
明末民族英雄文天祥於1275至1278年抗元軍

四年，兵敗退至粵東，被俘囚於船上解京，舟
中明志成詩《過零丁洋》，其中千古名句：「人
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激勵 有志
的中國人。其後他被囚獄中，元人屢向其誘
降，但堅拒之。卒被斬於市，衣帶中暗藏一
紙，曰：「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
庶幾無愧。」今大事鼓吹為一己之欲而為害港
人的所謂知識分子，屈身夥同國際反中勢力發
動「佔中」，他們如果有顏讀讀文山和子卿的史
蹟，能不無愧乎？

點睛幸有金剛棒 引路全憑解禍篇韋　剛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日本方面有關釣魚島爭
端的最新消息是，日防衛
省認為，如中國無人機

「侵犯日本領空」，造成威脅日本國民安全的事態，日方
將考慮對中方無人機進行擊落。北京有評論回應，日本
其實不敢也不會。針對日本媒體有關美副國務卿伯恩斯
在會見日本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時表示「美國在日中
就島嶼相關爭端中支援日方」的報道，美國國務院發言
人再次重申，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
沒有發生改變，美國在最終主權歸屬問題上不持立場」。
不過，事實還是說明，釣魚島之爭，北京的對手其實

還是美國。
去年9月5日，日本政府就「購買」釣魚島事宜與栗原

家族達成買賣協定。9月12日，日本當局宣佈，釣魚島及
其周邊附屬的南小島、北小島3座島嶼的「國有化土地登
記手續」已辦理完畢，「所有者」變更為「日本政府」。

中國已打破日本對釣島的實際控制

不過，日本政府「國有化」釣魚島1周年，日企在華的
業務遭受了倒退10年般的打擊。雖然中國的反日遊行漸
漸平息，日企產品在華銷量也有所恢復，但市場份額則
持續下降。而中日高層峰會在可見未來都不可能舉行，
中日關係將長期維持「政冷經冷」狀態。因為安倍晉三
政權堅持釣魚島「無主權爭議」的立場，北京方面也不
可能吞下日本「國有」釣魚島的苦果；相反，北京全方
位加大對日壓力。解放軍從9月10日開始舉行4萬人的大
規模軍演；9日上午，中國無人機首次在釣魚島附近上空
飛行；8日，中國轟炸機首次通過日本沖繩本島和宮古島
之間空域；11日，多艘中國海警艦船組成編隊進入釣魚
島12海里領海巡航執法，這是中國一年來第59次巡航釣
魚島，也就是說，中國執法船隊平均每6天到釣魚島海域
執法1次，這種密度，令國際社會不能再否認中國在釣魚
島的存在和相當程度的管控。
事實上，日本政府對於中國執法船隊和飛機進入釣魚

島領海領空的不作為，已使日本輿論承認中國已打破日
本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中日角力1年，北京無疑是贏
家。去年9月，中國開始在釣魚島領海巡航；去年12月，
海監飛機首飛釣魚島領空；到今年9月，中國無人機首次
出現在釣魚島空域。中國在釣魚島的存在是穩步推進，
中國的維權行動由遠及近、由易到難、漸次深入。
但是，北京要進一步鞏固既得利益，還得過美國關。

當年，正是美國不顧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反對，非法將釣
魚島的行政權給日本。如果不是美國實際支持日本，中
國的五星紅旗早就插在釣魚島主峰。在1969年的美日會
談中，尼克松總統與佐藤榮作首相達成了兩項密約。第
一，根據《沖繩核密約》，美國最多時在沖繩儲備了120
枚以上的核彈頭，美國在歸還沖繩時將撤走這些核武
器；第二，作為美國確認1972年返還沖繩的回報，日本
表示將盡快簽署《日美紡織品協定》，在對美出口紡織品
問題上進行全面的自主管制，通俗說來，這就是「繩」
與「絲」的交換。

美「保持中立」中國得勢得利

尼克松曾於1960年在大選中失敗。1968年大選時，他
為了動員南部選票，承諾將採取必要措施限制紡織品進

口。1969年2月，在就任總統後不久，尼克松為兌現承諾，紡織品問
題在其政府內的優先次序極高。根據美國政府檔案，在1971年日美紡
織品談判遭遇困難時，尼克松政府內部曾討論過，拒絕在返還沖繩時
歸還釣魚島行政權的方案，希望以此達到「對日震撼效果」。
顯然，美國是自私的，美國優先考慮內政的利益，並精明地利用對

盟國的外交關係，謀取現實利益和鋪墊戰略利益。如今中日關係的禍
根就是那時種下。
目前，北京的策略是要求美國嚴守中立。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今年

5月接受美國《外交》雜誌專訪，以及其後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
統奧巴馬的「莊園會晤」，中方都直接要求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保
持中立」。北京知道，不可能要求美國站在己方，但美國目前對中國
釣魚島執法常態化未表異議，已是勝利。
中國目前不可能收回釣魚島，形成中日共管釣魚島的新現狀。這種

形勢，北京是得分的。最重要的是，日本奈何不了中國的執法船，而
美國也沒有表示反對。筆者認為，這可算美國中立的表現，如鞏固這
種形勢，中國繼續得勢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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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拒絕梁家傑參加「公民提名何懼之有」論壇的

邀請，擲地有聲指出：「『公民提名』漠視基本法明文規定，誠不攻

自破之說。」反對派所謂「公民提名何懼之有」，拆穿其語言偽術，其實是「公民提名企圖何

在」？其企圖就是廢除提名委員會武功，讓對抗中央的人入閘，突破特首普選的「三道門」

即提名權、投票權及任命權中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但是，基本法已明確規定特首普選候選

人「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並無其他選項。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經過反覆討論研究，設計了提名委員會來履行確保愛國愛港者擔任特首、將反中亂港者拒之

於特首大門之外的神聖職責。「公民提名」企圖廢除提名委員會把關功能，是違反基本法的

偽命題，根本行不通。

走廊方西

時評強志

地留自

西望張東

「公民提名」企圖廢除提名委員會把關功能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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