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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調查敘利亞化學武器問題真相小組9月
16日公佈了調查報告。報告證實，8月21日在大
馬士革確存在使用化學武器行為。報告一出，
各方均有反應。美英法繼續指敘政府為使用化
武元兇，俄羅斯則表示，是敘利亞反政府武裝
發動了化武襲擊。
以此看來，儘管美、法等西方國家欲對敘進

行軍事打擊的戰鼓已有所降調，但各方圍繞
敘利亞的角力仍遠未結束，挺敘與倒敘各方要
利用一切機會實現自己的目的。
敘利亞危機已經持續兩年多了。敘政府軍和反對

派的武裝對抗烽火遍地，尚看不到平息的跡象。兩
年多來，從最開始的示威，到後來的暴力衝突，再
到如今的大規模武裝對抗，安全形勢每況愈下，敘
民眾流離失所。到目前為止，敘危機已造成約10萬
人死亡，超過百萬逃出國境，淪為難民。
有一句諺語在阿拉伯世界廣為流傳：「人間

若有天堂，大馬士革必在其中；天堂若在天
空，大馬士革必與之齊名。」在發生了大量人
員死亡的化武襲擊悲劇後，相信已經沒有人再

對這句話表示認同。
如果說大馬士革以前是天堂，它必是敘民眾

的天堂。如果說今日的大馬士革不再是天堂，
對此感受最深的也無疑是敘人民。從公元前8世
紀起，這塊土地先後被亞述、馬其頓、羅馬、
阿拉伯、歐洲十字軍、埃及馬姆魯克王朝和奧
斯曼帝國等統治。近代以來，又淪為法國委任
統治地。敘利亞獲得自主與獨立並不容易。這
裡的統治者來如流水兮去如風，而不變的是一
直在此繁衍生息的普通民眾。
和平、安寧、幸福的生活是每一個普通民眾

的夢想，無論他們支持敘政府軍或反對派。因
此，任何解決敘利亞問題的方案必須要以敘人
民而非外部勢力主導，必須要為敘人民接受而
非外部勢力強加，必須以敘人民的福祉而非外
部勢力的滿意為依歸。
基於此，外交手段仍然是國際社會解決敘利

亞危機的優先選擇，政治解決始終是實現敘和
平的最佳途徑。用和平、對話方式解決衝突，
既是阻止暴力蔓延的有效手段，也有助於敘利

亞保持長期穩定與安寧。以暴制暴，走不出暴
力循環的怪圈，換不回持久的和平。
如果有人認為這樣的主張不切實際，那麼看

一下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情況吧。在外
部勢力主導下，上述三國各發生了一場戰爭，
統治者易人。但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已過去十
多年，西方對利比亞發動軍事打擊也已過去兩
年多，和平並未實現，三國局勢持續動盪，爆
炸、兇殺、衝突的新聞仍不絕於耳。外部勢力
可以打完後撤軍，留下獨自承受苦難的只有當
地人民。悲劇敲響的警鐘還在耳畔迴盪，這些
教訓值得世人反思。
敘利亞的情況與伊拉克和阿富汗同樣複雜。

不管外部勢力以任何借口介入敘事務，甚至對
敘進行軍事打擊，後果都會難以收拾。繼續為
此買單的，也必將是敘民眾。
目前，敘局勢千頭萬緒，各方矛盾交織。但

越是這樣，各方就越要本 對敘人民真正負責
的態度，推動敘有關各方實現停火，停止一切
暴力活動，還敘人民以安寧。

別再讓敘利亞人民為戰火買單

中國五千年文化的沉澱，
依戀故土是炎黃子孫的傳統
美德，無論走得多遠根總是

在故鄉熱土，情總繫鄉親父老。「酒是故鄉濃，茶是故鄉
香」，葉落歸根的情意結深埋心中。近年，隨 國門開
放，與世界接軌，往海外經商、學習，甚至移民的人數越
來越多，據不完全統計，如今遍及全球的華人華僑華商估
計約有五千多萬人；居住在港、澳、台的亦有近二千餘萬
人，海外僑胞熱愛故土，常懷報效祖國、回饋家鄉赤子之
心，如能團結、凝聚這些力量，對祖國建設、國家富強大
有幫助，可加快實現把我國建設成為小康社會的步伐，更
有望達到20年後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經濟體第一的目標。
讓旅居各地的華人華僑更加了解崛起的中國，共圓共享

民族復興之「中國夢」，華文媒體擔當了窗口與橋樑的角
色。漢字乃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載體和燦爛文明的結晶，
漢語也是聯合國法定語言之一，在世界舞台上具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亦是與國際交流的平台。隨 我國國力不斷增
強、國際影響力提升，中文在全世界各地越來越被重視，
作為推廣漢語及國學教育的使者—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廣
受歡迎、報名人數眾多，「漢語熱」繼續升溫。身為炎黃
子孫，尤其是在國外土生土長的青少年，學好中文，了解
自己祖先的歷史、文化，責無旁貸。
近些年，各類組織、機構紛紛舉辦「尋根之旅」夏令

營，讓海外青少年「回家鄉看看」，親身感悟華夏文明的
璀璨，是很好的途徑。但欲在短短的幾天讓華人子女真正
明白「故鄉」的意義，並尋到自己的「根」，顯然是不足
夠的，必須平時提供更多的機會，創造更好的環境讓他們
學習、接觸中國文化，才能真正認同自己的身份。在這方
面華文媒體發揮 重要的作用。當今網絡發達，青少年喜
歡從網上獲取知識、資訊，華文媒體可通過聯盟經營形式
將國學知識、國家最新發展情況放上網，加深海外華人華
僑尤其是年輕一輩對華夏文化的了解，滿足海外華人華僑
和各國人民解讀中國的殷切需求。筆者期望天涯海角、五
洲四海的華媒，同心協力，弘揚中華文化，提升民族凝聚
力，共圓中國和平統一夢。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發表演

講，表示願積極參加根據聯合國憲章進行的集體安全

保障活動，有分析指安倍的言論，不過是為修改和平

憲法以達成行使集體自衛權造勢。而較早前，安倍晉

三在回應國際社會對日本右傾化的指摘時，更大言不

慚地稱，「如果想把我叫做右翼軍國主義者，那就請

便吧」。安倍終於拋下偽裝，露出了軍國主義嘴臉，

向全世界發出強烈信號：日本鐵了心修改「和平憲

法」，行使戰爭權，復辟軍國主義。

安倍為何如此瘋狂，如此囂張，如此挑戰國際社

會，其根源何在？這需要從日本民族、日本社會、天

皇威權、安倍本人等日本國內因素，以及二戰同盟國

美國、蘇聯、中國的對日政策等外部因素兩方面去尋

根探源。

民族劣根性催生軍國主義

日本民族是典型島國民族，其地理環境決定了民族

的先天稟賦秉性，其優良的民族特性是勤勞勇敢、忍

苦頑強、自強自立、團結奮鬥的團隊主義精神，但劣

根性是唯我獨尊、心胸偏狹、口是心非、唯利是圖、

崇尚武力、生性好鬥、野蠻兇狠等等，鑄就了海盜式

的冒險性和掠奪性，企圖吞併五洲的擴張性和殘暴

性；還有不甘失敗、死不認罪、有仇必報、恩將仇報

的冷酷性和兇殘性。正是這種民族劣根性導致日本軍

國主義發動了吞併亞洲、以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為

目標的侵略戰爭，犯下了慘絕人寰的法西斯罪行。雖

然，日本最終慘敗，無條件投降，但日本民族並未從

血腥殘暴的殖民侵略、軍國主義戰爭中吸取歷史教

訓。從戰爭罪魁禍首天皇裕仁迫不得已，下詔宣告接

受同盟國《波茨坦公告》條約終止戰爭，就埋下萬分

不服失敗之氣，拒不反省認罪，反而伺機反攻倒算。

今日之安倍集團正是借助日本民族68年以來積聚的極

右民族主義，將之推向狂熱，妄圖復辟日本軍國主

義，重振「大日本帝國雄風」。

當今的日本社會從表面看是所謂的民主社會，從實

質上看，仍是換湯不換藥的政教合一的畸形社會。日

本戰敗投降前夕，向同盟國提出首要條件是保留日本

天皇最高權力的政體不變，遭到同盟國的駁回，堅持

必須無條件投降。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天皇裕仁，同

時擔任日本國家神道教教主，日本全社會對天皇裕

仁、對神道教主裕仁五體投地崇拜。神道教是日本的

國教。由此可見，當年的日本就是政教合一的社會。

二戰期間，日本神道教的「指揮中心」就是靖國神

社。神道教將天皇神化，慫恿國人奉天皇旨意參加

「聖戰」，為天皇、為大日本帝國獻身捐軀，死後靈位

可供奉在靖國神社。

經濟衰退社會焦慮右傾化加速

日本戰敗，美軍主政，制定頒發「和平憲法」。

「和平憲法」削除了天皇至高無上的權力，僅作為日

本國的象徵而保留，日本政教分離的政體就此確立。

然而，到如今，安倍集團借助和操縱日本社會右傾

化，妄圖復辟日本政教合一的大日本帝國政體、國

體。他不僅堅持參拜靖國神社，而且號召內閣官員和

議員、政要參拜靖國神社。安倍在首相任上礙於中韓

反對，2007年未參拜靖國神社，萬分後悔。今年8月

15日戰敗日未參拜，並非擔心中韓反對，而是迫於美

國的壓力，但仍派其助理代為奉上祭祀費，並表示

「為不能參拜道歉」。安倍為不能參拜供奉以東條英機

為首等眾多戰犯的靖國神社道歉，卻不向二戰中被日

軍所殺害的上千萬亞洲人民道歉，天理何在？法理何

在？這充分暴露出，安倍參拜靖國神社不是目的，復

辟政教合一的政體國體，即復辟天皇至尊至高的大日

本帝國舊制才是目的。為此，安倍大造輿論，不失時

機地聲稱要恢復天皇的至尊至高權力，在公開場合帶

頭三呼久違的「天皇陛下萬歲！」。現今「天皇陛下

萬歲」的幡子在靖國神社門前招搖，也是安倍在為復

辟天皇的大日本帝國造勢。

近20年來日本經濟衰退，2011年又被崛起的中國取

代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地位，日本社會為此憂心忡

忡，焦慮不安，對中國是十二萬分不服輸、不服氣，

充滿了忌妒忌恨。加之安倍一再挑起釣魚島領土爭

端，大肆散播「中國威脅論」，日本社會更仇視中

國、以中國為敵的右傾化、軍國化越演越烈，這又助

長了安倍修憲、擴軍、備戰的猖狂氣勢。

復辟軍國主義必重蹈覆轍

安倍是日本戰敗後妄圖報仇復辟的右翼勢力集大成

者，這是安倍家族的軍國主義血統遺傳結果，是日本

社會右傾化、軍國

主義化的長期積累

爆發所造就的。安

倍的外祖父岸信介

就是二戰甲級戰

犯。近墨者黑，近

朱者赤。安倍不但

受其家族熏陶，繼

承了遺訓，而且受其恩師前首相小泉純一郎的影響至

深。小泉純一郎在首相任上不顧國內外的反對，頑固

堅持參拜靖國神社，致使中日關係陷入緊張狀態。安

倍和小泉右傾主義、軍國主義思想，來源於被稱為

「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和理論奠基者」的吉田松陰。

吉田松陰竭力主張和鼓吹侵佔朝鮮和中國，控制南

洋，侵佔印度，進而吞併五大洲。吉田松陰極端民族

擴張主義，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具有極大的影響，

至今對安倍復辟軍國主義起 指導作用，安倍視吉田

松陰為導師和偶像。

綜上所述，安倍瘋狂推行軍國主義復辟，為之四面

出擊、猖狂造勢，囂張至極，與日本民族主義極端

化、社會右傾化、皇權復辟化、及其家族淵源密切相

關。安倍復辟軍國主義的野心，是日本民族、社會、

皇權再次走向軍國主義之路的歷史和現實所造成的。

日本民族、社會如果真的被安倍帶領下，再次走上軍

國主義之路，其所招致的民族災難必將比二戰的慘敗

更加慘烈，或許這才可能令日本民族、社會像二戰戰

敗國德國那樣真正悔過自新、痛改前非，成為一個正

常的民族、正常的國家。如果歷史真的要重演，二戰

的同盟國中俄美三國和國際社會必須做好萬全準備，

全力以赴，速戰速決，徹底埋葬日本軍國主義，使之

永世不得翻身。

安倍瘋狂推行軍國主義復辟，為之四面出擊，猖狂造勢，囂張至極，與日本民族主義極

端化、社會右傾化、皇權復辟化及其家族淵源密切相關。安倍復辟軍國主義的野心，是日

本民族、社會、皇權再次走向軍國主義之路的歷史和現實所造成的。日本民族、社會如果

真的被安倍帶領下，再次走上軍國主義之路，其所招致的民族災難必將比二戰的慘敗更加

慘烈。

安倍妄圖復辟軍國主義的內因探源

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兩個主要的激進反對派政黨社民連和
「人民力量」，合共取得了26萬多票選票，得票竟較公民黨和民主黨
更多，出乎外界意料之餘，也令到激進派躊躇滿志，其中尤以「人
民力量」在黃毓民的「帶領下」，一舉取得3個立法會議席，更加意
氣風發，在選後立即宣布要在下屆立法會選舉五區各取一席。然
而，客觀的規律並不以人們的主觀意願所轉移，激進派本身就是聚
集起一班充滿稜角、桀驁不馴，誰也不服誰之徒，儘管可能因為一
時的利益而苟合，但往往在勝利之後就會展露出爭權內鬥的基因，
當年的社民連如是，現在的「人民力量」也如是。

黃毓民戀棧權力引發分裂

其後黃毓民離黨出走告終的「人民力量」分裂事件，導火線有
二：一是黃毓民拒絕「處理」其愛將黃洋達，而蕭若元派系一直對
黃洋達恨之入骨，進而不滿黃毓民的偏私護短；二是有關前「普羅
政治學苑」會址的爭議，在蕭黃兩派交惡之後，蕭若元利用持有會
址公司大股東的身份，拒絕將公司清盤，以便握 「普羅」之名後
用，令黃毓民覺得蕭若元是要趕盡殺絕，連他的「招牌」也要一併
拿走，最終憤而還擊，雙方支持者隨即在網上展開火併。當然，這
件事只是導火線，就算沒有黃洋達、沒有會址爭議，黃毓民也不能
在「人民力量」待下去，原因很簡單。當年他在社民連之時，黃洋
達還未出道，也沒有業權爭議，不是一樣與愛徒陶君行反目成仇？
說穿了，黃毓民去到哪個政黨都會引發一輪分裂，原因就是出在

他自身，將權力看得太重，每次都裝模作樣要讓出權力，要退位讓
賢，但原來每次都是「引蛇出洞」。如果真的以為「教主」會退下

火線而自把自為，最終的結果就是被「教主」清理門戶。當年陶君
行就是看不清黃毓民本性，真的以為自己大權在握，結果因為幾件
芝麻小事就被黃毓民發動「倒閣」，繼而帶兵出走，導致社民連一
蹶不振。這次「人民力量」的內鬥，不過又是另一次微型的「天京
之亂」，劉嘉鴻本來是有一定的論述水平，可惜政治歷練太低，重
蹈了陶君行的覆轍。但不同的是，這次他背後有「人民力量」金主
蕭若元及其派系助陣，令到攻守之勢逆轉。蕭派實力遠勝黃毓民，
而且有錢有力，最終利用控制「人民力量」執委會之便將黃毓民掃
地出門。所以，政治鬥爭，什麼口才、魅力都是次要，政治實力才
是一切。

激進派勢掀新一輪內鬥

不過，黃毓民絕不甘心一敗塗地，離開「人民力量」後，為保住

對激進派的影響力，於是迅速將旗下的「普羅政治學苑」政黨化，

由一間政治培訓機構變成政治行動組織，並揚言會在下屆區議會選

舉中派人參選。另外，由黃毓民愛將黃洋達主理的「熱血公民」，

也比以往更趨高調，在特首梁振英落區過程中，都可見「熱血公民」

的暴力狙擊。這說明「普羅政治學苑」與「熱血公民」將成為黃毓

民東山再起的本錢。同時，成立才大半年的激進組織「調理農務蘭

花系」與黃毓民關係極為密切，當中更涉及台灣方面的資金，這幾

個激進政黨的興起與黃毓民離開「人民力量」後另起爐灶都有密切

的關係，正是由於他在「人民力量」權鬥中失敗，於是導致激進反

對派陣營湧現了大批新的組織，互相爭奪支持者。

現時的激進派大致可分為三大陣營，一是梁國雄的社民連；二是

由蕭派全面控制，擁有陳偉業、陳志全兩名立法會議員的「人民力

量」；三是黃毓民及其支持團體。這三大陣營各有優劣，梁國雄對

激進支持者有較高的號召力，而且他善於左右逢源，成為「人民力

量」與黃毓民爭奪的對象。「人民力量」則議席最多，最具規模，

而且在黃毓民出走後也更加團結。黃毓民明星效應最強，死忠支持

者最多，但由於個性霸道，身邊的人多是阿諛奉承，唯唯諾諾，導

致其不斷重蹈創黨毀黨的覆轍。

激進反對派三大陣營互爭票源你死我活

蒯轍元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汪　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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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一條貧窮線今日公佈，將會成為社會各界
檢視香港貧窮情況的重要參考指標之一。不論貧窮
線的高與低，香港社會總會有部分人仍處於貧窮的
狀況，因貧窮線的指標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筆者
贊同政府要加大力度，改善貧富嚴重不均的情況，
減低兩者之間的矛盾，共享經濟上的成果。
雖然如此，但筆者更 重政府在改善「輸在起跑

線」問題的力度。香港社會上仍有很多弱勢社群，
與生俱來待遇就比其他同齡人差。政府要做的不是
追求結果或者是成果上的平等，而是去建立所有人
都在同一起跑線上奔跑。
筆者早前多次探訪協康會，了解有發展障礙學童

的學前教育及學習情況。筆者發現現時發展有障礙
的兒童的學前學習學額嚴重不足。社會各界都認同0
至6歲是兒童學習上非常重要的時期，可是這群學習
能力稍遜的兒童卻苦無學習的機會。
首先，他們要先輪候6至12個月去作評估，之後要

多等8至32個月才有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兼收學位
或特殊幼兒中心的服務。這些等候的時間，已經令
他們錯失了及早識別、及早介入的學前學習機會。
這除了直接影響兒童日後的發展機會外，更增加了
家長的壓力，他們很多時為了孩子放棄工作，更花
費逾萬以上的開支，投放到私人機構上，為的是兒
童的發展。
政府應加大力度檢視現時特殊兒童的學前教育情

況，要加大投資，縮短評估的輪候時間，亦要大幅
增加學額，為他們提供平等起步的機會，更應為輪
候的學童提供津貼，為他們的家長減減壓。
輸在起跑線是社會成本增加及損耗的重要根源，

政府有責任確保社會上的每一分子都在同一起跑線
上起步，這是極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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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轍元

激進反對派三大陣營正圍繞激進派20多萬的基本盤進

行爭奪，鬥癲鬥激是家常便飯，互相攻擊將對方的道德

光環、政治形象毀掉，才是真正吸納對方支持者的方

法，也是黃毓民現時對「人民力量」的策略，令激進派

再次陷入內鬥攻訐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