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日前提出的「佔中」流血太

少、坐牢太少論，被輿論批得狗血淋頭，也引起了主

流民意的反感，原因是市民對於政制發展一向是極為

務實，有當然是最好，但從來不會認為民主比民生重

要，市民更不會為了爭取戴耀廷或反對派所謂的「真

普選」，就去流血、坐牢，包括現時反對派的頭面人

物也沒有做過。戴耀廷這個大半輩子都在校園內舒服

的冷氣辦公室內指點江山的書生，現在竟然要市民為

他的「佔中」去流血坐牢，要「教導」市民多作犧

牲，怎不令市民感到憤怒！

「佔中」乏人問津向激進靠攏

不過，戴耀廷突然撕去虛假的「愛與和平」外衣，

其實反映戴耀廷等人已經亂了方寸，戴耀廷、陳健

民、朱耀明確實是希望以「和平」外衣包裝「佔

中」，減少社會疑慮，也方便在校園內招兵買馬。但

「佔中」內部成員以及激進反對派人士顯然不滿其

「表面和平」的立場，不斷向戴耀廷等人施壓，要更

加激進向特區政府顯示力量，加上「佔中」民意支持

一直疲弱，戴耀廷一介「書生」最終在壓力之下決定

孤注一擲，擺明車馬以暴力、流血、違法示人，目的

就是放棄爭取中產、中間的路線，全面向激進派靠

攏，務求以激進派的基本盤達到萬人「佔中」的目

標。

戴耀廷不惜自打嘴巴向激進反對派示好，但換來的

卻是激進派的得寸進尺。「人民力量」日前正式宣布

將會成立「佔中後援會」，並指已有1,000人參加，

「人力」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更語帶威嚇的指，倘「佔

中」發起人最終接受的政改方案不合「人力」的「口

味」，他們會決定是否自行「佔中」。而他與另一名立

法會議員陳偉業，也隨時準備再啟動補選，再次發動

「變相公投」云云。看來，兩人在「背叛」黃毓民之

後，腰板也挺得直些，底氣也充足了些。顯而易見，

「人民力量」現時籌組所謂「佔中後援會」，後援是

假，騎劫是真，他們不只是要騎劫「佔中」，更是要

藉「佔中」騎劫整個反對派，與「學民思潮」一樣，

都是要將反對派推向激進對抗的路線，令特首普選功

虧一簣。

「人民力量」參與「佔中」從來都是打 自己的算

盤，一是為了保持傳媒曝光。「佔中」是整個反對派

的大規模政治行動，也是反對派的焦點，《蘋果日報》

等反對派喉舌每日大幅報道，如果不參與其中，變相

是將自己自絕於反對派之外，失去了傳媒關注之餘，

也會失去反對派的「道德高地」；二是「人力」參與

「佔中」不無為與黃毓民「開戰」尋找藉口。一直以來，黃毓民及

其愛將黃洋達都大肆批評「佔中」，諷刺「佔領中環」實為「佔領

光環」，指自己絕不會參與(但現在好像又轉 )，當時蕭若元派系

羅列的其中一個「掃黃」罪名，就是黃毓民不支持「佔中」更要

破壞「佔中」，損害民主大業云云，及後「人力」才開始全面參與

其中。由此可見，「人力」是為了政治油水才參與「佔中」。

「人力」控制「佔中」一箭雙雕

但現在又要另起爐灶設立一個「佔中後援會」，以他們所言參與
者隨時較參與「佔中」為多，目的顯然就是以「後援會」裡應外
合控制「佔中」，屆時他們已通過不斷派人進駐，在「佔中」內部
佔據主要崗位，外邊又有兵有將，有能力獨自發動「佔中」，勢將
架空戴耀廷等「佔中」發起人，全盤決定是否接納當局的政改方
案，決定是否要發動「佔中」，而戴耀廷等人將淪為傀儡。這樣

「人力」便可通過「後援會」騎劫整個「佔中」行動，變成「人力」
的政治籌碼，將來如果要承擔法律刑責時，大可將戴耀廷等人推
出去，指自己只是「後援會」並非主要策動者，打的是進可攻退
可守的策略。

更重要的是，「佔中」已經成為「真普聯」之外，另一個統合
整個反對派的組織，現時民主黨、民協基本上負責了「佔中」
的地區宣傳工作，其他黨派也多次表明會跟隨「佔中」行動的
指揮。可以這樣說，「真普聯」主要負責為反對派的普選方案
討價還價；「佔中」則統籌了反對派的政治行動。因此，誰人
控制到「佔中」，就可控制反對派的行動。現在「人力」另行
組織了一個「佔中後援會」，如果屆時「佔中」的方向路線不
合激進派的口味，他們就可以「後援會」的身份魚目混珠發動

「佔中」，繼而迫使其他反對派政黨共同參與，否則就指責他們
出賣「佔中」，在選舉上重演狙擊「盟友」的一幕，不論最終
結果如何，激進派都是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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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盛 頓 是 美 國 首
都，風景優美，是美
國各界精英和政客的

競技場，也是世界遊客了解美國的窗口。美國入
侵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戰爭在這裡啟動，
財政懸崖、量化寬鬆、債務上限等「兒戲」所產
生的災難，從這裡輸向世界。海軍司令部的槍擊
案、華盛頓街頭的瘋狂汽車事件、國家廣場上的
自焚、議員的持續口水戰等所有社會矛盾都在這
裡交織，形成一座火山。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
持續惡鬥，借政府預算、醫療改革和債務上限上
演的「關門遊戲」，促使公務員舉起標語牌在遊客
面前抗議。「關門遊戲」已經催活了華盛頓這座
火山。

奧巴馬和兩黨議員全然不顧百姓的利益，和
「務虛兒戲」可能對世界經濟產生的惡性影響，人
為地上演了「世紀大戰」，是「美式民主」的世紀
悲哀。「關門遊戲」讓美國形象大滑坡、「重返
亞太」成空話，也讓全球看透「美式民主」。美國
百姓批評說，包括總統奧巴馬和其他華盛頓政客
在「關門遊戲」的舉動，和「卡通片」裡的人物
一個樣，讓世人「刮目相看」。奧巴馬上任後，已
經連續四年財赤超過萬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總裁拉加德直言，美國政府關門不是新鮮事，
對美國經濟影響也有限，但「債務上限」的爭拗

卻是真「要命」。

「重返亞太」已經力不從心

議員如果繼續「扯皮」，不及時提高16.7萬億美
元的債務上限，華盛頓將無錢支付債務，而出現
歷史性違約。事件無論對美國疲弱的經濟或者是
世界大家庭，都將比2008年的金融瘟疫更可怕，
最終將嚴重損害美國和全球經濟。事實上，美國
兩黨的「關門遊戲」，已經迫使白宮無法參加亞
洲、歐洲系列外交活動，讓世界看到「美式民主」
的糟糕。華盛頓政府關門後，奧巴馬被迫取消參
加在印尼進行的亞太領導人峰會，使翹首期望美
國撐腰打氣的日本和菲律賓像洩氣皮球。也讓其
它亞太國家清楚看到，美國的「重返」已經完全
力不從心。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印尼和馬來西亞的成功
訪問，以及李克強對越南等國家的訪問，正強勢
喚起東南亞國家與北京的深入合作。中國現在是
東盟的第一大貿易夥伴，與東盟國家的貿易增長
正處於持續上升軌道，相互間的經濟合作已經為
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關門遊戲」
發生後，華盛頓因為「缺錢」，已無法參與對伊朗
等國的制裁；「下崗」的美國公務員憤怒地告訴
世人，美國的「民主病」已經病入膏肓。事實證
明，美國的強權擴張國策、損人利己的行為、

「世界警察」的角色都只能是害人害己。

世界「經濟重心」已經轉移

2013年9月10日，紐約、倫敦、法蘭克福、巴黎
等歐美股市一反沉悶態勢全面上升，成為世界投
資市場新亮點。德國法蘭克福DAX指數報收8446
點，升170點，漲幅為2%。紐約道指、標普和納指
的漲幅分別為0.85%、0.73%和0.62%，全線上升。
巴黎CAC指數收4116點，上漲76點，漲幅近2%。
歐美股市是次全面上升，一是中國總理李克強在
2013夏季達沃斯論壇中，傳遞出北京「言必行、
行必果」的經濟改革決心和鄭重承諾；二是中國
最新經濟數據振興了歐美市場的預期和信心。凸
顯世界「經濟重心」已經稍稍轉移。

過去，全球投資者的目光總是投向美國和歐
洲，美國相關部門發出的經濟數據更是投資者捕
捉市場走勢的依據和進行決策的重要參考。隨
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北京元素」已經逐
步成為世界投資市場不可忽略的另一主角，和刺
激歐美股票市場走勢的新焦點。當市場認為中國
經濟會增長放緩之時，歐美股市下滑，反之當

「北京元素」出現新的信號時，歐美股市上升的速
度和反彈廣度比誰都來得快。2013年9月10日上午
9：30，北京公佈的8月份CPI及PPI數據比預期理
想，刺激全球股市出現全面上升。

「關門遊戲」催活華盛頓火山

一、開啟兩岸政治談判不能再迴避
過去一個時期，兩岸在堅持「九二共識」的基礎

上，交流與合作迅速發展，簽署了18項協議，台灣參
加世衛大會、國際民航組織大會也得以實現。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進入前所未見的局面，正是得益於兩岸建
立起堅實的政治互信基礎。隨 兩岸經濟領域合作全
面擴大深化，按照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原則，接下
來兩岸需要擴大政治互動、增進政治互信，開啟兩岸
政治談判是不可迴避的問題。如果只是停留在「只經
不政」、「求易避難」的階段，只會令兩岸關係的發展
陷入瓶頸。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仍未獲得台灣「立法院」
通過，正正說明兩岸開啟政治談判、「以政促經」的
必要性。兩岸政治互信搞好了，兩岸經濟文化的全面

交流合作才能掃除阻礙，再取得突破性進展。
去年，中共十八大報告已提出：希望雙方（兩岸）

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
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談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
制，穩定台海局勢；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開創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前景。習近平與蕭萬長會晤時強
調：「增進兩岸政治互信，夯實共同政治基礎，是確
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這充分顯示大陸新一
屆中央領導，下決心解決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
題，希望在政治談判、增進政治互信上有所作為，開
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面。

二、兩岸政府部門接觸的障礙已化解

這次「習蕭會」備受外界矚目之處，就是大陸國台

辦主任張志軍和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首次在國
際場合互動，並以官銜互稱，被認為是兩岸關係將要
取得新進展的一種先兆。這意味 經過20多年的時
間，兩岸分別主管兩岸事務的官方機構，終於走到可
以不需要通過海協會和海基會作為「白手套」接觸的
階段。張王互稱官職，已化解雙方政府部門直接接觸
的最大障礙，大陸國台辦主任和台灣「陸委會」主委
互訪已水到渠成，接下來兩岸政府機關啟動常態性接
觸指日可待。

對於張志軍和王郁琦會面，蕭萬長認為，這是難
得安排，對未來兩岸建立並強化互信，很有幫助。
台灣昆山科技大學的吳漢教授表示，這次「習蕭會」
的熱點就是「張王會」，兩岸事務現在從黨對黨慢慢
地走到了政府對政府，這也令外界對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上台之後，兩岸接下來是否準備開展政治對
話與政治談判，看到了端倪。台灣《中國時報》文
章分析，實現「張王會」的最大價值，應在於兩岸
將全面實現政治對話機制。不論是推進國台辦主任
與「陸委會」主委實現互訪，甚至將「習馬會」列
為評估的政策選項，其目的只為加速兩岸政治問題
的處理進程。

隨 兩岸關係深化，彼此之間一些重大敏感問題日
益凸顯，需要雙方及時深入溝通，妥善處理。作為兩
岸雙方的對口專責部門，國台辦與「陸委會」在堅持

「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建立直接聯繫，進行有效

溝通，有利於雙方
增進了解、深化互
信，有利於雙方及
時應對和處理兩岸
交往中遇到的重要
問題，有利於推動
兩岸關係繼續向前發展。

三、擔負歷史使命 創造政治談判條件

兩岸開展政治談判，增進政治互信，必將進一步給
兩岸帶來長久持續的穩定環境，台灣多年來的民調均
顯示，島內多數民眾支持兩岸商簽和平協議。台灣公
佈最新有關「兩岸政治談判」調查結果顯示，對於兩
岸政治談判可能涉及的方面，相關支持度都超過半
數，表明大多數受訪者不反對兩岸進行政治談判。

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是兩岸中華兒女的共同使命，需要雙方共同
努力合作完成。習近平已向台灣傳遞出開啟兩岸政治
談判的重要訊號，包括馬英九在內的台灣決策者不能
再「以不變應萬變」，不能無限期地把問題推給下一
代，應該順勢而為，與大陸相向而行，把握住為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主旋律，擔負起歷史的使命，為早日
開啟兩岸政治談判創造有利條件，使兩岸關係突破

「深水區」，為實現中華民族共同的「中華夢」打下堅
實基礎。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前日在印尼峇里島會見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

時，明確釋放了大陸希望啟動兩岸政治談判的訊號。習近平說，「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

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這清楚顯示，現在的大陸領導

人，不希望將兩岸政治談判的問題拖到下一代，而是期待兩岸領導人共同承擔歷史責任，開

啟兩岸政治談判，實現兩岸關係的新發展。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和台灣「陸委會」主委王

郁琦首次在這次「習蕭會」中實現互動，並以官銜互稱，是兩岸當局特意作出的安排，被認

為是兩岸關係將要全面實現政治對話的一種先兆。人們有理由對兩岸的政治對話抱有積極的

期待。我們更加希望兩岸政治對話的「習馬會」能夠在香港舉行。

習近平釋放政治談判訊號 期待兩岸良性互動

李柱銘在《壹週刊》發表了題目為

「似曾相識」的文章，不打自招，說明

了反對派的後台老闆正是外國勢力，外國勢力企圖奪取香港的

管治權，蓄謀已久。民主是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絕對不能讓殖

民勢力繼續干預香港，不能夠讓外國人的「兒皇帝」管治香

港。所有的民主選舉制度，都要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

位，香港並沒有「公民投票」、「公民提名」的憲制。在外國

勢力支持下的反對派，他們舉起「民主」的旗幟，現在其幕後

力量已經暴露無遺了，他們不過是企圖重演在中東和北非出現

的顏色革命，企圖用暴民政治改朝換代，奪取政權。

李柱銘說，應該引入外國勢力，「英美等外國政府實在是有責任監察
《聯合聲明》的落實，況且，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Clifford A. Hart, Jr.），
與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Hugo Swire），不過是表示支持
香港在《基本法》之下實現真普選，這不就是北京的立場嗎？」李柱銘還
指出了2003年反對派反對《基本法》的重要性和外國勢力干預的重大作
用。李柱銘說，「在七一大遊行前，多個國家的政府已公開批評廿三條立
法，包括美國、英國、歐盟、加拿大、澳洲及紐西蘭等。而其中美國對廿
三條立法的關注，除了由國會和駐港總領事先後提出質疑，最後，白宮更
在○三年六月二十日發表聲明，清楚地反對廿三條立法，以及促請要盡早
在港落實全面民主。另外，時任英國外交部次官韋明浩（Bill Rammell）所
發表的聲明，亦對廿三條立法表示遺憾，認為違反《聯合聲明》，及不符合
一國兩制原則。」現在反對派推行「公民提名」和「佔領中環」，李柱銘更
加說這是「似曾相識」，策略依然照舊。這一番表態，說明李柱銘正是引清
兵入關的吳三桂。「清兵入關」之後，就是外國人在香港恢復殖民統治。

「似曾相識」策略再顯「吳三桂」嘴臉

《中英聯合聲明》的內容，根本沒有保證行政長官普選產生，只不過是
申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李柱銘說
要「由外國監察聯合聲明的落實」，要由外國監察2017年普選，完全是毫無
法理的依據。1997年7月1日之後，香港所有的運作，都是中國的內部事

務。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一定要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辦事，外國勢力無權干涉。行政長官提名的方式，很清楚提名權在提
名委員會，而不是其他人，也不是其他機構。「廣泛代表性」就是指參照
選舉委員會的模式，由四個界別組成，代表廣泛的階層和專業，使得行政
長官不會傾向某一個階層、某一個行業，保證了行政長官即使換屆，也能
保持香港的利益架構和政治平衡，保證政策的連貫性，保證了行政長官對
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和對香港人民負責，有利於香港的經濟平穩發展和民生
不斷改善。

憲制是主權的體現，是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利益的體現，也是防止國家
分裂的法制保證。這種民族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是不可動搖的。香港吳三
桂企圖引入美英勢力，企圖奪權，把香港的歷史都推回到殖民主義的時
期，這是開歷史倒車，是絕對不會得逞的。「佔中」加「公民提名」，都是
違法違憲的。既然李柱銘不打自招，講明了「反對派的波士就是美英勢
力」，講明了要重演2003年的鬧劇，還要有人作為內應配合，要奪取權力。
李的「似曾相識」策略，對七百萬香港人就是一次活生生的民主教育和

《基本法》教育。

絕不能讓外部勢力干預香港

民主是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絕對不能讓殖民勢力繼續干預香港，不能夠
讓外國人的「兒皇帝」管治香港。所有的民主選舉制度，都要符合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香港是一個特別行政區，並不是一個國家。香港並
沒有「公民投票」、「公民提名」的憲制。在外國勢力支持下的反對派，他
們舉起「民主」的旗幟，現在其幕後力量已經暴露無遺了，他們不過是企
圖重演在中東和北非出現的顏色革命，企圖用暴民政治改朝換代，奪取政
權。「佔領中環」根本就是暴亂的陰謀，把香港人推到流血的衝突中。戴
耀廷近日大談香港人要學台灣的暴力政治，「在香港為爭取民主而坐過
牢、流過血的（不要說坐多久和流多少血了），實在也是太少了」。這是圖
窮匕現的表現。

每到關鍵時刻，李柱銘都是冷血的對待中國人民的生命和利益。1989
年，李柱銘要求西方國家制裁中國；1999年，李柱銘在立法會用英文演
說，為美國轟炸南斯拉夫大使館殺死中國同胞進行辯護；2013年，李柱銘
又提出了美英外國勢力有權干涉香港，推動奪權有理論。這說明了李柱銘
的「民主」，是外國勢力在中國橫行無忌的「民主」。李柱銘以為時光倒流
到鴉片戰爭年代，這種白日夢怎會成功？

李柱銘的「吳三桂」理論供出美英圖謀

姚志勝 全國僑聯常委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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