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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搞手戴耀廷，最近有一個奇怪的動作，就
是接受《美國之音》的訪問，聲言要把「佔中」從明
年的七月份，推遲到明年年底。理由是，可能特區政
府的政改方案還沒有出來，出來之後，證明了不符合
國際準則，他們一定「佔領中環」。為什麼戴耀廷千
揀萬揀，一定要揀《美國之音》作出宣佈？無他，這
是後台老闆的電台，專門針對內地進行廣播。戴耀廷
選擇了《美國之音》，無非是打正旗號，我後面有國
際勢力之支持，到「佔中」的時候美國等西方國家就
會為我們撐腰。

亮出了扼殺普選的底牌

「佔中」組織一直都把「佔領中環」日期安排在7月
1日，因為這一天，照例有反對派的遊行，容易聚集人
馬，容易吸引青少年參加，學校的考試都完了，混在
大學和教協裡面的教師，就可以好像搞暑期活動那
樣，游說和欺騙青年學生參與「佔中」。
現在，戴耀廷向《美國之音》宣佈，如果搞早了，

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在下半年才宣佈，屆時就沒有新
的動作了。所以，「佔中」是要針對政改方案，一定
要推後。但是，反對派的邏輯顯然很有問題，方案還

沒有出來，他們現在就揚言一定要反對，明年底就一
定要「佔中」。這可說是亮出了底牌，一定要扼殺行
政長官普選。反對派並不是努力謀求共識，而是現在
已經知道未來，普選一定會受到他們的杯葛，並且在
立法會否決。
戴耀廷已經定下了一個調子，不是要求政改方案符
合基本法，而是要按照他們的要求「符合國際標
準」。「符合國際標準」根本就是虛無飄渺，等於沒
有標準。現在全世界有一百九十個國家，每個國家的
選舉模式都不一樣，是否符合所謂國際標準，完全由
反對派自己去界定。所以，他們一早就定下了「佔
中」的時間。焦點並不在於政改方案的內容是甚麼，
而是他們一早就制定好的「佔中」目標：第一，要挑
戰憲法和法治；第二，要傷害香港的經濟和七百萬人
的利益。第三，要擴大「佔中」的國際效應。這都是
國際恐怖主義傷害平民的三大要素。

「公投」綁「佔中」利用國際會議發難
如果按照他們原先的計劃，七月份就搞「佔中」，

很可能拖延了幾日，事件就平息了，達不到最大化地

傷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聲譽的目標。他們認為，特區
政府有了政改方案，他們反對派也另外有一個方案，
就可以將兩個方案進行「公投」。戴耀廷說，只要有
特區政府的方案，就可以迫使建制派發動他們的群眾
參加「公投」，就可以「谷高投票率」，屆時就會
「有四十萬人公投」云云。怎樣「公投」呢？戴耀廷
說，就是使用直選或「超級功能組別」議員辭職補選
的辦法。這個想法想得真美。但是，2010年「五區公
投」的慘淡收場，已是前車之鑒。
「佔中」推遲，也有反對派「公投」綁「佔中」，

利用國際會議期間發難的考慮，就是要衝擊明年九月
份在香港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的財長會議。民主黨的
何俊仁，早已在立法會發言時威脅：「明年政改問題
將會相當熾熱，倘爭論『不幸』演變成不可解決的
社會衝突，甚至『不幸地』出現了『佔中』行動，
將令財長會議無法在和諧氣氛下進行，最終只會令
香港蒙羞。」言下之意，這是一張牌，目標是要脅
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要制定一個反對派必然入閘的方
案，否則，計時炸彈就會在財長會議舉行的時候爆
炸。

徐 庶

推遲「佔中」是何圖謀？
「佔中」推遲，有反對派「公投」綁「佔中」，利用國際會議期間發難的

考慮，就是要衝擊明年九月份在香港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的財長會議。這是

一張牌，目標是要脅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制定一個反對派必然入閘的方案，否則，計時炸彈

就會在財長會議舉行的時候爆炸。但是，「佔中」搞手利令智昏，利用國際會議期間發難，

只會讓國際社會和港人更加看清「佔中」的危害性和非法性，屆時「佔中」搞手難逃喪盡人

心和被依法懲處下場。

三、探索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
（接昨日）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不是偶然的。毛澤東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張，為

「一國兩制」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進入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國際緊張對峙形勢出現新的緩和：1953年7月朝鮮停戰，次年春夏越戰停火。

美國對我國侵略、遏制的政策屢遭失敗，台海兩岸的緊張形勢也有所緩和。為適應新的形勢，毛澤東開始探
索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構想。1955年4月，周恩來參加亞非會議前，毛澤東確定：「可相機提出在美國撤退
台灣和台灣海峽的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1956年，毛澤東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思想
進一步發展。1月25日，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台灣那裡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
國主義立場，如果願意來，不管個別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體的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為我們的共同
目標奮鬥」。1月30日，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正式宣佈：凡是願意走和平道路的人，不
管他們過去犯過什麼罪過，中國人民都將寬大對待，不咎既住，凡是在和平解放台灣這個行動中立了功的，
中國人民都將按照立功大小給以應得的獎勵。並號召：「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 奮
鬥」。 4月，毛澤東又提出「和為貴」，「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的政策。同年6月28日，周恩來在人
大一屆三次會議上進一步提出，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
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10月間，毛澤東會見
有關朋友表示，如果台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台灣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
特務來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簽訂個協定公佈。
60年代，毛澤東進一步深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構想。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議，研究並確定了關於台灣問題和對台工作總方針。毛澤東提出：對蔣介石我們可以等待，解放台灣的任務
不一定要我們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問題是要有個想法，逐步製造些條件，一旦時機成熟就好
辦了。毛還提出：台灣只要和大陸統一，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上，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大權等均由蔣
介石掌握，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雙方互約不派人員去做破壞對方的事情。並一再表
示，台灣當局只要一天守住台灣，不使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就不改變目前的對台灣關係。 1963年1
月，周恩來將毛澤東提出的上述原則概括為「一綱四目」轉達給台灣當局。其主要內容，一綱是：只要台灣
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蔣介石意見妥善處理。四目是：（一）台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
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蔣介石全權處理。（二）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
撥付。（三）台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 並尊重蔣介石意見協商決定，然後進行。
（四）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這實際上成為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構想的思想源頭。

四、闡述了國際事務中涉及台灣的原則問題
毛澤東在國際事務中，特別是處理與中國建交國同台灣的關係問題及有關國際組織與台灣關係問題等，始
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立場。
1949年４月渡江戰役勝利之後，籌備新中國的任務已經現實地提到中央的工作日程。新中國政府面臨和
各國建立外交關係、參加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等一系列新的重大問題．為此，毛澤東進行了前瞻性的思索
和系統闡述。
1949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一份中央軍委電報中首次提出西方國家與中國建交的原則，表示「現美國方面
托人請求和我方建立外交關係，英國亦極力想和我們做生意。我們認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
關係，我們可以考慮和它們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同年4月30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聲
明中，. 進一步豐富了新中國的建交原則，指出中國同各外國的外交關係，「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相互
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首先是不能幫助國民黨反對派」，「外國政府如果願意考慮同我們建立外交
關係，它就必須斷絕同國民黨殘餘力量的關係，它在中國的武裝力量撤回去」。6月15日，在新政協籌備會
上毛澤東正式對外公佈了新中國的建交原則：「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願意斷絕對於中國反動派的關係，不
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上，談判建立外
交關係的問題」。

聯合國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只有主權國家才有資格參加。毛澤東圍繞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問
題，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聯合國搞「雙重承認」、製造「兩個中國」等圖謀，進行了堅決鬥爭。1950年1月7日，毛澤東指
示周恩來以中國外交部長的名義向聯合國安理會發表聲明，「否認前國民黨政府代表在安理會的合法地位」。根據毛的指
示，1月8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大會主席和秘書長並轉安理會成員國，指出「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
中國全體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國民黨反動政府已喪失了代表中國人民的任何法律的與事實的根據」，「國民黨代表留
在安理會是非法的，應當將其從安理會開除」。隨新中國國際影響力日益增長，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希望
中國早日進入聯合國。1956年 9月30日，毛澤東同來訪的印尼總統蘇加諾專門談及關於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
毛澤東表示，聯合國裡只能是一個中國，不能有「兩個中國」。只要在聯合國裡還有一個小小的台灣，我們就不進去。1957
年3月，毛澤東又進一步就關於中國參加奧運會、聯合國附屬機構等國際組織問題發表看法，表示如果這些組織內有國民黨
代表，我們就不參加；如果參加了那就是承認「兩個中國」。美、英這些國家要搞「兩個中國」的陰謀，一方面承認我們，
一方面又承認台灣。我們的方針是：承認我們就不能承認台灣。
針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有意將台灣問題與兩德、兩越、兩朝問題混淆，為其在國際上搞「兩個中國」製造輿論的圖謀，毛澤
東明確指出，中國大陸與台灣的關係不同於兩德、兩朝和兩越。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兩德、兩朝和兩越是由國際協定規定
分開的，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分裂，並無任何國際協定規定。

五、排除解決台灣問題的外部障礙
美國插手與阻撓，是台灣問題至今未能解決的最大外部障礙。為遏制中國，美國始終將台灣視為部署在西太平洋上的「一
艘不沉的航空母艦」。
建國之初，美國以新中國政府沒有「接受國際義務」為由拒不承認中國，剝奪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朝
鮮戰爭爆發，美國以武力介入台灣，干涉中國內部事務，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使台灣問題更加複雜化。在事關國家主
權、領土完整的大是大非面前，毛澤東歷來毫不含糊。1955年2月，中國頂住美國反華的戰爭叫囂，解放大陳島等，拔除蔣
介石集團在浙江沿海據點。1958年8月，台灣海峽烽煙再起。美國試圖用撤退金馬蔣軍的圖謀，把台灣和大陸完全隔離開
來，以便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毛澤東識破美國的陰謀，把解放金馬同解放台灣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慮，決定
暫時維持金馬現狀，不讓美國從金馬脫身。
同時，毛澤東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適時調整對美策略，加大做美工作的力度，降低美國因素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掣肘。
1954年，中國提出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4月，周恩來在亞非會議上公開表示，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
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人民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遠東緊張局勢問題，特別是緩和台灣地區緊
張局勢問題。1955年8月1日起中美正式開啟大使級談判，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大使級會談的主題。與此同時，中國還開展
大量外交活動，特別是積極尋求與發達國家發展外交關係。1964年，實現中法建交，打開了中國同西方大國建交的突破口。
同年中國成功爆炸原子彈，進一步增強中國與美國打交道的籌碼。1969年2月，毛澤東授意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
四位老帥研究國際問題。老帥們建議，可以主動重新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層級會談，協商中美間的根本性問題。1969年尼
克松入主白宮，中美關係開始進入正常化進程。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中美發表《上海公報》。中方重申自己的原則立
場，美國則表示：「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
一立場不提出異議。」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驅逐台灣當局代表，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
國的席位和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9月中日建交，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
國政府關於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並且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規定的立場。一個中
國的國際格局初步形成。

（全文完）

昨天是12月25日聖誕節，但原來在72年前的
12月25日，是二次世界大戰香港淪陷的序幕，
史上稱為「黑色聖誕節」。
二次世界大戰日寇不宣而戰，對亞洲各鄰國

展開大規模侵略，日本「皇軍」四處屠殺軍
民，包括無數手無寸鐵的婦孺，姦淫擄掠，慘
絕人寰。日寇侵略軍所到之處屍橫遍野，較為
人熟悉的包括南京大屠殺，日寇屠城，三十萬
平民送命；日寇七三一部隊在中國設立活體實
驗室進行「細菌戰」，即強行把中國平民囚禁
並進行活體實驗和手術，並把致命病源體如鼠
疫病毒強行注入活人體內，拿中國人的性命作
樂並肆意殺害，我等有血性的炎黃子孫均不會
忘記此段史實。
1941年12月日寇多路進攻，香港於短短十八

天內失守，日寇在月中突破葵涌醉酒灣防線，
當年英國殖民政府棄守香港，只有由葡萄牙、
加拿大、北歐及部分英籍義勇軍組成的雜牌軍
退守港島頑強力戰到最後一刻。該年的平安夜
並不平安，日寇從魔鬼山炮台以大炮狂轟港
島，並乘夜突擊，其中守軍在赤柱拚死抵抗，
全軍覆沒，當年的港督楊慕琦宣佈無條件投
降，他亦同時成為階下囚被送往同已淪陷的內
地，香港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淪陷的慘痛歲
月。日寇將領、甲級戰犯酒井隆等騎馬進城並
大肆殺人搶掠，強徵慰安婦，屠殺平民和戰

俘，犯下人道罪行。淪陷期間，東江縱隊游擊
隊港九獨立大隊多次進行營救同胞、暗殺日寇
等，捨己抗日寇的英雄事跡廣泛為我們認識。
日寇戰敗後，香港重光，日寇的獸行陸續曝

光，刺痛每個中國人的心，每年的七七盧溝橋
事變紀念日、九一八紀念日等，勾起中國人的
悲痛回憶，回想我們先輩的慘痛經歷，我們就
像傷口仍在淌血。每有日本官員拜祭供奉戰犯
的靖國神社，猶如向中國人的傷口灑鹽。日本
多次篡改教科書，藉以美化侵略鄰國的臭史，
未能認清史實是不負責任，這懦夫的行為令人
髮指。日本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多次嘗試修
改憲法以圖擴軍，並挑釁和非法扣留我國漁民
和船隻的狂妄，是軍國主義復辟的跡象，我們
中國人必須提高警惕。
日本多次派出飛機和船隻犯境，侵入我國釣

魚島及附近海域，嚴重侵犯我國主權及領土，
我國外交部多次嚴正交涉並警告日本；日揆亦
作出挑釁和侵犯性的言論，也被我國即時痛
斥。
日本的各種小動作勾起了鄰國於二次世界大

戰被侵略的傷痛，我們中國人強烈譴責日本未
有正視史實，嚴正要求日本對當年日寇侵華暴
行道歉，並承諾永遠放棄復辟軍國主義的歹
念。黑色聖誕節意義重大，也勾起了我們對當
年日寇侵略的慘痛記憶。

黑色聖誕節的慘痛記憶

劉寶萊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前副會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理事、
中國前駐中東大使

2013年跌宕起伏的中東

中東局勢總體動盪局部穩定
一、阿拉伯轉型國家動盪，君主制國家平

穩。埃及、突尼斯、利比亞、也門四國，亂
象叢生，經濟下滑，社會治安混亂，民不聊
生，迄今尚無一國政府提出一個較為務實的
變革綱領和發展規劃。埃及軍方推翻剛執政
一年的民選總統穆爾西政權，受到了廣大人
民的擁護，但也遭到穆兄會的強烈反彈，社
會因而出現嚴重分裂。突尼斯掀起大規模的
反政府浪潮，動搖了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執政
地位。利比亞地方割據嚴重，民兵組織為所
欲為，製造動亂，政局仍處於無政府狀態。
也門「阿拉伯半島支部」基地組織，趁機作
亂，經常襲擊政府軍，製造多起恐怖事件。
然而，阿拉伯海灣6國和約旦、摩洛哥8國，
因注重大抓經濟建設、改善民生和開放民
主，其政局相對穩定。
二、巴以矛盾、敘利亞危機、伊核問題三

大熱點有所降溫，開始納入政治解決進程。
巴以重啟和談，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有助於推動中東和平進程和緩解雙邊緊張關
係。敘利亞化武換和平實現軟陸，打掉了

美國對敘動武的借口，使敘躲過一劫。9月27
日，聯合國安理會為此全體一致通過了2118
號決議，開創自冷戰以來阻止美西方單邊軍
事行動之先河。同時，國際社會對敘問題需
政治解決達成了廣泛共識。
三、美、伊（朗）關係「破冰」。伊朗新

任總統魯哈尼執政後，調整對西方政策。9月
聯大期間，美、伊元首互伸橄欖枝，首次進
行通話，兩國外長也舉行了會晤，使長達34
年的兩國敵對關係終於有了轉機。奧巴馬總
統公開承認伊現政權及其擁有和平利用核能
的權利；魯哈尼總統也多次表示，伊不會發
展核武器，並願同美國改善關係。目前看
來，兩國關係發展不會一帆風順，還將面臨
一些坎坷。
四、俄羅斯重返中東步伐加快。除加強同

敘利亞和伊朗關係外，俄同埃及也「驟然親
近」。11月14日，俄外長和防長同時訪埃，
同其領導人商討加強兩國經貿和軍事合作事
宜。與此同時，俄「瓦良格」號導彈巡洋艦
往訪亞歷山大。這是俄軍艦20年來尚屬首
次。此外，俄也同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國發展
雙邊關係，積極推動中東和平進程。

美國主導地區事務能力明顯下降
五、地區政治生態有變，以沙特、埃及、

以色列、伊朗、土耳其為代表的五大地區力
量對比發生變化，各有消長。沙、以、伊彰
顯活躍，埃、土有些低沉。
六、美國主導地區事務能力明顯下降。一年

來，美處境被動，處處碰壁，「今不如昔」，
其判斷失誤，決策失當，政策自相矛盾，給地
區帶來嚴重後果，比如：推行美式民主受挫，
遭到地區民眾的普遍反對，難以為繼；干涉地
區國家內政，挑動群眾鬥群眾，到頭來，搬起
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反恐擴大化，致使恐怖活
動蔓延至北非和黑非，發生了多起惡性恐怖事
件；以色列、沙特等盟友公開流露對美中東政
策的不滿，對美指揮棒說不，並要求美「懸崖
勒馬」、「改弦更張」。

2013年即將過去。回顧中東地區

局勢，可以看到總體動盪，局部穩

定，熱點問題多有起伏，美、伊

（朗）關係趨緩，俄羅斯日漸活躍，

地區政治生態發生變化，美國掌控地

區事務能力大不如前。值得提及的

是，12月15日晚，南蘇丹發生一起

未遂軍事政變。政府雖控制局勢，但

軍隊對立派別迄今仍在激烈戰鬥，雙

方傷亡慘重，致使數萬難民流離失

所，國際社會正在積極斡旋。綜上所

述，主要有以下六個看點：

桃劍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