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7 文匯論壇

陳
方
安
生
才
是
無
節
無
理
無
板
無
眼

柳
頤
衡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昨日攻擊說，現屆政府做
事無節無理、無板無眼。諷刺的是，陳方安生的話
恰好是她為官的寫照。
陳方安生做官之時毫無政績，做事無節無理、無
板無眼，劣跡斑斑。郭亞女事件，她留下踐踏人權
的不光彩記錄。她任港英經濟司時，錯誤批准中電
多建發電廠，引致市民多付34億電費，又污染香港
空氣。她任新機場發展策略委員會主席時，新機場
啟用時出現大混亂。房署短樁醜聞事件，亦是在她
領導之下發生。她在主持粵港高層聯席會議時，採
取的不是合作而是抗拒的態度，令粵港合作浪費了
數年時間。陳方安生做官之時屢屢失誤，但她卻從
不承認錯誤。
英國資深記者丁布比在1997年出版的《末代港
督》一書中指，1995年9月，當時貴為港英布政司
的陳方安生，曾帶同一批公務員到當時的港督府，
要求港督彭定康「修憲」，規定若未得港督同意，
立法局議員不能提交私人條例草案，而彭定康對於
陳方安生這個建議感到「十分驚訝」，顯示陳方安
生比港督更加專制。陳方安生位居高位幾十年，從
來是專制代表，一貫以殖民管治者的傲慢對待廣大
市民，不僅沒有民主往績，而且她的理念和價值觀
根本同「民主」扯不上邊。但自從她退休後「忽然
民主」，不僅暴露她對民主的立場無節無理無板無
眼，而且暴露她投機政客的本色。
有人曾撰文指出：「陳方安生的官場歷史，其實
有完整的記錄，大家想想，她有何傑出的政績？郭
亞女事件開始，到機場大混亂，她只合該得到『平
平無奇，乏善可陳』八個字的評語。她在官場也是
一個坐直升機而上的人，論年資只是與曾蔭權相
近，她是爬過了不少比她資深的官員，例如陳祖
澤、梁啟彥、施祖祥等，為的不是她比這些政務官
更有才能，只因她最反共，符合英國人當時的需要
而已。」陳方安生為官時毫無政績、劣跡斑斑，竟
然厚臉皮批評現屆政府做事無節無理、無板無
眼，這叫作賊喊捉賊，倒打一耙。

張敬偉

施政報告題為《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讓年青的各
展所長、讓香港得以發揮》，封面有9張年輕人的照
片，當中有人在烹飪、有人彈吉他、有人帶工程
帽、有人帶學士帽。梁振英表示，本屆政府扶貧政
策的主軸是鼓勵青壯年人通過就業自力更生，而社會
保障和福利制度要在合理及可持續的基礎上幫助不能
自助的人。梁振英坦言：「錢應該用在有需要的人身
上，用於改善全港市民生活質素，用於提高全港的競
爭力，用於培育下一代，和用於長遠投資。」

推動貧窮家庭下一代向上流動自強不息
施政報告提出的一系列扶貧安老助弱措施，範圍廣
泛，惠及各個群組，是本屆政府的扶貧藍圖，其中一
個重點，是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這是一個重大
突破。此措施除充分回應扶貧的訴求，更針對予低收
入家庭子女適切支援，促進向上流動，力求打破跨代
貧窮的惡性循環。政府每年泵水30億港元，超過20萬
低收入家庭共71萬人受惠，其中18萬名為合資格青少
年。此措施盼望受惠的71萬人，特別是當中的青少
年，要奮發向上，以勤勞、積極的行動與心態擺脫貧

窮，改善生活質素，這是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更深遠
的意義和目的。
很多在職低收入家庭，收入甚至比綜援家庭還低，

這些家庭最可貴的精神，是自力更生、自強不息，再
窮也不依賴政府。但這不等於政府沒有責任幫助他
們。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重點應該是以推動就業、
鼓勵就業，特別是聚焦推動貧窮家庭的下一代向上流
動、自強不息，這一點很重要。在職低收入家庭中的
子女，耳聞目睹父母含辛茹苦、靠自己的辛勤勞動撫
養他們，這本身就激勵了他們靠個人打拚，自強不息
實現人生夢想的精神。這種刻苦耐勞、勤奮拚搏、開
拓進取、自強不息的精神，是香港長盛不衰的力量之
源，也是香港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很多在職低
收入家庭的父母身上，就體現了這種精神。低收入在
職家庭津貼的意義，就是鼓勵這種精神，特別是激勵
在職低收入家庭中的青少年，處在人生貧窮困窘之時
要更加堅強，不放棄凌雲的壯志。

幫助年輕人圓「屋仔夢」實現人生夢想
梁振英提到偶遇一個三口之家的故事，他問年輕夫

妻：「追唔追多個呀？」對方答：「特首，間屋咁
細，點追呀？」這個觸動人心的一幕，正是香港青少
年的心結。房屋短缺，樓價租金高企，中產與年輕一
代的怨氣飆升，堵塞了青少年向上流動的途徑，令他
們無法實現人生計劃，包括結婚和生育。如今， 20歲
至30歲之間的年輕人，人數多達百萬，但他們卻沒有
父輩和兄長那麼多向上流動的機會。對他們來說，父
輩和兄長「屋仔、車仔、老婆仔、人仔」的「四仔
夢」，似乎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
一項調查顯示，七成受訪者覺得香港人生活「痛苦

指數」最高的，是住房問題。香港至少有十多萬人蝸
居於板間房、房和籠屋中，加上露宿者的實際人數
達1500人，他們都過沒有尊嚴的生活，與高度發達
和富裕的香港絕不相稱，可謂香港之恥。更多的年輕
人不得不與父母擁擠在狹小的住屋裡面，「四仔夢」
破滅，變成「四仔皆空」。青少年是香港的未來，青
少年對自己的人生前途絕望，也意味香港沒有前
途。梁振英的住屋政策目標最大亮點也是幫助年輕
人，他表示除了為今天的年輕人解決住的問題，也要
為下一代籌劃，目標是香港人一定要有得住，而且住
得愈來愈好。計劃既要有三五年的計劃，也要有30年
的計劃，辦法是不斷開發新土地。施政報告幫助年輕
人圓「屋仔夢」，給予香港青年最切實的人生願景和
夢想。

加強年輕人生涯規劃措施
梁振英表示，社會一般談及下一代日後的事業發

展、人生規劃時，往往集中在有機會接受大專大學教
育的青年人身上，但是統計數字卻告知我們，這一部
分的青年人只佔少數。社會在關注有機會讀大專大學

的青年人，接受教育
的質素，怎樣做到在
社會學以致用的同
時，亦應照顧那些沒
機會或者其本人不選
擇入大專大學的青年
人之發展。
對此施政報告提出，除了升學，職業規劃亦是青年

教育的重要一環。港府將成立職業教育專責小組，通
過加強輔導、帶津貼培訓、提供實習等措施協助青年
人加強職業教育和規劃。包括開辦高中級別的公營學
校獲得相等於一名學位教師職級薪金的額外經常津
貼，加強生涯規劃教育元素，讓學校聘請專責老師提
供升學及就業輔導，並推動更多工商機構和社區資源
參與「商校合作計劃」等，最終「讓年青的各展所
長」。梁振英表示，政府的目標十分清晰：培養青年
人積極的人生觀和正面社會意識，並讓年輕人都可以
因應自己的能力和興趣，真正做到「行行出狀元」。
施政報告增加青少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逐步增

加資助院校高年級收生學額，推行內地大學升學資助
計劃等。此外將推行新的獎學金計劃，資助每屆最多
100名學生在香港境外升讀知名大學，以培育更多元化
的頂尖人才，推動香港的發展，有關措施將為高中畢
業生開拓更寬更廣的升學管道。梁振英前日在出席青
年研討會時，指香港的舞台很廣闊，但不應只局限在
香港，而是放眼國際，馳騁內地。梁振英表示，政府
會透過各種政策和措施如CEPA、參與國家「十二五」
和「十三五」規劃等，為年輕人構建一個可以發揮的
平台，讓他們各展所長。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施政報告幫助年輕人各展所長實現人生夢想
特首梁振英的第二份施政報告大篇幅提出協助青少年發展，封面亦配合

使用「讓年青的各展所長」帶出重點。政府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盼

望受惠的青少年要奮發向上，以勤勞、積極的行動與心態擺脫貧窮，改善生活質素。施政報

告的住屋政策目標的最大亮點也是幫助年輕人圓「屋仔夢」，給予香港青年最切實的人生願

景和夢想。施政報告提出各方面加強年輕人生涯規劃的措施，讓年輕人各展所長，在人生的

多條跑道上努力實現人生夢想。可以說施政報告的主軸就是關心青年人、幫助青年人，幫助

青年人實現人生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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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其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二零
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報告對基層市民的支援力度加
大，增加二百億元扶貧，讓七十多萬基層市民受
惠，真切地回應了基層市民的訴求，得到社會各界
尤其是廣大基層市民的歡迎和認同。
梁振英在前年當選行政長官之時多番表示「民生
無小事」，關注民生、改善民生是他參選特首和當
選特首的首要任務，尤其是關注弱勢社群，支援和
扶助基層市民。正如他發表第二份施政報告的題目
一樣，「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在報告重點項目
中，有關扶貧助弱方面就佔了十大項，如推出低收
入在職家庭津貼，受助受惠基層市民就達二十萬戶
共七十一萬人，動用金額達三十億元，平均每戶受
助達一萬五千元；又如向「N無人士」發放一筆過
津貼，受助人士達二十一萬人，平均每人可獲三千
多元；長者醫療券從去年一千元加碼至二千元，動
用金額達十一億元，讓七十萬個長者受惠；注資二
億元「携手扶弱基金」，照顧弱勢社群需要。
報告提到注資十億元設立「回收基金」，推動回
收業可持續發展。以十億元設立「回收基金」，這
不該說是開倉派米，而是能獲得多方面「回饋」的
投資項目。回收者，指的是目前在全港的廢紙、膠
樽、鋁罐的收集店，數量數以千計。其作用就是收
買廢紙膠樽鋁罐，以作循環再用，是一種環保行
業，同時是最能讓基層人士受惠的行業，包括眾多
以此維生的阿公阿婆。
回收業長期面對經營困難的環境，面臨淘汰倒閉
的厄運。施政報告提到設立「回收基金」，注資十
億元幫助回收業，可謂打了一支「強心針」，當然
更惠及了數以千計執紙皮維生的基層人士。設立這
個「回收基金」可說是一舉多得，值得一讚。
論者認為，這份施政報告的扶貧助弱措施有「開
倉派米」之嫌，我很不認同這種說法。所謂民生無
小事，以上有關項目的支援幫助基層人士解決生活
上的困難，又鼓勵自食其力，好過直接派錢，絕不
是甚麼「開倉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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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首次突破4萬億美元這一歷史性關口，高達
4.16萬億美元，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對此外界給予強烈關注。
分析人士表示，2013年，預計中國貿易總額將超過美國2500億美元，未來
幾年中美貿易總額的差距還將擴大。
中國成為全球第一貿易大國，並不令人驚奇。按照中國目前中高速發展

速度，權威機構預測中國將在未來10年內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經濟強
國。不管是綜合國力還是貿易總量，全球第一總是好消息，但中國已經過
了為統計數據而狂喜驕傲的時代。因為有13多億人作為分母，GDP和貿易
總量一旦人均，排名則會陡然下跌。

成績來之不易
從官方到民間，中國人的這點自知之明還是有的。但值得關注的是，中
國第一貿易大國是在極端嚴峻的全球貿易形勢下獲得的，而且中國貿易總
量也未實現2013年全年8%的增幅。這意味中國外貿出口雖然遭遇挫
折，但外貿增量動力強於美歐日等主要貿易夥伴國。尤其是2013年的中國
外貿，遭遇勞動力價格攀升，外需市場疲軟，人民幣持續升值等不利因素
的集體阻擊，中國外貿取得如此成績實不易。
當前，中國開放性經濟體制有了新變化，促進經濟增長從「外向」為主
到「內外兼修」。這一方面紓緩了中國經濟的外貿依賴性，但另一方面也
給中國提升對外開放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只有靠內需外貿兩大市場
的合力，才能確保中國經濟永續發展。
因而，面對外貿市場遭遇的挫折與挑戰，必須創新外貿發展方式和構建
新的開放體制予以破解；對於全球經濟復甦、歐美外需市場提振帶來的機
遇，更要適時抓住。轉型期的中國，依然離不開以長期穩定的經濟增長來
衝破中國現代化遭遇的重重迷障。
2014年的中國外貿形勢，挑戰與機遇共存，亟須化危為機。挑戰，首先是

外貿成本逐年高企，國內外貿企業競爭力降低；其次是人民幣持續升值且幅
度較大，而且面臨美國一直的政治壓力，中國外貿出口缺乏後勁；三是佔中
國外貿半壁江山的加工貿易面臨產業的轉型升級，後勁乏力；四是製造業實
際外資下降幅度較大，中國世界工廠地位正被越南、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削
弱。最新數據表明，去年前11個月中國製造業吸引的海外投資較上年同期下
滑5.7%，至647億美元，2012年下滑了7.1%。相比之下，勞動力成本很低
的越南的外商直接投資(FDI)飆升了逾80%。這無疑制約了中國外貿出口的發
展後勁；五是中國多年積累的產能過剩，對進口需求也是抑制。

面臨挑戰與機遇
不過，這些挑戰對中國外貿都是老問題，中國外貿能在全球經濟形勢不
明朗的2013年超越美國，足以說明中國外貿極強的抗壓能力。新的一年，
全球經濟形勢好轉，尤其是美歐日三大市場經濟復甦的趨勢明顯，中國進
出口形勢願景可期。
以十八屆三中全會為分水嶺，中國外貿正從外延的量向內涵的質轉化。

低附加值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不轉型升級沒有前途，即使出口量維持高
位，在勞動力成本提升和人民幣升值所致的利潤降低下，在外需市場的路
子也會越走越窄。外需市場倒逼外貿企業轉型升級，是中國外貿企業面臨
的嚴峻挑戰，也是最大機遇。
此外，中國開放性經濟體制的創新，為中國外貿開闢了更廣闊的發展空
間。上海自貿區已經啟動，這塊新的外貿試驗田，若能釋放出新的外貿活
力，對中國乃至周邊市場，都具有示範效應。內陸地區尤其是延邊地區的
開放戰略，也給中國外貿欠發達地區提供了外貿活力，外貿體制機制的創
新和戰略調整，是中國外貿的後續希望所在。

中國成全球第一貿易大國的啟示

防軍國復辟 為正義發聲
尊敬的池田大作會長：
素仰閣下學識淵博、德才兼備，身為日本佛
教徒組成之創價學會會長、佛教領袖，亦是哲
學家、攝影家、文學家及教育家。為促進文化
交流，傳遞友好信息，卅多年來足跡遍佈世界
各地，訪問過近半各國領袖(包括周恩來總理)，
建樹良多，乃推動世界和平的先驅，榮獲許多
國家及大學頒授勳銜、名譽博士、院士、榮譽
巿民等百餘項，令人敬佩。筆者廿多年前開始
與閣下通訊往來，並時蒙厚愛贈予大作、刊物
及攝影集等，獲益匪淺，漸成為良師益友。
中日乃一衣帶水之鄰邦，兩國人民渴望世代

和睦相處。惟日本有一小撮軍國主義者，將窮
兵黷武侵略擴張作為立國之本，尤其是最近日
本首相安倍晉三罔顧國際反對聲音，前往靖國
神社拜祭戰犯，嚴重傷害了中、韓及相鄰各國
人民的感情，加劇兩國緊張關係，其用意何
在？筆者作為經歷日軍侵華苦難歲月的過來
人，和千千萬萬愛好和平的人民，希望大家一
齊發出正義的呼聲。
回眸歷史，百餘年來日本早已處心積慮、野
心勃勃計劃佔據中國。今年農曆是甲午年，距
1894「甲午戰爭」正好兩個甲子。當年滿清政
府戰敗，被迫要向日本屈辱求和，1895年4月
17日在日本馬關港簽署《馬關新約》(日稱《日
清講和條約》，把台灣及所屬島嶼(含釣魚島)、

澎湖群島(含沖繩島)割讓給日本；條約簽署後兩
年內，台灣、澎湖人民可自由搬出，如未搬出
的宜酌情視為日本居民。對此，台灣愛國詩人
丘逢甲寫下「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
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的有
血有淚的傷心句子。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期，中、英、美聯合發表之《開羅宣言》及
《雅爾塔協議》，戰敗國日本必須把霸佔的土
地歸還中國(琉球群島當時暫由美國代管)。
日本1937年藉「9·18事變」出兵侵佔東北

三省；1937年7月7日挑起「盧溝橋事變」，
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其間發生「南京大屠
殺」、慰安婦受虐待等惡行，日軍燒殺搶掠、
殘害百姓，無惡不作。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
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下來，死傷三千多萬
人，財物損失慘重，戰後重建費用以1945年估
值達二、三百億元以上。當時國民政府接受美
國羅斯福總統建議，不向日本索取賠償，這種
以德報怨之處理手法在國際間十分罕見。美國
也不念珍珠港被襲之仇，答應保留日本於國際
上之地位。那時英國管轄下之香港也不索償，
只讓日本付一千多萬元給香港大學，但所發軍
票戰後變成廢紙，港人損失慘重，欲哭無淚，
無法伸訴。而德國戰敗後，向受害國家及人民
認錯及道歉，就較日本誠懇得多。
1941年12月底日軍佔領香港，筆者只有17

歲，至1945年8月15日光復，三年零八個月的
悲痛歲月，物資被控，缺乏糧食，飢餓患病。
當時居民以一半木茨粉、一半食米充飢，死亡
率很高，生存下來的只有五十餘萬人。筆者在
柴灣親眼看見受傷的英、加士兵因缺乏救護而
大部分死亡。有一些朋友在作戰時當了輔助兵
(義勇軍)，其間被日軍抓獲，日本憲兵用灌水、
倒吊等刑法逼供，慘無人道。
最近安倍晉三提出修改憲法，準備擴軍，欲
重走軍國主義道路，先將「釣魚島國有化」，
後參拜靖國神社，再次觸怒中、韓人民的情
緒，新仇舊恨一齊爆發，使中日關係劍拔弩
張，恐怕日久難免會在釣魚島衝突起來，若發
生確是不幸的事。報告顯示，七成日本人民也
不贊成這樣的做法。
如今中國外交部已發出嚴正聲明，安倍晉三

再執迷不悟，一於奉陪到底，除不與他會見
外，必要時中國人民為捍衛主權可以不惜一切
代價。閣下主張中日和平相處，應不再保持緘
默，向世界各地佛教徒及日本人民發出呼籲，
禁止安倍晉三政府再起侵略中國的野心。
願閣下以卓越號召力，凝聚民間力量，為促
進世界和平發聲，立言、立功、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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