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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2月7日在俄羅斯索契接受俄羅斯電
視台《星期六新聞》節目獨家專訪時強調：「在中國
這樣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國家深化改革，絕非易
事。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已進入深水區，可以說，
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
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就要求我們膽子
要大、步子要穩。膽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難也要向前
推進，敢於擔當，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步子
要穩，就是方向一定要準，行駛一定要穩，尤其是不
能犯顛覆性錯誤。」「不能犯顛覆性錯誤」，這是習
近平第二次提及這一觀點。去年10月習近平在出席
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演講時就指出：「中國是一
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
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習近平在APEC峰會
發表的演講和此次接受俄媒專訪時的談話，提綱挈領
地描繪了中央下一步改革的路線圖。

看待什麼是「顛覆性錯誤」不能簡單化
具體到什麼是「顛覆性錯誤」？引起國內外不少解

讀。有人說，顛覆性錯誤就是向左轉，放棄改革開放
走「回頭路」，回到計劃經濟老路上去；有人說，顛
覆性錯誤就是向右轉，盲目衝向西方吆喝的方向，使
改革列車跌下萬丈懸崖；有人說，目前是攻堅期和深

水區，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如果此時出現大的問題，
就可能前功盡棄，無法挽回無法彌補；有人說，顛覆
性錯誤就是像蘇聯一樣在一夜之間土崩瓦解；有人
說，顛覆性錯誤還包括國際問題，中國要妥善處理大
國崛起中的問題。
有人從「向左轉」和「向右轉」來解讀顛覆性錯

誤，但早在2013年初，習近平就提出改革開放前後兩
個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觀點，這顯示處理改革開放以
來的歷史與新中國全部歷史的關係，不能簡單化。
「不能犯顛覆性錯誤」，這個根本性問題既包括政治
方面，也包括經濟方面，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
大國，別說解體，就是大規模動亂，都會給中華民族
和世界帶來深重災難。因此，不管怎麼看待什麼是
「顛覆性錯誤」，都不能簡單化。中國現在面臨的問
題和矛盾錯綜複雜，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十分棘手，
啃難啃的硬骨頭稍有不慎就會啃碎牙齒……因此習近
平強調，深化改革就要求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方向
要準、行駛要穩，尤其是不能犯顛覆性錯誤。

「不能犯顛覆性錯誤」飽含嶄新時代內涵
對什麼是「顛覆性錯誤」的解讀，必須從中華民族

近代發展史的高度來看問題。19世紀中後期以來，中
國實際上靠憂患圖存、憂患救亡、憂患立國、憂患崛

起。正如梁啟超所言：「必有憂國之心，然後可以言
變法；必知國之危亡，然後可以言變法。」憂患意識
促進民族覺醒，民族覺醒化作變革社會的推動力，直
接觸發了中國近代以來的一系列救亡圖存運動和變革
運動，包括當代的改革開放。習近平指出：「經過鴉
片戰爭以來170多年的持續奮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
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
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
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中國若一旦出現
「顛覆性錯誤」，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
會失之交臂。在這關鍵時刻，習近平兩次強調「不能
犯顛覆性錯誤」，在具有厚重歷史深度和深刻歷史背
景的憂患意識中，飽含了執着堅毅、穩妥審慎、開拓
進取與靈活應變的嶄新時代內涵。

當下中國面對的嚴峻局面
改革開放35年的中國，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

同時，貧富懸殊、城鄉差距拉大；在經濟社會迅速發
展的同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事業發展滯
後；粗放式生產導致生態破壞、環境污染、資源枯
竭、安全事故頻發；腐敗現象仍然易發多發，等等。
中國在取得史無前例的成就時，也遇到了空前的矛盾
和阻礙，「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
代」，狄更斯在《雙城記》中描述19世紀英國社會的
這句話，完全可以引用來描述當下中國。法國歷史學
家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是「不改
革舊制度將難以為繼，而改革卻可能引發革命」，目
前中國的改革再難也要向前推進，但又要避免引發摧
毀性的革命式動盪，也是當下中國面對的嚴峻局面。

過去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硬骨頭十分難啃
中國改革進入了深水區，剩下的難啃的硬骨頭，其

實都是在過去35年中形成的新的矛盾和阻礙，例如如

何面對既得利益集團
的阻礙，如何面對國
企的過度壟斷和低
效，如何面對無所不
在的政府之手，如何
面對經濟對房地產的
過度依賴和地方政府
的土地財政，如何面對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以及分配
不公，如何解決發展和環境的尖銳矛盾等等，都是下
一步改革中難啃的硬骨頭，而且這些硬骨頭不是舊有
的硬骨頭，而是在過去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硬骨頭，既
前所未有又十分難啃。

「十指彈琴」治國的高超成熟境界
習近平表示，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國土，56個民

族，13億多人口，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
都還不高，治理這樣一個國家很不容易，必須登高望
遠，同時腳踏實地。必須在把情況搞清楚的基礎上，
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突出重點、帶動全局，有的時
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時候又要以小帶大、
小中見大，形象地說，就是要十個指頭彈鋼琴。毛澤
東曾說：「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
有的不動。但是，十個指頭同時按下去，那就不成調
子。」習近平以「十個指頭彈鋼琴」比喻治理中國，
是一種高超和成熟的境界，已經不是摸着石頭過河式
的治國狀況了。
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指出：「小國的目標是國民

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國則注定要創造偉大
和永恆，同時承擔責任與痛苦。」作為傳統的世界大
國，中國不僅要「不能犯顛覆性錯誤」去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要讓其他強國避免陷入「修
昔底德陷阱」，共同實現人類文明永續發展的世界
夢，這就是中國夢的世界意義與文明擔當。

蒯轍元

不犯顛覆性錯誤 敢於擔當啃硬骨頭
當下中國，是立足於一個三十幾年經濟騰飛卻難以為繼且社會矛盾叢生的社會形態。從習近

平主席兩次提及「不能犯顛覆性錯誤」不難看出，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準備在改革

的問題上打一場硬仗，同時無論怎麼改革，都必須確保有序進行，「穩妥審慎、三思而行」，

重大政策措施一定是先經過試驗，然後推廣。習近平的風格就是穩妥堅毅執着，同時具備開拓

性和靈活性，沒有把握的絕對不做，有把握的就要大刀闊斧，果斷推進。中國不僅要「不能犯

顛覆性錯誤」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要讓其他強國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

阱」，共同實現人類文明永續發展的世界夢，這就是中國夢的世界意義與文明擔當。

■蒯轍元

筆者知道很多同志團體，均希
望當局就同性婚姻進行立法，我
對這點是有所保留的，尤其社會
在這個問題上仍然存在極大分
歧，討論演變成咒駡甚至人身攻
擊，所謂同志平權立法儼然已成
為一枚政治炸彈。

爭議重大 不宜撕裂社會
香港的《婚姻條例》是旨在保
障成年人士的一男一女、一夫一
妻制。自 1971年《婚姻改革條
例》實施之後，香港禁止一夫多
妻制，卻並無禁止在一夫一妻婚姻關係以外的性關係，包括所謂的
「包二奶」、「婚外情」及非一男一女的同性戀行為，甚至超出兩
人的情侶關係，亦即雙性戀亦沒有禁止，除非當中涉及未成年者。
現時，同性戀人士雖然是少數，但在社會及政治上並非處於弱勢地
位；相反，他們不少在各行各業均有着出色的表現和成就。香港的
主流價值觀是維護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關係，對於其他如
包二奶或婚外情等行為，香港社會主流觀念是不接納的。曾有不少
女性向我建議將「包二奶」刑事化，但同時又有些二奶希望能立法
保障她們的法律地位。如同對待同性戀問題一樣，我認為這都純屬
道德價值觀的範疇，不應由法律干預去強迫他人改變或接受有別於
自己的道德價值觀。
根據《基本法》第32條，「香港居民有信仰的自由。香港居民

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公開傳教和舉行、參加宗教活動的自由。」
公衆和傳媒當然可以很自由地公開討論同性戀這個議題，但本港亦
確保任何人享有權利，以表達不同意、不接受，或不欣賞同性戀、
雙性戀、婚外情，或其他有別於傳統的價值。這是屬於道德領域的
問題。一個人是否願意公開自己的性傾向，完全是個人的自由選
擇；正如一個人願不願意公開自己的戀愛關係一樣，實屬個人意
願，這種道德問題很難以法律去強迫。

公約保護宗教自由
同性戀的立法與《殘疾歧視條例》及《性別歧視條例》立法不
同，蓋兩者並不涉及道德信念問題，絕不會引起龐大的反對聲
音；但針對性傾向問題立法，則涉及道德信仰上的爭議，而這種
爭議牽涉宗教信仰及文化觀念，與殘疾及性別歧視並不相同。關

乎道德價值觀者，可以是一百年都改變不了。故涉及宗教和道德的爭議，實不
宜立法。因此，《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8條4款亦有規定：「本公約締
約各國承擔，尊重父母和（如適用時）法定監護人保證他們的孩子能按照他們
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就是為了尊重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
信仰的道德價值。
現時不論是同性戀還是不同意同性戀的人士，都可以自由表達意見。我相信平
機會確實曾收過不少同性戀人士的投訴，懷疑遭受歧視；但我亦希望平機會能關
注到，不少曾公開表達過反對同性戀的人士，亦確曾遭受逆向歧視，當中包括家
長、牧師、學者及評論員，曾因為表達不認同同性戀的意見，在家門口、工作地
方及在網上遭圍攻，有的甚至連子女也受牽連，無辜受網絡欺凌。有些人不敢表
達自己反對同性戀行為的意見，擔心一旦表態後找不到工作。一些不認同同性戀
的人士經常被妖魔化，被形容為「違反集體良知」，甚至被罵是「罪犯」或「道
德塔利班」，似乎支持同性戀的人士亦完全蔑視了別人有不同信仰及道德價值觀
的自由。
以美國為例，個別州份亦有就同志平權立法，結果卻導致正反雙方人士爭拗不
斷，官司無日無之，造成社會的嚴重內耗，這些經驗教訓是值得我們借鑑的。畢
竟若就一些牽涉道德價值觀的問題強行立法，必定會激化群衆對立，弄巧成拙。

應同時宣傳彼此尊重
支持同性戀的人士要求政府應多撥資源令社會減少對同性戀者的偏見，我認為
是可以的，但這不可等同向社會及青少年宣揚同性戀行為，或令反對同性戀的人
士變成被輿論打壓的對象，使他們在崗位上不敢發表自己對同性戀不同意的立
場，如一些老師、牧師或社工等。我認為支持同性戀者或反對同性戀者均屬個人
的言論自由，現時法例容許兩種人士各抒己見，不會因為表達不同意見而觸犯法
律。我衷心希望政府的宣傳必須讓大眾知道無論同意或反對同性戀的人士均應尊
重對方的言論自由，這才是香港享有的自由。

倡以調解解決有關性傾向紛爭
至於上述的爭議性問題，我認為不是一定要通過法律形式才可以解決，相反，
通過在社會上成立一個專門的調解機制來解決性傾向異見者之間的誤解與偏見或
許是更有效的解決方法。我認為讓調解發揮作用，會比法律來得更加柔和有效。
它使雙方在目前很難改變各自立場的情況下，至少在行為舉止上保持相互尊重，
尊重信仰自由，辦學自由，亦不能強迫不同信仰者接受同性婚姻、禁止作出批評
等，鼓勵包容，從而避免更多傷感情的行為的發生。

東莞市娛樂場所存在賣淫嫖娼違法行為被
央視曝光，廣東警方即展開大規模查處行
動。《蘋果日報》在昨日頭版中，竟以大字
標題指「東莞淫業大清洗 成班差人尋歡撞
正掃黃 公安拘港警」，內文引述所謂「消
息」指，162名涉嫌嫖妓被公安拘捕人士中，
有10多名港人最後被當局處以行政拘留，其
中至少一人是現役香港警察。《蘋果》還仿
如親歷其境般，說北上消遣而遭公安拘查的
友人中，不止一名港警，但最終只有他當場
「斷正」被拘，目前押於深圳的龍崗看守所
云云。昨日警務處長曾偉雄澄清，警方已向
東莞當局查證，證實東莞的掃黃行動中，被
捕的人士並沒有包括香港警務人員。這說明
《蘋果》又再一次造假新聞，意圖污衊警員
人格、抹黑警隊，是惡意的造謠中傷，必須
向警隊道歉。
《蘋果日報》引述的所謂消息，其實最早
是在網上幾個專門抹黑警隊的群組上散布，

消息只是片面之詞，並無任何根據，加上這
個網站一向針對警隊發布各種失實的抹黑報
道。因此，傳媒基於專業的操守和求證精
神，都不會採用有關消息。唯獨是《蘋果》
如獲至寶，在沒有查證之下，全盤採用了有
關報道，更加杜撰出所謂內地公安局的消息
人士，將一條道聽途說的消息，包裝上頭版
頭條，並加上「成班差人尋歡撞正掃黃」這
種侮辱性的標題，完全是缺乏傳媒應有的操
守。
過去《蘋果日報》一直以來都喜歡以所謂「機

密文件」、「消息人士」、「熟悉內情人士」等
查無對證的「稻草人」，來發放種種假消息及造
謠報道，這次又將網上假消息當成「消息人士」
大肆炒作，說明《蘋果》在處理這宗報道上是別
有用心，目的是要中傷警員，打擊警隊的聲譽。
《蘋果》甚至連查詢警方的工作都不做，就是要
製造一家之言，令警隊啞子吃黃連。可惜的是，
曾偉雄隨即向東莞當局查證，證實沒有警員因嫖

妓被捕，揭穿了《蘋果》的造假，還警隊一個公
道。
事實上，警隊一直在市民心目中享有良好

的形象，本港長期擁有最安全城市的稱號，
主要歸功於一支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的警
隊。近年儘管面對激進人士一次又一次的激
烈衝擊，警隊都以克制有禮、不偏不倚的態
度去應對，得到社會各界好評。然而，警隊
對於違法行為的果斷執法，也引起了一些激
進團體以及《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喉舌的不
滿，他們從來不放過任何機會去抹黑警隊，
意圖令警隊維護社會秩序時畏首畏尾，讓他
們有機可乘。不過，這次《蘋果》公然造假
辱警，已經逾越了社會的界線。《蘋果》必
須為其造謠辱警行為向警隊道歉。這次事件
也再次說明，《蘋果》為政治目的連基本的
新聞操守都不顧。難怪有網民說，一份《蘋
果日報》除了天氣預告和電視節目表之外，
其他都可能是假的。

《蘋果日報》造謠辱警必須道歉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民協捉錯用神 黃毓民虎視眈眈

廖成利從政之路可算崎嶇，套用一句
形容足球員的術語是「早熟早殘」。他早
在1995年立法局選舉就擊敗時任民建聯
主席的曾鈺成當選成為議員，1997年又
擔任臨時立法會議員，與馮檢基並列為民
協的「兩個太陽」。然而，他在1999年
卻被民建聯小將黎榮浩擊敗，失去了盤據
多年的黃大仙區議會議席，自此之後聲勢
不斷滑落，多次立法會選舉都敗北而回，
在壯年之時就遠離了政治中心。如果不是
馮檢基因為選舉失敗而問責下台，廖成利
也不可能擺脫「萬年老二」的身份擔任主
席。但他在初試啼聲的立法會選舉操盤
中，卻因為策略不當，為保住馮檢基的
「超級區議會」一席，結果失去了九龍西
老巢，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結果議席仍然是
原地踏步，廖成利負責選戰失利，也引起
了黨內的不少非議。但由於民協缺乏新一
代人才， 才唯有讓廖成利繼續擔任主席
一職。

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

廖成利續掌民協，當然要為自己的仕
途籌謀，於是在擺平黨內勢力之後，高
調表示自己將出選下屆立會的九龍西選
舉，並且擬定了選舉主調，就是以狙擊
梁美芬為主。表面看來，九龍西五席之
中，建制派佔二、反對派佔三，民建聯
蔣麗芸在區內票源較穩定，加上民建聯
經營多年，難以撼動，廖成利將矛頭指
向梁美芬不可能說完全錯。不過，建制
派在九龍西五席中穩取二席，基本上是
相當穩固，上屆蔣、梁兩人合共取得8
萬票，其中蔣麗芸主要取回民建聯和建
制派的基本盤，梁美芬則爭取中間偏建
制派的票源，無論廖成利怎樣狙擊，要
撼動這兩席都是不易。相反，民協譚國
僑上屆只取得3萬票，原因與建制派對
抗無關，因為彼此票源是楚河漢界，不
會出現大量票源投向對家，當中的主要
原因是黃毓民死咬譚國僑所致。
在上屆選舉中老謀深算的黃毓民突然

一改以往狙擊公民黨的策略，與毛孟靜重

修舊好，改為將矛頭對準勢力衰落的民
協，而黃毓民在選舉論壇、選舉宣傳也是
重手指責民協「出賣民主」、不支持「五
區公投」，加上擔綱的譚國僑缺乏星味，
令民協得票大跌，最終黃毛兩人雙雙當
選，皆大歡喜。如果看看上屆得票分佈，
其實已可看到，民協之失，正是黃毛之
得。然而，在選舉後黃毓民旋即被「人民
力量」掃地出門，無家可歸，於是又突然
向馮檢基伸出橄欖枝，表示願意重修舊
好，並邀請馮檢基為他的「普羅政治學
苑」講課云云。而馮檢基也被黃毓民狙擊
得怕了，看到黃突然示好，立即善意回
應，以為將來可以相安無事。

黃洋達「空降」九西拿民協開刀
但問題是黃毓民知道，在九龍西各個

政黨中，最容易狙擊的正是民協，除非
馮檢基重返九龍西出選，否則也難改民
協在九西的弱勢。黃毓民正是看準這一
點，所以他近日正表示有意讓愛徒黃洋
達「空降」九西接棒，而他則到九東參
選，這個計劃的好處是黃毓民在九西的
票源較穩，地區網絡築得較細，黃洋達
「空降」取得議席把握較大。而黃洋達
上屆在九龍東其實輸得不多，說明區內
的激進票不少，如果陶君行不再參選，
黃毓民可望得到大部分激進票而取得議
席，隨時令他九龍東西兩面開花。而為
了確保黃洋達在九西一席穩陣，兩黃一
定再次打民協主意，當民協全力向梁美
芬開火之時，雙黃隨時在背後插上一
刀，全力攻擊廖成利，這樣黃洋達才可
有較大勝算。可笑廖成利還在捉錯用
神，不知黃毓民早已在虎視眈眈。

上屆立法會選舉痛失九龍西老巢的民協痛定思痛，日前高調表示要

捲土重來。在蜀中無大將下再次連任民協主席的廖成利，日前宣布，

有意在2016年出選九龍西的立法會選舉，並且訂出所謂狙擊計劃，目

標是西九新動力主席梁美芬。被點名的梁美芬日前就表示，若只以狙

擊對手作為參選目的，其政治理念未免過低。廖成利代表民協向梁美

芬宣戰，顯然是認為梁是他取得九龍西議席的最大障礙，但看來民協

是捉錯用神，梁美芬與民協的選票交疊程度很低，票源不同，狙擊梁

美芬費力而不討好，相反早前特意與民協重修舊好的黃毓民，為配合

其愛徒黃洋達空降九西，必將搶奪民協票源作為首務。螳螂捕蟬，看

來黃雀在後。

■責任編輯：楊 友 2014年2月13日（星期四）

■梁美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