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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一直以為，即便華府所發動、針對中國的科技貿
易戰並非虛招，也不會成為特朗普的外交主軸。白宮的
真正對手仍然是克里姆林宮，而兩者的主戰場，始終在
於中東。今天美國的綜合國力、外交影響力，已無法同
時力壓中、俄；在北京與莫斯科之間，在歐亞大陸東、
西兩端之間，無論願與不願，特朗普都必須定先後、分
主次。直到眼前為止，特朗普尚未見回到「重返亞太」
的「再平衡」戰略之上。
事實上，特朗普上任至今一年多，其內政外交的特色
就是逢奧必反─—凡奧巴馬贊成的就反對，凡奧巴馬厭
棄的就支持。因此，從敘利亞撤兵雖然也是特朗普的競
選承諾，但相比起拾奧巴馬、希拉里的牙慧，將戰略重
心、防衛部署東移，特朗普還是寧願在中東多留一會。
即便熟悉中東的前石油大亨蒂勒森，辭任國務卿之後，
特朗普所面對的主觀因素、客觀條件，仍會讓上述態勢
維持最少一年以上。

加深什葉派對美國的疏離
眼前，中東戰和又到了十字路口─—在未來數天，伊
拉克大選結果揭盅。這次大選其實是現任總理阿巴迪，
與前任馬基利之爭。兩者都代表伊拉克佔人口多數的什
葉派，但後者更旗幟鮮明一些，而後者更善於緩和與遜
尼派的矛盾。無論如何，上述二人都無法容忍庫爾德人
的武裝分離運動。在過去數年打擊「達伊沙」﹙DAE-
SH，又稱「伊斯蘭國」ISIS﹚的戰事中，北約，包括美
軍、德軍對庫爾德人的情報、訓練、武備支援，已引起
伊拉克什葉派的不滿，不分溫和還是強硬派。
與此同時，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協議，再為美國駐以色
列大使館自特拉維夫遷往東耶路撒冷，舉行盛大儀式。
據報道，美方一行人員，已明言不會接觸巴勒斯坦官
員。特朗普之舉措，無疑進一步加深伊拉克、敘利亞等
地什葉派阿拉伯人對華府的疏離與疑慮。
反之，伊朗固然因此而受壓，蒙受不少的經濟損失，

但在外交上，可能因此而得到區內國家，甚或世界大國
的同情。國際事務固然以「利」為引、以「力」為後
盾，若與「理」相距太遠，也不過屬於「不是不報、時
候未到」而已。
今後，以「美國—─以色列─—沙特」為一方，「俄
國─—伊朗─—敘利亞」為另一方的對立格局，只會愈
趨固化；「遜尼─—什葉」的矛盾，比起兩伊戰爭以來
的三分一世紀，更見難解。而當中，美國現任總統特朗
普的責任最大，犯下的誤失，也最難修正。
以德國為核心的歐盟，夾在其間，相當難受。無怪

乎，近日歐盟領袖默克爾也明言，觀乎中東局勢，歐洲
人靠美國、美軍充當守護者的年月已一去不復返。在同
一場合，法國總統馬克龍也表示，歐洲人要在外交、防
衛領域更見積極，務須坐言起行。

重寫美歐俄三角關係
可以說，中東問題將重寫「美─—歐─—俄」大三角
關係，伊朗核問題、敘利亞問題，不會導致布魯塞爾、
巴黎、柏林與華府分家，但在外交、防務上更趨主動的
歐盟，將會在「默克爾─—馬克龍」雙箭頭的領導下逐
步實現。恰於此時，位處波斯人與阿拉伯人之間、什葉
派與遜尼派之間的伊拉克，也派出其外長作歷來少見的
歐亞之行─—其首站正是北京。
當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協議，考驗西方在相關問題的同
步率之際，中、俄在中東困局中的協調性，更顯重要。
未來，莫斯科和北京，能否一個在軍事領域，一個在外
交場合，促成「西亞─—北非」地區的穩定與發展，便
成為世界新局的一道關鍵議題。
對俄國來說，這是北約會否進一步脅迫其軟腹的「守
其所必守」；對中國來說，則是落實「一帶一路」構想
的「取其所必取」。在攻守互易之間，特朗普退出伊核
協議，是對美國，還是對對手的釜底抽薪？愚以為，答
案就在不遠處。

習主席重視支持 香港建國際創科中心信心足
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本港24名

兩院院士就發展創新科技、報效

祖國的來信，作出重要指示並迅

速部署相關工作。消息公佈後，

受到本港社會廣泛關注，不僅鼓

舞本港科技界、教育界人士，也

令本港社會對創新創科發展更具

信心。香港擁有雄厚的創科基礎

和優勢，在新時代，更應充分發

揮優勢、把握機遇，加強與內地

的創科研發、產業化的全面合

作，為國家建設科技強國、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香港力

量，同時提升香港競爭力，為包

括年輕人在內的全體港人創造更

美好前景。

長期以來，香港給人的印象，是
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其實香港的
創新創科實力不容小覷。全球多個
大學排行榜上，香港有5間大學躋
身世界百大之列。香港有24名國
家兩院院士，擁有16間國家重點
實驗室、6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

心。前不久於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46屆國際發明
展」上，香港理工大學研發的「光學離焦」眼鏡獲
得了三項大獎；香港理工大學與中國空間技術研究
院合力研發的「相機指向機構系統」，曾參與國家
的探月工程，並隨嫦娥三號升空。在2017年度，香
港科學家共有六個獲獎項目。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唐
本忠主持完成的《聚集誘導發光》項目，獲得國家
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香港創科基礎雄厚
香港只是彈丸之地，人口不過700萬，卻擁有眾

多國家一流、乃至世界一流的人才、科研機構、科
研成果，在國家和世界層面來說，都是難能可貴
的，與任何一個內地和國際上的大城市相比，都毫

不遜色。對此，習主席的指示也充分肯定：「香港
擁有較雄厚的科技基礎，擁有眾多愛國愛港的高素
質科技人才，這是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
設創新型國家的一支重要力量。長期以來，香港科
技界為香港和國家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眾所周知，當今世界發展靠創科推動是大勢所

趨，美國矽谷早已成為典範，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
圳，近年積極發展創新創科，如今後來居上，GDP
已超越香港。香港創科有人才、有成果、基礎好，
如今又獲得習主席和中央的重視和支持，創新發展
大有前途。在習主席的指示指引下，科技部、財政
部高度重視，多次召開專門會議，並會同中聯辦充
分聽取香港特區政府和科技界的意見建議，「先行
試點，特事特辦」，迅速做好貫徹落實支持香港創
科發展和加強兩地創科合作的工作，香港創科發展
之路必然走得更快更順。
香港特區政府近年高度重視創科發展，從特區政

府施政報告到社會資本、到年輕一代，都將目光投
向香港的創新科技，希望它能成為香港經濟新增長
點。今年的政府財政預算案大手筆投資500億元，
支持創科發展。最近創科局又提出「科技人才入境

計劃」，在入境政策上「拆牆鬆綁」，吸引更多海
外創科人才來港；港交所開始實施同股不同權的上
市機制，一批「獨角獸」企業正在排隊來港上市、
透過集資做大做強。

習主席心繫香港 推動兩地合作
香港有良好法治、資訊自由、金融系統成熟、重

視知識產權保護，這些都是推動創科發展的優勢條
件，再加上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落實，香港創科用
武之地更廣闊。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港澳辦主任張
曉明引述習主席的話表示，「這個大灣區搞起來不
得了」，習主席更親自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
未來，國家將香港科技創新力量作為國家創新體系
和創新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國家整體科研佈局
和支撐香港自身發展兩個層面，研究加強內地與香
港科技合作的相關舉措，香港與內地更緊密地進行
研究、生產的分工合作，優勢互補，粵港澳大灣區
一定能夠建成足以和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
灣區相媲美的國際大灣區。
習主席心繫香港，重視香港科技界意見，支持香港

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對未來將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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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風雲招獨兵」算盤難打響

戴耀廷的「風雲計劃」開始啟動，早前已經進行
了第一場所謂的「培訓班」，招納了一些「自決
派」、「本土派」人士參與。他日前在一個「民間
論壇」上更揚言，正游說反對派政黨「放下恩
怨」，團結一致支持這批「新軍」云云，惟現場多
名「自決派」及「本土派」的支持者紛紛質疑「風
雲計劃」成效，更指絕不會改投其他反對派政黨的
參選人，有人甚至說寧願棄票也不會支持該計劃，
令戴耀廷灰頭土臉。
戴耀廷所謂「風雲計劃」，其實就是招攬一班

「親兵」大舉進攻區議會選舉，從而影響香港政
局。為了爭取其他反對派政黨支持和讓路，戴耀
廷指「風雲計劃」只會針對一些反對派政黨不會
或不敢參選的選區，即俗稱「豬頭骨選區」，保
證不會與其他政黨有利益衝突。當然，其他政黨
預料不會相信戴耀廷的「保證」，當年的非法
「佔中」戴耀廷不是保證第一個出來承擔罪行，
現在去了哪裡？當年的「雷動計劃」戴耀廷不是
保證不會搞亂檔，結果多少反對派老牌政客被其
拖累？現在他又保證不會插手反對派出擊的選
區，但在選舉利益面前誰能保證戴耀廷的「風雲
計劃」不是明修棧道、暗中卻是要蠶食反對派地
盤？
戴耀廷表面說計劃主要吸納政治素人，但誰都知
道香港有心從政的不是加入了建制派政黨，就是加
入了民主黨、公民黨等反對派政黨，哪來這麼多政
治素人「靜待」戴耀廷招攬？他真正要吸納的，其
實就是一些「無處為家」的「港獨」派、「自決
派」人士，由於多個「港獨」、「自決」組織已經

一鋪清袋，戴耀廷於是想出以「風雲計劃」來收編
這些人，並聚合成為一股政治勢力，由戴耀廷直接
指揮，讓他具有可與其他反對派政黨叫板的實力。
看來，戴耀廷是希望在入獄前積極培植自身的政
治勢力，為將來鋪路。然而，戴耀廷機關算盡，以
為用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風雲計劃」，就可以將
一班「港獨」派、「自決派」人士招攬旗下，空手
套白狼的成為反對派「一方之雄」，但其如意算盤
恐怕難以打響。
一是現在戴耀廷不過招攬了陳樹滿、翁洛興等少

數「港獨」分子，但大多數「港獨」派、「自決
派」都不喜歡戴耀廷，認為只是利用他們，根本不
會聽從其指揮，更遑論成為其「親兵」。「風雲計
劃」對「港獨」派、「自決派」吸引力有限，所以
早前戴耀廷到台灣公然播「獨」，上竄下跳，其中
一個目的就是顯示自己與「港獨」派同氣連枝，以
爭取這些人參與計劃，但看來戴耀廷的表現得不到
多少「港獨」派青睞。
二是經過早前台灣播「獨」一役，戴耀廷的

「『港獨』教授」面目已經暴露於天下，由其主導
的「風雲計劃」必然也是一個「獨」派組織。這
樣，掛上「風雲計劃」招牌出選的人，是否符合
參選區議會選舉資格，恐怕各界也是「心中有
數」。戴耀廷的「親兵」不要說能否勝選，就是
能否參選也成疑問，而這些只打政治牌，一味搞
風搞雨的路線也不可能得到市民支持，再加上反
對派政黨絕不會坐視新的政治勢力坐大，「風雲
計劃」的失敗是意料中事，戴耀廷「風雲招獨
兵」算盤不可能打響。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只為議席的政黨難獲市民支持

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的首個立法年度即將完結。
在和風之下，反對派今年確實稍有收斂，財政預算
案在幾近沒有拉布的情況下順利通過。另外，財委
會的撥款近月也可謂路路暢通。不過較容易被上綱
上線的政治議題，如國歌法和「一地兩檢」法案則
拉布依然。但反對派不再事事拉布的所謂「善
意」，卻深深反映出反對派⻣子裡只有政治，沒有
市民。
可能有人會認為，反對派議員已經在其認為政

治價值不高的議題上停止拉布，為何仍要指責他
們？其實反對派的判斷在於︰沒有理由的盲目拉

布將難以取得市民的認同和支持，所以為了政治
考量便停止了他們認為會得失選民的拉布和搗亂
行為，說到底是一種「政治求生本能」。即是一
種謀求讓自己在政治上保持勢力版圖的基本取
向。就有如民主黨當年支持政改後被激進反對派
狙擊多年，被迫一改較温和理性的取態，變得不
倫不類。近一點的事情，則是許智峯搶手機的行
為如斯瘋狂，反對派也要盲撐到底。或許，反對
派不是不知道什麼是禮義廉恥，但政治利益在他
們面前便有如電影中的「魔戒」一般，反對派勢
必難以抵擋誘惑！

李世榮 香港東莞莞城同鄉會副會長 民建聯中委 沙田區議員

特朗普退伊核協議後的中東新局
許楨 博士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

以通俗創新手段宣傳憲法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
思誕辰200周年紀念大會上指出：
「兩個多世紀過去了，人類社會發
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馬克思
的名字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們的
尊敬，馬克思的學說依然閃耀着耀
眼的真理光芒」。與時俱進是馬克

思主義核心的理論品質，在新的時代環境與傳播體
系下，如何讓更多人特別是年輕人能夠深入認識並
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成為了一個新的課題。4月27
日，以課堂和對話為主要形式的5集節目《馬克思
是對的》，於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首播。
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需要用新形式。五集通俗理論

對話節目《馬克思是對的》以通俗對話節目的形
式，用創新的手法去解讀與傳播馬克思主義，將高
深的理論內涵深入淺出、生動形象地表達出來，為
觀眾提供了一個重新認識馬克思的機會，獲得了深
入人心的良好宣講效果。
《馬克思是對的》釋放出馬克思個人的人格魅

力，特別是青年馬克思將人類發展的宏大課題作為

人生的價值追求，為廣大青年樹立了偉大的榜樣，
很多青年在看完節目後感到熱血沸騰，深深喚起了
他們對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崇敬和嚮往，這正是理論
宣講所希望達到的效果。
「就是敢言」不斷創新和實踐憲法和基本法的宣

傳推廣新模式。以書籍、微電影、小視頻、漫畫、
二次創作音樂、AR/VR遊戲等全媒體形式，以及
開展話劇、學術論壇、名人講座走進校園等創意活
動形式達到有效推廣憲法和基本法、釐清憲法和基
本法的關係、推動基本法學術研究通俗化，也受到
了許多青年人的喜愛和支持。
事實上，無論是短短五集的《馬克思是對

的》，還是「就是敢言」宣傳憲法和基本法新模
式，也不過是一種新的探索。真理和理論的科學
體系與豐富內涵絕非一朝一夕就能深入領會，需
要每個人用畢生精力去研究與實踐，才能真正觸
及這廣闊的理論天地。對於真理和理論的宣講與
普及也需要持之以恒、久久為功，多運用有趣又
有內涵的好載體，將真理和理論的精華傳播開
來。

陳曉鋒 法學博士「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由於中國人特重歷史之真實性，可信性，因之歷代史
官之設，亦為世界最早而綿延不曾中斷。史官之職司
為：掌管史料、記載史事、撰寫史書，這傳統所從來遠
矣，殷稱作冊，周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
秦漢稱太史令，掌管文史星歷，三國時魏置著作郎，北
周稱著作上士，唐又以他管兼典史職，稱撰修、直管，
宋、元、明、清稱修撰、編修、檢討，又元、明以後翰
林學士兼任史事，故亦有太史之稱。清乾隆紀曉嵐主編
之《四庫全書》所用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可追
溯至魏晉，彼時圖書目錄即按經、史、子、集分類，這
在封建社會是一大創制，幾乎可以囊括所有學問。其中
包括科技、建築、方輿、天文、醫學，等等，不一而
足。普天之下，沒有任何國家如此熱愛自己的文化，中
國不愧為文化大國。

中國人治史態度極為嚴謹
中國史家為一部書之良莠真偽，可以辨析千年以
上。古、今文尚書之辨，便是一例。今文尚書為漢文
帝時伏生授漢太常使晁錯者，伏生為秦博士，秦始皇
焚書坑儒之時，伏生將《尚書》藏於牆壁。幾十年後
打開，浸蝕蠧腐可想，伏生亦已九十餘歲，目已昏花
而記憶力驚人，囑晁錯補之，此書原為小篆，而漢時
已用隸書，晁錯乃以漢隸抄錄，稱今文尚書。伏生記
憶的誤差是肯定有的。漢武帝時魯恭王毀壞孔子住
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以鳥蟲篆（即大篆之前之書
體）著寫，西漢孔安國曾整理過，並為之序。西晉永
嘉之亂，今、古文《尚書》俱佚。至東晉之世，梅頤
獻有孔安國序之《尚書》，當時學界震驚，後人考之
為偽。然偽書必有真、偽參雜，不可一概否定。其間
有大經學家如劉歆為政治之目的插入偽文是極可能的

事。清有陳喬樅者，廣搜西漢以來馬融、鄭玄、以至
諸子之說，詳加考校，乃使伏生所傳之今文《尚書》
重見天日，堪稱史學奇跡。這部《今文尚書經說
考》，清阮元評價甚高，以為陳喬樅「析前人所未
析」，其內容廣博翔實，後來之辨析者，很難超越此
書。
從《尚書》之命運，我們深深感到中國人治史態度
的嚴謹。中國史的準確紀年自公元前841年始。此年國
人因周厲王暴虐而起義，共伯和攝行政事，天下歸
心。自此以後，中國歷史紀年從未曾斷。當今博儒李
學勤等據考古學資料，將準確紀年又向前推移。這將
是一項極具歷史意義的偉大工程。中國歷史紀年的這
種準確性和悠久性，是世界歷史學上的奇跡。同樣是
文明古國的印度，如雅利安之入侵印度，有云為公元
前一千二百年者，亦有史家稱前二千年者，前後誤差
達八百年，不說過乎？這在中國史學上是不可能發生
的事。中國史家不會將傳說時期如三皇五帝的歷史紀
年，具體到某確切年代，所以也不會發生印度史的如
此疏漏。
重歷史、重列祖列宗是中華民族得以永遠維繫的根本
原因。對民族歷史的自信，使中國五千年來幾度沉淪又
幾度崛起，這是一個打不垮的、堅強的、生命力永恒的
民族。上世紀英國大哲湯因比（《歷史研究》作者）
說：「如果有輪迴，我願來世變為一隻印度的鳥；如果
必須變為人，我願變為一個中國人。」這是我們作為中
國人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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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歷史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