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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不理國際社會和國
內業界的強大反對聲音，近日宣佈自9
月24日起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
加徵10％的關稅。為了維護自身正當
權益和全球貿易秩序，中國宣佈同步
反制。
自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戰以來，內地

一些「公知」不斷發表言論，指中國與美國各方面差距
甚遠，所以我們不能捋其虎鬚，應該承認現實，低頭讓
步。也有人怪罪「厲害了，我的國」這句話說得太滿
了，所以我們以後就算有天大的喜事也要藏在肚子裡不
能笑出來，免得刺激了美國佬的神經，不給我們好臉色
看。雖然這些人裝出一副公平客觀樣子，但說到底也不
過是要我們「低頭認衰」。

忍氣吞聲論可以休矣
先撇開中國人的自尊不提，面對美國惟我獨尊、欺
人太甚的霸道行為，這口氣又如何吞得下去？這個頭
又如何低得下來？再說，就算我們再卑躬屈膝，忍氣
吞聲，他們就會讓我們安安定定地發展嗎？美國前總
統奧巴馬曾說過，「讓中國人過着和美國人一樣的生
活是不可能的」，可見在他們眼中，中國人就應該永
遠過窮日子，中華民族復興對他們來說就是挑戰美國
的不安分行為。
其實，雖然中國離趕超美國仍有一些距離，但絕不如

「公知」說得那樣可悲。中國有五大優勢，已注定中國
在這場貿易戰中立於不敗之地。
一，中國經過40年來的休養生息和努力奮鬥，已累
積了相當的經濟基礎，已經從一個貧困的農業國轉化成
一個基業厚實的工業大國，「厲害了，我的國」並非信
口而談的空話，每一句說話，每一個畫面，無不展現出
中國震驚世界的實力：鐵路交通世界第一、碼頭運輸世
界第一、出口貿易世界第一，產業門類齊全，太空科技
和軍事科技高居世界前列。或許，在某些尖端科技領域
中國和美國仍有一定距離，但以中國今日的經濟功底，
不但有招架之功，更有還手之力。
二，中國是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是美國人口
的四倍，內需市場強大，20年前，中國的出口貿易

佔GDP的 50％，今日所佔的比例尚不到 10％，就
算不出口美國，所有物資轉為內銷也不愁消化不
了。

實力強制度優中國善打持久戰
三，中國出口到美國的東西大都是民生必需品和工業

零件，美國出口中國的東西主要是高科技產品和農產
品，中國減少美國的進口，大不了會放緩經濟發展的速
度，但所缺的東西仍可從其他國家進口。如果美國缺少
了中國製造，根本難找到其他的替代品，美國人的整體
經濟和生活質素會受到嚴重影響。
四，中國人向來以勤勞刻苦馳名，近百年來，他們
嚐盡了天下之苦，近年來由於中國的飛躍發展，生活
水平有所提高，今天就算生活水平下降一半，仍然一
樣可以悠然自得。相反，美國靠美元經濟從各國刮來
巨量財富養肥了美國人，這些人習慣了有社會保障的
高福利生活，好逸惡勞，稍不如意便叫苦連天，若中
美貿易戰繼續，中國人尚未叫痛，恐怕美國人便已經
叫死了。
五，最後一點，就是我們有無比優越的社會制度和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事實擺在眼前，中國社會團結，政策
穩定，決斷英明，效率超高，在共產黨強有力的領導
下，13億人凝聚成一股無堅不摧的力量，無論多高的
坎我們都可以攀越，無論多難的事我們都可以完成，這
並非信口而談的空頭大話，而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
實。相反，美國黨爭嚴重，舉棋不定，政策混亂，人心
不齊，縱有第一強國之稱，其實只是背負了20萬億美
元國債的破落人家，和今日中國相比，一個如夕陽西
下，一個似旭日東升，在下敢肯定說，這場貿易戰根本
打不下去，只需拖延過一年半載，美國必然發生內亂，
我們便可不戰而屈人之兵。
「厲害了，我的國！」並不是什麼妄自尊大，而是出

自中國人內心的自豪，中國人受盡屈辱，壓抑了近百
年，難道不許長吁一兩聲？這場中美貿易戰無法避免，
也未必是壞事，今日中國經已嚴陣以待，對方如何打過
來，我們就怎樣回過去，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
斗平。喑嗚則山嶽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
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回望香港地鐵發展 可知高鐵重要
香港高鐵即將通車了，全港市民翹首

盼望。高鐵從規劃到興建經歷不少風

雨，但是回顧香港地鐵發展的歷史，看

看地鐵對香港交通、城市發展的重要作

用，廣大市民就會明白，高鐵和當年的

地鐵一樣，起初雖然備受爭議，但隨着

時間推移，符合時代潮流的建設，將和

港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成為香港繁榮進

步的象徵和動力。看待任何事物都要有

長遠的目光，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

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是香港前途所

在、大勢所趨。高鐵開通，助推香港擁

抱機遇、順應大勢，相信不久，高鐵也

會成為港人生活工作、創新創業離不開

的重要依靠。

上世紀60年代末，香港提出
興建地鐵，從規劃、討論、興
建都爭議不斷、阻力重重，與
今日高鐵遇到的情況不相伯
仲。當年地鐵規劃的總開支58
億港幣，這在當時是天文數
字。當年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

馬基教授(Sean Mackey)指出，龐大的計劃與地
鐵的覆蓋範圍不成正比，僅可服務香港部分地
區，客流只佔總乘客的3成，計劃會為香港帶來
沉重的經濟負擔，並認為未來16年，本港經濟
不可能承擔地下鐵路發展計劃。《南華早報》曾
以頭條新聞報道：「運輸業人士指地下鐵路是一
場災難」。地鐵施工期間，地面交通堵塞，甚至
完全停頓，市民怨聲載道，認為地鐵未見其利、
先受其害，更無法想像地鐵日後帶來的好處。當
年立法局表決地鐵條例時，雖然條例獲得通過，
但也遭到不少議員反對。反對的議員認為，香港
無須興建地鐵，可以其他方法解決交通問題，例
如把九廣鐵路建成雙軌、加強電車服務，興建地

鐵根本勞民傷財。

地鐵重要性沒人再質疑
地鐵在爭議聲中建成，工程規劃耗時10年、
興建耗時10年、超支4.6倍。但是，地鐵開通
後，荃灣、觀塘等往日被視為偏遠的地區，與中
環、灣仔等中心地區的聯繫變得緊密，地鐵沿線
各站的經濟活動蓬勃起來，是否近地鐵成為市民
置業、就業的重要選項。將軍澳未通地鐵之前，
沒有多少市民願意去居住；地鐵開通之後，將軍
澳成為不少中產居住的熱門地。如今，地鐵的重
要性沒人再質疑，只會熱烈歡迎。
回望地鐵發展的歷史，可以展望高鐵的將

來。時代在發展，港人看問題也要與時俱進。與
香港相鄰的日本、台灣，早已擁有高鐵，我們國
家近年高鐵網絡飛速發展，已成為全世界高鐵第
一大國，連貴州等偏遠省市也連上高鐵網，大大
促進了地方和國家的經濟發展，改善了人民生
活。
正如當年興建地鐵，帶動經濟、社區發展一

樣，今天的高鐵也扮演拓寬香港發展空間、帶來
新機遇的角色。香港的發展不能再局限於一千平
方公里的地域，香港年輕人不能安於現狀，固步
自封，要敢於跳出香港，開創更美好前途。紐
約、東京、倫敦等城市的白領，不少是在市中心
工作，卻到環境更好、樓價更便宜的郊區居住。

擁抱大灣區機遇再創輝煌
改革開放之初，國家百廢待興，香港工商界
敢為天下先，到內地投資設廠，飲到「頭啖
湯」，也為國家進步作出巨大貢獻。如今國家的
發展一日千里，各種條件優越，與當年不可同日
而語，更重要的是，中央大力支持港澳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粵港澳大灣區更是中央為港澳度身定
做，讓港澳同胞分享國家發展的新機遇。高鐵、
港珠澳大橋等跨境交通基建的落成，令香港與粵
港澳大灣區形成「一小時生活圈」，港人居住、
工作、生活有更多更好的選擇，做「大灣區人」
何樂而不為？香港應抓住「二次改革開放」的新
機會，令香港再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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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停市 得不償失

超級颱風「山竹」襲港，令香港交通陷於癱瘓。
上班族在8號風球除下後，因巴士大面積停駛，無奈
被困於港鐵站多個小時，積聚怨氣在所難免。有政
黨質疑特區政府何不引用《緊急情況規則條例》，
宣佈停工停市，但這個建議是否對整個社會帶來最
大得益？
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指引在香港應用由來已

久，企業早已制訂相關的應對措施。倘若政府突然
以行政命令凌駕常規，企業只會頓覺手足無措。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貿然在既定機制以外下達
停市令，更會傳遞政府干預市場的訊息，為投資者
帶來不確定因素，有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最
自由經濟體的聲譽。
個別政黨罔顧香港整體利益，拋出停工停市的建

議，除了為打擊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外，更是藉機
挑撥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不滿，抬升自己，撈取政治
利益。冀望市民在宣泄怨氣後，冷靜客觀分析，不
要被人誤導，騙走手上寶貴的一票。

王偉傑 群策匯思秘書長 政協青年聯會社會事務副主任

中國擁五大優勢無懼貿易戰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增加土地供應 填海必不可少

筆者在教中一地理關於「香港城
市空間」一課時，通常引入的問題
是「究竟香港現在面對最大的問題
是什麼？」學生們都異口同聲地回
答「土地問題/房屋問題」，就連
十二、十三歲的青少年都清楚香港
有房屋短缺的問題，政府又怎會不

清楚呢？但覓地建屋卻是一個「知易行難」的議
題。
從經濟學來解釋短缺的問題，不外乎由供給少和

需求大兩方面造成，房屋短缺也一樣。筆者本周三
參與「香港土地供應的規劃」公聽會，再一次聽到
有反對派的支持者高呼，「收回每日150個單程
證」，以減少新移民對香港房屋的需求，更怪責內
地來港的大學生租屋炒貴租金。
暫且不論內地大學生來港求學，日後可能留在本

港貢獻社會。只談每日內地來港家庭團聚的150名單
程證移民，經常以人權作為「普世價值」的反對
派，難道家庭團聚，不屬於基本人權嗎？況且，香
港本地的出生率只有1.1左右，即每對夫婦只生育1

個小孩。長遠而言，這樣的生育率難以維持本港人
口增長。經濟發展與人口紅利相輔相成，將房屋短
缺問題歸咎於新移民身上，不但不負責任，更是不
切實際。
與其泯滅人性，阻止內地新移民來港團聚，以減

少對房屋的需求，不如看看政府如何增加土地供
應。在土地專責委員會提供的18個選項中，雖然不
少短中期方案能夠提供土地供應，但面對長遠發
展，填海必不可少。
根據規劃署的數字顯示，香港已開發的土地佔全

港面積只有24.3%，約為265平方公里，當中有超過
26%的土地來自填海，約為70.27平方公里。數字上
看似很多，但相比我們的競爭對手——新加坡，他
們在短短數十年間填海造地超過130平方公里，接近
香港自開埠以來填海數字的兩倍，令其發展空間不
斷擴張。反觀我們，近十年來再無新市鎮落成，填
海工程不到7平方公里。
新加坡填海造地發展迅速，香港卻寸步難行。筆

者希望政府能夠高瞻遠矚，為未來數十年的土地供
應邁出重要一步，不要再停留在插針建屋。

穆家駿 中學老師

再說威尼斯雙年展，也是「燒錢」的遊戲，不接地
氣，西九文化區視覺文化博物館M+多次參展，但香港
那些參展的「藝術家」，很快就在香港藝壇銷聲匿跡，
港人沒有機會接觸和欣賞他們的大作。歷屆參展者的作
品和藝術家的名字，港人記住幾個？
藝術家依靠的是作品的影響力、作品的品質，只有
作品打動觀眾的心靈，才會留下永久、美好的記憶，依
靠炒作，只能是一瞬間的成功，絕對不會產生真正價
值。那些故作高深、濫竽充數的東西，沒有審美感、沒
有觀眾。
目前香港各大院校的美術系，拿了政府很多錢，也
花費了很多的心力，但實際上沒有必要每一家院校都要
設立藝術系。政府如果把資源整合起來，反而能夠真正
做好一件事。從長遠發展來看，設立一家真正的美術學
院非常必要。中國古語有云：「十年樹木、百年樹
人」，我們不能忘記。
世界各國、各大城市的油畫館，都是最重要的美術
館。油畫在西方歷史悠久，收藏作品極為豐富，早已經
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各國各地最重要的旅遊
項目，是各國遊客和民眾最受歡迎的傳統藝術，是一個
城市文明和文化的體現，也是培育青少年審美能力和接
受美育的最好地方。油畫館美術館的功能非常之大，不
能忽視。如果西九能夠有這種考慮，那才是真正造福港
人。
香港目前缺乏油畫精品，香港美術館的藏品不多、
品質不足。但是，只要肯花工夫，十年內情況就會改
變。因為中國內地的油畫水準一流，人才濟濟，價格也
非常合理，正是收藏的好機會。歐洲著名油畫家的作品

非常難得，而且都是天價。香港不如腳踏實地，從自己
身上找尋突破口，好比中國建造航空母艦一樣，培養自
己的人才，走自己的路。
我堅信，以中國人的勤奮和聰明，未來的藝術大師
一定在中國。這一點，我們要向俄羅斯學習，建立自己
的藝術園地，讓香港邁進世界的藝術之林。單單依靠購
買外國人的作品，只能永遠跟在別人身後，永遠不會有
自己的思想和獨創藝術。而且，外國人的作品，香港有
能力一直買下去嗎？把西格．烏力、日韓的作品當成香
港藝術館的「鎮館之寶」，不感到臉紅嗎？
西九文化區還要有一個水墨館，把具有悠久生命力

的畫種、具有民族特色的藝術發揚光大，這是港人義不
容辭的使命，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和「本錢」去追逐所謂
「世界性、當代性的潮流」。我們的文化背景與別人不
同，中國人對藝術是非常重視「格物致知」、 「文以
載道」、「千古共談」。
北宋哲學家張載名言：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

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仍是中華文化人
的職責和擔當。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仰人鼻息、隨波逐
流，西方有很多精華值得我們學習，但是，有很多糟
粕，我們又知道多少？
文化藝術需要從小培養，我經常瀏覽各國美術館，

總會遇到一群群的小孩子在博物館、美術館瀏覽，他們
有的連路都走不穩，但在父母和老師的帶領下，興趣盎
然，我相信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已經播下美好的藝術種
子，香港卻最缺乏優質的美術館，最缺乏培養欣賞文藝
的環境。

（續昨日，全文完。）

香港文化藝術政策須知己知彼 （下）
林鳴崗 香港資深藝術家、評論家

民進黨成為「統一促進力量」

台灣最新的民調讓民進黨和蔡英文很難堪。無論
是台灣「陸委會」發佈的民調，還是「綠營」背景
的台灣民意基金會公佈的最新民調，均顯示支持統
一的民意超過「獨立」的民意，出現前所未見的結
果，令民進黨很錯愕。民調很清楚，台灣民眾對兩
岸統一的期待發生歷史性的變化。
民進黨執政兩年多，蔡英文不承認「九二共

識」，兩岸官方交流已停止。但是，台灣支持「台
獨」的民意沒有上升，相反支持統一的民眾越來越
多。近期，兩岸媒體圈中流行一句笑話：「唯有民
進黨才可以實現統一」。

「急統」支持度首超「急獨」
「陸委會」發佈的民調顯示，在台灣民眾的「統

獨」意識形態中，「盡快宣佈獨立」（「急獨」）
者支持度為 4.1%，略低於「盡快統一」（「急
統」）者的4.5%。數字看似接近，但這是「陸委
會」有關民調開展20年來，首次出現「急統」的支
持度高於「急獨」，在蔡英文政府執政時期出現這
樣的現象，着實有些諷刺。
出現這樣的民調結果並非偶然。台灣民意基金會

公佈的最新民調亦顯示，36.2%民眾認為，未來「台
灣獨立」比較好，26.1%認為未來兩岸統一比較好，
23.2%認為未來維持現狀比較好。這是自1991年以
來，支持兩岸統一的比率首度超越維持現狀。台灣
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忍不住表示：「蔡英文主
政這兩年，主張未來應走向『獨立』者下降15%，
這是『台獨』運動的大挫敗」。這下降的15個百分
點，代表着幾百萬主張「台獨」的人消失了；相對
地，主張台灣未來應走向統一的人緩步增加。雖然
外界可能感受不到這些微妙的變化，但民調結果反
映了「統獨」力量對比的此消彼長。
民進黨執政走回頭路，不承認「九二共識」，導

致了兩岸官方交流中斷，也暴露了蔡英文當局管治
無能。在蔡英文治下，台灣在經濟和「外交」的發
展乏善足陳，台灣人一清二楚。再加上民進黨官員
上台後，一改以往強調的「謙卑、謙卑、再謙
卑」，打着「轉型正義」的旗號、行「打選戰」之
實，無視民眾改善經濟民生的要求。中國大陸經濟
強勁增長，人民生活持續改善，與台灣停滯不前，
形成鮮明對比，難怪台灣民眾對統一的期待不斷上
升。

民進黨只懂「拚選舉」
《聯合報》也做了一份「兩岸關係年度大調

查」，發現台灣民眾有高達68%不滿蔡英文政府的
兩岸政策。蔡英文就任即將滿兩周年時，中華民意
研究協會公佈的民調中，「不滿意」和「非常不滿
意」蔡英文施政表現的高達65.4%，只有27.6%受訪
民眾滿意（包括非常滿意和還算滿意）蔡英文的施
政表現。多數民眾認為蔡英文政府是「拚選舉」
（43.1%）或「拚政治」的政府（22.9%），只有
14.2%認為蔡英文政府在「拚經濟」。
近期，高雄餐廳和農民分別掛出「民進黨不倒、

經濟不會好」「民進黨不倒、農民不會好」的標
語，表達對民進黨執政的不滿。台灣時事評論員江
岷欽指出，民粹退潮了，民生問題就見真章。10幾
年來，從謝長廷到陳菊，高雄人對民進黨也只有兩
個字形容，就是：夠了！
高雄號稱民進黨的「大票倉」，不過，高雄也是
民進黨政客的「升官跳板」，政客無心施政，讓高
雄民眾很失望。由於兩岸關係倒退，陸客不來，兩
岸經貿減少，過去陳菊曾經頻頻到大陸推銷高雄觀
光、農產品，如今這些已是明日黃花、過眼雲煙。
陳菊也高升台北當高官，留下的農民只能叫苦連
天，向民進黨投反對票的民意增長，也成為必然。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