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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國副總統彭斯聲稱，過
去20多年，美國對華貿易產生了
巨額逆差，送給了中國大量財
富，相當於美國「重建」了中
國。彭斯的言論，先是令人愕
然，然後是忍不住放聲大笑。彭
斯的說話，令我想起了魯迅先生

的一篇雜文，「新時代的放債法」，閒話少說，
先貼一段供大家對照一下美國人最新時代的放債
法。

美國欠債卻趾高氣揚
「先前，我總以為做債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錢
的，近來才知道無須。在『新時代』裡，有一種
精神的資本家。
「你倘說中國像沙漠罷，這資本家便乘機而至
了，自稱是噴泉。你說社會冷酷罷，他便自說是
熱；你說周圍黑暗罷，他便自說是太陽。
「不但此也哩。你如有一點產業，那是他賞賜
你的。為什麼呢？因為倘若他一提倡共產，你的
產業便要充公了，但他沒有提倡，所以你能有現
在的產業。那自然是他賞賜你的。
「你如有一個愛人，也是他賞賜你的。為什麼
呢？因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許多女性都渴仰
到五體投地。他只要說一聲『來！』便都飛奔過
去了，你的當然也在內。但他不說『來！』所以
你得有現在的愛人。那自然也是他賞賜你的。

「倘不如命地『幫忙』，當然，罪大惡極了。
先將忘恩負義之罪，佈告於天下。而且不但此
也，還有許多罪惡，寫在賬簿上哩，一旦發佈，
你便要『身敗名裂』了。想不『身敗名裂』麼，
只有一條路，就是趕快來『幫忙』以贖罪。」
貼文雖長了點，但實在太精彩，只要將該文個

別字眼稍作修改，不就是活脫脫的美國今日的寫
照嗎？眾所周知，中國並沒有欠美國什麼，美國
反而欠了中國數萬億美元的國債，儘管欠債的趾
高氣揚，債主也毫無怨言，只是在老老實實地搞
好自己的生意，想不到債仔反而高調發難：「中
國有一點成就，那是我賞賜給你的，因為我只要
搞貿易戰，你便馬上會破產；就算你得到全世界
國家的支持和讚美，那也是我賞賜給你的，為什
麼呢？因為我是超級強國，只要說一聲呸，所有
友好國家便會變成你的仇家，我不說呸，你才能
在這世界生存下去。你敢不屈從我的安排，簡直
罪大惡極，而且忘恩負義，我還有數千億的籌碼
在手，只要我一實施制裁你便會完蛋，要想活命
嗎？只有一條路，那就是趕快來認罪伏法。」

中國發展不靠別人施捨
的而且確，中國近20年來的發展成就是驚人
的，也難怪美國會感到妒忌和憤恨，但是，中國
盡我所有提供給美國應有盡有的生活所需，美國
卻對中國處處設限，尤其是對高科技產品封鎖，
造成巨額貿易逆差又能怪誰呢？事實勝於雄辯，

中國要出口幾億件服裝，才能進口一架大客機；
中國對美出口一套西裝，利潤只有5%而美國的利
潤高達84%，一台蘋果 iPhone7手機售價649美
元，中國的加工費只有1%。德意志銀行今年6月
發佈的研究報告也認為，美國實際上在中美雙邊
貿易過程中獲得了比中國更多的商業淨利益。由
此可見，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與貿易逆差和美國
的恩賜無關。
過去17年，中國的GDP增長9倍，變成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這一切背後，中國2.87億民工走南
闖北，離鄉別井為改變自己的命運吃盡了世上的
苦頭。2,000萬民營企業家摸爬滾打，白天當老
闆，晚上睡地板，針頭套利，艱難地積累。中國
之有今天的輝煌成就，是14億勤勞刻苦的中國人
以其弱小而堅強的身軀硬抬起來的。中華民族之
所以能復興，是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在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走出來的。事實
上，作為近14億人口的大國，中國的發展不可能
依靠別人的施捨和恩賜，恐怕也沒有哪個國家有
實力敢誇口「重建」中國！
彭斯還引用中國文豪魯迅先生的話說：「中國

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
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坦白說，稱美
國為聖上的時代已過去了，說他們是禽獸也不至
於。當他們是朋友他不領情，看來只有一個稱呼
是較為恰當的，那就是他們經常用來稱呼其他國
家的字眼──「無賴」！

施政報告新政受歡迎 燃點新希望
特首林鄭月娥發表

上任後第二份施政報

告 ， 題 為 《 堅 定 前

行，燃點希望》，提

出 250 項涉及房屋、

發展、醫療、民生、

福利等不同範疇的政

策，其中大規模填海

增加土地供應，發展

創 科 和 加 速 再 工 業

化，落實取消強積金

「對沖」和 14 周產

假，這一系列新政良

策，受到了全港市民

的廣泛歡迎。

施政報告大刀闊斧增加供應，土地房
屋問題現曙光，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
提出推行「明日大嶼」願景，計劃涉及
填海造地1,700公頃，可提供26萬至40
萬住屋單位，供70萬至110萬人口居
住，其中7成為公營房屋。「明日大
嶼」願景計劃思路創新，理念明確，可

行性高，完全可以媲美當年的玫瑰園計劃，彰顯林鄭施
政意志，展現遠見與承擔、膽識與魄力。

「明日大嶼」有遠見有承擔
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長遠發展計劃之外，亦

不乏短中期增加土地房屋供應的具體落實措施，包括
活化工廈，鼓勵長者「大屋換細」，推出土地共享計
劃等，為香港解決房屋問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帶
來希望。
值得留意的是，「明日大嶼」計劃受到一些別有用

心的人攻擊，「倒錢落海」、「耗盡儲備」之說甚囂
塵上。「明日大嶼」計劃是關乎香港提升競爭力、市

民安居樂業的大計，社會各界應理性討論，盡力以科
學環保的辦法來完成，必須避免妖魔化、政治化的干
擾，不令香港再蹉跎歲月。
香港產業結構單一，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年輕人缺

乏向上流的機會，走高科技、高增值的再工業化之
路，是大勢所趨，工商界殷切希望政府能有新思維，
順應時代潮流，大力推動再工業化，造福市民。此次
施政報告全力發展創科和加速再工業化，宣佈再投放
280億元在大學研究、再工業化、公共服務應用科技和
加強創科氛圍等工作。當中包括向研究基金額外投入
200億元，加強大學研究實力；成立30億元「研究配對
補助金計劃」，及額外提供20億元予科技園覓地，用
以在工業邨尋找合適土地，為專項先進製造業建設所
需生產設施。

再工業化促產業升級
林鄭月娥表示，高端製造業同時有利提升工商業界

對研發的資源投入，令本地大學及科研機構的研發蓬
勃及持續發展，而且高端製造業會為本港創科人才，

特別是年輕畢業生，提供優質的就業機會，讓創科發
展事半功倍。全力發展創科和加速再工業化，有利促
進香港產業升級，扭轉產業空心化局面，也令港人尤
其是年輕人看到希望。
勞資雙方爭拗多年的取消強積金對沖，此次施政報

告政府「落水更深」，終有望解決。施政報告提出，
以劃線方式取消對沖，特區政府將動用293億元設立
「雙層資助計劃」協助僱主過渡。其中第二層針對中
小微企的資助會由12年大幅延長至25年，最遲2024年
落實推行。
林鄭月娥表明，取消對沖事在必行，強調這是「終

極方案」，政府不會再作妥協。對於施政報告宣佈取
消強積金對沖，勞資雙方均表示歡迎。
施政報告還建議將法定產假由現時的10周延至14

周，額外4周產假薪酬維持以僱員平均工資五分之四計
算，政府會為月薪5萬元或以下僱員的額外產假薪酬全
數「包底」，額外4周每名僱員可獲薪酬上限36,822
元，僱主不需補貼任何差額。法定產假增加，這是施
政報告完善家庭友善政策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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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走出去」先要走入香港

特首林鄭月娥發表新一份施
政報告，表示會透過政府資助
特定的中醫藥服務，並提到中
醫藥發展計劃，進一步公佈香
港首間中醫院的運作模式。中
醫院已選址將軍澳百勝角的土
地，將由政府斥資興建，由非
政府機構負責營運。據了解，醫
管局正協助建築署設計醫院佈
局，期望最快今年底招標。香港
中醫藥發展講了很久，現在終於
可以具體落實，值得欣喜。中
醫是中國的瑰寶，是中國文化
的重要部分，中醫要「走出
去」，一定要先走入香港。
2016 年底，十二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通過《中醫藥法》，目
的是加大政府對中醫藥的扶持
力度，藉着「一帶一路」的機
遇，為中醫「走出去」創造契
機。香港實行「一國兩制」，
中醫和西醫在制度上清楚分
開，同時，香港醫療制度和服
務在國際上享有良好聲譽。香
港很有機會成為領先世界的中
醫藥基地，甚至可以配合「一
帶 一路」發展，將中醫業推廣
至全世界。因此，此次施政報
告落實發展具香港特色的中醫
院極富意義。
香港曾經計劃建設中藥港，

最後不了了之。但20年後的今
天，香港迎來中醫藥發展的一
項盛事。今年5月，首屆由香港
註冊中醫學會主辦的「國際中
醫藥香港高峰論壇」召開，吸

引了逾1,200名中醫業及業內人
士出席，眾多中醫藥界的大腕
雲集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出席
了活動並在講話中提到，本屆
政府將推動中醫藥發展作為工
作重點之一，將會落實「中醫
中藥發展委員會」的多項建
議，包括籌建香港首間中醫
院。
前不久，《超訊》專訪了專

程來港出席活動的中國工程院
院士、著名中醫藥專家張伯
禮。作為中國的中醫泰斗，張
伯禮極力支持香港建立中醫
院。張伯禮認為，香港應該建
一間中醫院，規模不一定要非
常大，但是一定要有中醫的特
點；同時，管理上要結合現代
化醫院的制度，病源上要敞
開，不單為香港人，還要為海
外的華僑和外國人，尤其是東
南亞一帶的民眾服務。
近年，中醫藥的療效在國際

上日益受到肯定，中醫在科
研、臨床等方面的成果亦受到
國際關注，香港在中醫走向世
界的角色也成為專家關注的焦
點。張伯禮寄語香港大力發展
中醫藥，他強調：「香港應該
抓住中醫藥『走出去』的國家
戰略機遇，發揮學術、科技、
金融、法制、人才等優勢，助
力中醫藥國際化、現代化和規
範化。」香港應發揮自己所
長，把中醫藥對人類健康的貢
獻發揚光大。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美國「最新時代的放債法」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杜絕「港獨」滲透 肅清校園歪風

近 年 來 ，
「港獨」分子
利用大學生播
「 獨 」 、 煽
「獨」的事件
層出不窮，更
多次造成肢體

衝突，使本該是陽光、文明、
專注學術的大學校園充斥暴力
與對抗，在社會上形成惡劣的
影響，實在令人心痛。學校、
政府應嚴肅處理相關事件，根
除校園「獨」根，重拾大學作
育英才的初衷。
校園裡的「港獨」風氣愈演

愈烈，極小部分學生屢屢犯
禁，衝擊法治。去年中大開學
多處出現「香港獨立」標語，
引致其他大學民主牆出現同樣
標語；今年7月本港8所大學
學生會與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聯
名發表聲明，反對政府依法禁
止「香港民族黨」運作；9
月，中大、教大等多間大學學
生會負責人，在新學年開學禮
致辭時宣「獨」；到近日理工
大學為阻止「港獨」言論發酵
收回部分民主牆管理權，學生
圍堵禁錮師長，學生會「騎
劫」同學聲音，濫用職權散播
「港獨」，背離了成立學生會
的原意。民主牆的初衷是依照
規章為學生、教員提供發表個
人意見的平台，大學學生會則
是代表學生與學校溝通的橋
樑，如今卻統統成為「港獨」

分子用以播「獨」的園地和組
織。
教不嚴，師之惰。大學作為
高等教育機構享受政府資
助，有責任助推社會、文化
發展，將下一代培育為優秀
人才。這些大學生不能珍惜
良好的教育機會和資源，以
學生會身份作擋箭牌鼓吹違
法主張，多次觸碰國家底
線。近來，他們更作出種種
狂妄無禮、目無尊長的行
徑，前有教大學生貼標語辱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
現有理大學生圍堵辱罵校領
導，顯示了校方嚴正執行校
規、處罰教育涉事學生的必
要性。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即便是學生會，也要遵守學校
訂立的校規和守則。
同時，在推動青少年對國家

的認同感方面，政府也應予以
重視。本人一向關心本港青年
人的成長，除了在學業及就業
等方面願予支持和幫助，也鼓
勵他們到內地交流，親身感受
了解自己的祖國。大學生應當
具備社會責任感、國家榮譽
感，學有所成就要為祖國發展
貢獻力量，而不是捲入無止境
的社會內耗上。
「港獨」是不可觸動的紅

線，部分「港獨」分子心懷叵
測企圖滲「獨」入校園，應被
依法嚴肅懲處，讓學校回歸教
育的本質與初心。

莊紫祥 博士 香港友好協進會發展基金會執委會副主席

劉小麗再次被DQ，李卓人在有關消息公佈前匆
忙報名參加立法會九龍西補選。李卓人表示劉小
麗報名至今十日，仍未收到選舉主任查詢或通
知，所以要作最壞打算報名，確保反對派有人出
選九西補選云云。
雖然口中不說，但報名時喜上眉梢，出賣了李
卓人的真實想法。作為敗軍之將，本來政治生涯
已經完結，因為劉小麗被DQ，李卓人突然有重返
政壇的機會，可以領取豐厚薪津，對這個「工會
貴族」而言確實是喜從天降。不過，九龍西任何
人都可以參選，就是李卓人最無資格、最無條
件，反對派押注李卓人注定會輸清光。
一是李卓人出師無名，名不正言不順。他的出選資

格並非憑實力得來，而是劉小麗與幾個反對派大黨
「欽點」，過程完全是「密室操作」、私相授受。過
去反對派如未能協調參選人，都會採取初選來決定
人選，這次李卓人作為PLAN B卻是通過一言堂式
「欽點」，這樣的人根本無資格說代表反對派。
二是李卓人的根據地一向是新界西，過去從來

沒有為九龍西居民做過任何事，工黨在九龍西更
沒有多少樁腳，長期在九龍西不作為。但現在李
卓人在自己老巢落敗，轉過頭就「空降」九龍西
參選，不但毫無自知之明，更是對九龍西居民的
不尊重。更不要說，九龍西居民苦於「假難民」
久矣，而工黨的張超雄由於多年來為「假難民」
爭取「權益」，反對政府所有規管「假難民」的
措施，得到了「難民之父」的綽號。工黨對九龍
西居民不但無做過好事，更令「假難民」問題不
斷惡化，李卓人有什麼資格「空降」參選？
三是以人格人品而論，李卓人在反對派內早已

「有口皆批」。多年來，他操控職工盟、工黨，
在工會內不斷扶植親信佔據高位，甚至他的親人
亦長期霸佔職工盟高層，他名為工會人，實為
「工會貴族」，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至於他過去
曾將黎智英的「黑金」「袋住先」，行徑更令人不
齒，傳媒亦有廣泛報道，這些「黑歷史」已說明李
卓人是一個怎樣的人。他上屆落敗正是選民對他的
唾棄，如果他還有一點自知之明，早應退出政壇，

但他卻戀棧權位，眼見PLAN B資格從天而降，於
是公然推翻自己不再參選的承諾，厚顏地再次出
選，這樣的人有何資格成為市民的代議士。
四是反對派一直表示要「新舊交接」，要推動

新人接班，而反對派亦不斷拿馮檢基的年齡來做
文章，指他不應再參選云云。但諷刺的是，李卓
人與馮檢基是同時代的政治人物，兩人年齡相差
無幾，為什麼馮檢基參選是十惡不赦，李卓人參
選卻是當仁不讓？李卓人這樣的老將難道不應退
位讓賢嗎？
其實，李卓人的參選，背後不過是幾個反對派

大黨的合縱連橫，「欽點」他作為過渡人選，
「卡死」民協，繼而讓民主黨、公民黨將民協吞
食，而李卓人為了兩年的議員薪津，甘當打手，
盡顯其人不堪，也說明反對派的補選部署毫無公
道、毫無民主精神。這樣的反對派，這樣的李卓
人怎可能得到大多數選民支持？
早前已經報名參選九龍西補選的除了劉小麗，

還有馮檢基以及陳凱欣。

李卓人最無資格參加九西補選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據報道，港珠澳大橋將於本月底至下月初開
通；而一個多月後，兩年一度的中國國際航空航天
展，將在珠海舉行。像筆者一類軍事愛好者、研究
者，屆時即可從陸路前往，比從前多了一種選擇、
多了一重方便。
自1990年代始，珠海航展舉行至今已逾20年；
在這10餘屆活動中，得見其點滴進步。
一方面，這固然是主辦方經驗累積所造就的成
果；另一方面，也是過去數十年來，中國航空航天
事業，積小勝為大勝的真切體現。當然，相比起海
外歷史悠久的航展，如英國法恩堡航展、巴黎航
展、莫斯科航展，甚至是新加坡，以及一系列中東
航展，珠海航展在策展、內容、宣傳上，尚有不少
待改善之處，且宜持續努力之。
各國航展各有側重，但主要有三大功能，其一、作

軍備內銷、出口的推廣。其二、展示一國一地之科技
實力。其三、對國民，尤其是青少年進行深耕細作的
國防教育，使之培養參軍、投入科研的興趣，以成為
國防力量持續發展的生力軍。論及珠海航展，以第二
個性質最突出，招商的作用也不少，但在針對青少年
教育方面，或曰親子活動方面，就遠未如歐、美、日
的航空展，或空軍基地開放日。
在2000年前後，珠海航展以航空為主、航天為

輔；及後，由於中國在神舟、天宮、新型長征系列
探空火箭多個項目有所突破，該航展的航天部分也
越來越引人注目。然而，由於航天技術更尖精，出
口潛力卻沒有空軍裝備般大，在珠海展示的大部分
航天產品、模型，技術說明仍然較短淺，未能全面
發揮其教育作用。
在航天以外，近10年來，珠海航展出現了更多

陸軍裝備。在戶外展示場，有眾多與空軍裝備，尤
其是中、大型運輸機共同使用的空降、空投軍備。
在室內展示廳，則有更多更重型的坦克、火炮、導
彈型號。從裝甲突擊到防空作戰一應俱全，吸引了
大批航空迷以外的軍事迷。
在多年前，筆者就與內地軍事迷設想，作為海

天相連的珠海機場，本來就有條件在航空、航天、
陸軍裝備以外，增加海軍艦艇為展品。由於眼前中
國一線驅逐艦、護衛艦、柴電潛艇不只技術先進，
其裝備規模也每每在數十艘之間。抽調同型號一、
兩艘主力艦參與珠海航展，並不會影響解放軍戰備
力量，甚至有利於相關型號的出口，有助中國軍
工、造艦業的發展。若珠海航展能朝此一方向發
展，則更能鞏固其特色。下一個10年，珠海航展
會突出一個「海」字嗎？筆者熱切期待。

珠海航展年逾20 多元發展更上層樓
許楨 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