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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其
局方或相關政府部門是樂意派人員
到校園解釋政府修訂《逃犯條例》
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統稱《逃犯條例》），我完全支持，因為這絕
對是正本清源的做法，一來能夠向學生清楚解說
修例的背景、原因和各種給予被引渡疑犯的建議
保障安排，幫助他們以理性和中肯的態度來分
析、審視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方方面面，辨
別黑白；二來能夠阻止一些與修例有關的危言歪
理入侵校園，避免惡意之人混淆視聽，誤導學生
的理解。
對於近期出現大批以所謂大專院校和中學「校

友」或「舊生」名義發起的聯署簽名反對修訂
《逃犯條例》的行動，楊局長指有學校向他透露
根本與學校無關，最多部分聯署是由非常少數的
個別校友的行動。若然屬實，這些聯署行動有可
能是反對派的陰謀，試圖魚目混珠，製造假象，
讓香港，甚至國際社會誤信反對修例的人佔大多
數。幸好有「被」聯署的學校陸續發聲澄清從未
支持聯署行動，這些學校敢於出來駁斥謊言，真
的難能可貴，值得讚許，亦能夠以正視聽。

我作為香港中文大學校董，反對將追求知識的
和平、寧靜校園作為政治鬥爭的殺戮戰場。大家
還記得數年前開始「港獨」分子滲透校園的劣行
嗎？他們利用校園作為播「獨」平台，荼毒單
純、天真的學生，並向他們宣揚以勇武之力表達
訴求，結果造成社會不安寧，最終促成2016年
年初一晚的旺角暴動事件，今次若大家容許反中
亂港分子將校園捲入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之
中，香港的繁榮安定必受到破壞。
今次這一波所謂學校校友「聯署」，其實是

反對陣營的策略部署行動，若不加以反擊，我
們的下一代便很容易變成無辜的政治鬥爭棋
子。我相信大家都不希望見到我們的青少年受
到荼毒，因此應該大力支持教育局向學校解說
修訂《逃犯條例》的目的和意義，以釋除學生
的疑慮。

朱鼎健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在特朗普訪問日本期間，按照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的特意安排，特朗普與安倍晉三一起視察了橫
須賀海軍基地，並一起登上日本海上自衛隊「加
賀」號直升機航母。「加賀」是日本兩艘直升機
航母中的一艘，日本計劃將其改為真正的航母並
在其上部署總數20架的短距垂直起降F-35戰鬥
機。
特朗普登上「加賀」號直升機航母完全是應

日本之約，日本希望借特朗普登艦之實來實現
海上力量的現代化。按照戰後安排，日本被美
國限制不允許擁有航空母艦等敏感裝備，但如
今的美國現任總統既然親自登上了準備升級改
造的「加賀」號，並發表講話「同意日本的航
母改裝計劃」，這就說明美國不僅不反對日本
有航母的事實，還會通過售賣F-35戰鬥機協助
日本升級改造航母。這對日本來講就是一個重
大的政治突破。沒有航母的海上力量不是真正
的遠洋海軍，而日本就是要打造與經濟大國地
位相適應的軍事大國地位，但這必須得到美國
的首肯。

購105架F-35戰機交換美鬆綁日本
當然，無論是「出雲」還是「加賀」，都是半

路出家的小型航母，並不符合日本對大型航母的
迫切需求。但只要美國開了綠燈，日本將會很快
獨立設計並建造出遠遠優於「出雲」級的大型航
空母艦，畢竟人類歷史上第一艘真正意義上的
「鳳翔」號航母就出自日本。當然，日本也一定
會把自己為何要建造航母的「鍋」甩給中國，因
為中國已經有了兩艘航母。
小步快跑，逐漸擺脫《和平憲法》限制的關

鍵，始作俑者就是美國要鬆綁日本，讓日本可以
成為軍事大國、軍事強國。因此，特朗普強調
「加賀」號將能協助這一寬廣地區免受各種威
脅，就是再給日本做背書，允許日本擁有進攻性
武器。不過安倍為了得到特朗普的肯定也是出手
闊綽，允諾特朗普購買105架F-35隱身戰鬥
機。當然，日本如此大方出手討好特朗普，還是
希望借助美國的鬆綁，讓安倍在任內能修改《和
平憲法》。
但讓人擔心的是，特朗普不太懂二戰歷史，人

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航母海戰就是發生在美日兩
國海軍之間，不可一世的日本海軍最終被美國海
軍徹底擊潰了，從此徹底喪失了海上霸權，淪為
二戰的戰敗國。一旦日本再次做大海軍，或許倒
霉的將是昔日的美軍對手，「幾箭之仇」，日本
如何輕易忘卻。養虎遺患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美為利益鬆綁日本等同放虎歸山
當然，特朗普雖不懂二戰歷史，但很精明，很

現實，希望能與日本做利益交換，絕不吃虧。在
歷史問題上可以妥協，但日本必須在現實問題上
作出重大讓步，這種利用現實利益換取日本的政
治權益，特朗普認為美國只賺不賠。同時，特朗
普也多少警告了日本，橫須賀基地是美日共用基
地，美國的航母要遠超「加賀」。

日本購買美國大量軍事裝備肯定是必須的，提
高駐日美軍分擔費用50%也是特朗普要安倍馬
上兌現的事情。儘管特朗普口口聲聲強調「美日
同盟」的重要性，但沒錢支撐的美日同盟是不牢
靠的，這就是特朗普眼裡的正常邏輯。所以一方
面在軍事上撈好處，另一方面在日美貿易談判
上，特朗普也不會讓步，逼日本妥協。

雖然特朗普和安倍一起登上了日本軍艦，相信
二人依舊是「同船異夢」，各取所需。安倍毫無
疑問在想日本的未來政治走向，特朗普一門心思
在想日本要盡快作出妥協，讓自己能有所收穫，
不虛此行。二人表面上一團和氣，內心或是相互
指責、攻訐，也未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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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做「死硬派」沒有出路
從政者遵守憲法、效忠國家是基本政治倫理，在這次圍繞修訂《逃犯條例》的政治

角力中，反對派為推倒《逃犯條例》修訂，公然勾結外部反華勢力，干預修例，抹黑

「一國兩制」，向特區政府施壓，這些行為與出賣國家和香港利益無異。香港社會一

直期望反對派能夠轉化為尊重憲制、維護港人和國家利益，效忠國家和香港的「忠誠

反對派」。但從這次修例風波中可以見到，反對派不但拒絕成為「忠誠反對派」，更

明火執仗地站在國家、香港利益的對立面，成為名副其實的「死硬派」、「禍港

派」。這場風波讓港人看清反對派的真面目，在「一國兩制」下「死硬派」並沒有出

路，看看「港獨」派已成過街老鼠就可知道。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以至港澳辦
主任張曉明和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近日先後就《逃犯條例》修訂
發聲，表明特區政府提出的「兩個
條例」修訂，符合基本法相關規
定，有利於彰顯香港社會的法治和

公平正義，中央政府完全支持特區政府的修例工
作。中央對於修例的重要表態，有助香港社會各
界進一步全面了解中央力挺修例、維護本港良好
法治、繁榮穩定的決心，也令市民理性看待修

例，抵制反對派的抹黑誤導。

反對派挾洋自持
然而，中央的表態卻引起反對派

的激烈反應，竟指責中央就
修例表態是「干預」香

港 內 政 ， 損 害
「一國兩

制」。反對派的指控荒謬之極，修訂涉及兩地事
務，中央就事件表達立場理所當然，也有助外界
了解中央看法，反駁反對派的造謠與誤導，這是
「一國兩制」下的應有之義。反對派一方面將中
央的表態抹黑為干預，但另一方面卻將外部勢力
的干預視為「關心」。在這次修例中，反對派政
客更罔顧自己香港立法會議員身份，樂此不疲地
到外國唱衰修例，唱衰「一國兩制」，更「邀
請」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對特區政府指手畫
腳，施加壓力，而反對派則為外部勢力提供「彈
藥」，在後面搖旗吶喊，洋洋自得地挾洋自持。
基本法規定，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

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但現
在反對派在宣誓時說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但轉過頭，就到外國
「述職」、「哭秦庭」，要求外國介入施壓，甚
至呼籲外國政府制裁香港，打遏中國政府，這些
行為說明他們從來沒有真心效忠香港，沒有真誠

擁護基本法。

反對派走上「死硬派」絕路
過去，香港社會輿論一直對溫和反對派有一定

期望，希望他們能夠成為「忠誠反對派」。具體
而言，「忠誠反對派」有兩大特點：一是認同現
有的制度、憲法、主權。二是不會因為黨派之見
而犧牲國家的利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凌駕於黨
派利益之上。為此，社會都期望溫和派能夠轉化
為「忠誠反對派」，然而，反對派反而愈行愈
激，甚至不惜為外力打壓香港、遏止中國崛起輸
送彈藥，赤裸裸地破壞「一國兩制」。這已經不
是為反而反的問題，而是政治效忠的問題，
說明反對派已經走上「死硬派」之路，徹
底淪為外部勢力的反華棋子，結果只
會將自己引入絕路，在香港社
會進一步被邊緣化，泡沫
化必定是唯一的結
局。

上任之初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奧巴馬，任內
最大安全建樹，就是促成伊朗棄核。但是，相關
政策並不為美國在中東的兩大盟友—以色列和沙
特認可，由此，更爆發華府與國內外猶太人、遜
尼派阿拉伯人最大信心危機。及後，從參與黨內
初選到入主白宮，都以「反奧巴馬」標榜的特朗
普，首個出訪地即選擇沙特與以色列。自此，美
國對外重心，又放回中東。

以此為背景，特朗普任命原為石油大亨、熟悉
中東與俄國的蒂勒森為首位國務卿。而執掌國防
部的馬蒂斯，原為駐中東美軍司令。然則，在過
去一年間，兩人先後掛冠求去，雖然白宮、國務
院、五角大樓對中東的關注依舊，但如何處理
「沙特—伊朗—以色列」敏感、多變的關係，就
愈發顯得乖張。華府繼退出德黑蘭棄核協議後，

更加強制裁進口伊朗石油的世界各國企業。
問題是，從奧巴馬到特朗普，過去十年間，中東

及與之相關的環球態勢，變化深刻迅速。比傳統共
和黨更偏袒、更右的路線，還是否行得通？小布
什、奧巴馬任內，先後推翻薩達姆、掀起「阿拉伯
之春」，導致「伊斯蘭國」在伊拉克、敘利亞內戰
中崛起，本來坐困愁城的莫斯科、德黑蘭，順勢南
下、西進，從而形成了俄軍、伊朗訓練的什葉民
兵，在伊拉克、敘利亞長期存在。
從此，「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等

什葉諸國，在俄國支持下，史無前例地連成一
片。特朗普若為了以色列、沙特而動伊朗，勢必
牽連上述諸國，人心向背隨時反噬。由於美國外
交、軍事力量在中東的進進出出、幾無定勢，俄
羅斯與伊朗在綜合國力大幅萎縮的十年間，卻在

什葉地帶找到空間，穩固擴張勢力。
因此，比起此前任何一位總統，特朗普此刻攻

打伊朗代價更大。俄國在軍事上支持伊朗，在石
油出口上，彼此卻是競爭者。俄羅斯不是油組成
員，特朗普擴大制裁伊朗石油出口，間接造福普
京。受美軍保護的國家，如日本、韓國，已即時
減購伊朗石油。在政治、國防上獨立的其他印太
大國，如中國、印度，卻尚未聽令於美國。

眼前，特朗普不只在科技貿易戰中對華極限施
壓，也希望針對印度工業製成品徵稅，減免後者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最惠國待遇。為了國家尊嚴和
長遠發展利益，北京與新德里，實在難以配合特
朗普針對德黑蘭的政策。在安全上得到俄國支
撐，在經濟上得到中、印輸血，伊朗自然不會隨
隨便便屈從特朗普了。

特朗普左右開弓 德黑蘭拒絕屈從
許楨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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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在台灣爭奪下一屆大位人
士的民調中一直處於落後狀態，她

為了保住最高權力可謂不擇手段。其中最為重要
的是利用中美貿易戰的大環境，打美國牌，傍美
國鷹派，不斷衝擊「一個中國原則」的紅線。蔡
英文自以為得計，孰料實則結果必定是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不會有好下場。

美鷹派頻打「台灣牌」衝擊紅線
近期台灣與美國關係出現了很多「首次」，包括

首次將台灣及美國並行納入官方機構名稱、首次實
現美台斷交後同白宮國安顧問的會晤、首次台美
共同與邦交國官員會晤。近一個時期，特朗普在
中美貿易戰中除「極限施壓」之外，還頻頻打
「台灣牌」制約北京。美國國會通過了象徵意義
堪比《台灣關係法》的《台灣旅行法》，並將未
獲通過的《台灣安全法》條款寫入《國防授權法
案》。美國國會親台議員也借機加大了訪台的頻
率。特朗普的鷹派幕僚、白宮國安顧問博爾頓同
台灣「國安會議秘書長」李大維5月在華盛頓的
秘密會晤，直接衝破美台之間不允官方接觸的紅
線。博爾頓2018年曾計劃訪問台灣，但因特朗普
政府當時忙於同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會晤，在朝鮮事
務上有求於中國，故而這一計劃最後被迫取消。此
次博爾頓在華盛頓秘密會晤到訪的李大維，實際上
是通過實際行動執行國內新通過的《台灣旅行
法》，以踩「紅線」的方式向北京施壓。

博爾頓一直在美國政壇扮演好戰角色。博爾頓
擔任國安顧問前後，基本上都在推行自己的理
念，包括宣揚「中國軍事威脅論」。最重要的
是，博爾頓一直質疑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傾向於將台灣納入美國第一島鏈，在台灣駐軍，
給予美軍在亞太部署的更大靈活性和機動性。蔡
英文政府一方面公開宣傳維持兩岸現狀，現在又
在行動上和博爾頓這樣的好戰人士保持熱絡，並
將其視為台灣在「外交」上取得的成績，只會挑
動兩岸神經，為台海局勢增加不穩因素。

「台獨」必然導致戰爭已成島內共識
事實上，自從去年「九合一選舉」蔡英文領導的

民進黨大敗，她不得不辭去民進黨主席之後，民望
一直低企於二成多，從年初至今一系列民調結果
都顯示，她若然堅持參加明年的大位之戰，不但
輸給同陣營的賴清德，也輸給白色的柯文哲，以
至敗於韓國瑜和郭台銘手下。故此，蔡英文表現
得異常焦慮，不斷使出陰招，包括在民進黨內部
為了使自己能夠打贏賴清德，不斷修改民進黨的
初選遊戲規則，包括一再推延和修改民調的取樣
選項等等。至於對美，蔡英文更是「投懷送抱」，
藉美國打「台灣牌」而大打「美國牌」，到了無所
不用其極的地步。在特朗普與金正恩會晤之時，蔡
英文還要求與特朗普再次通話。只是，特朗普礙於
其時還有求於北京予以拒絕。
筆者認為，蔡英文在此次台灣大位之爭本來就

有二大死穴：第一，就是和大陸對抗，搞不好兩
岸關係，使馬英九時代兩岸營造的和平發展局面
被嚴重破壞，韓國瑜掀起的「韓流」說明島內的
主流民意還是經濟民生為上，這也是蔡英文民意
低迷的原因；第二，蔡英文還背負了「廢核」的
包袱，不可能改變台灣缺電的瓶頸而制約島內工
業再起飛。就此，偏偏被藍營抓住，要求重啟
「核四」。故此，蔡英文對台灣主流選民的不可
改變的烙印就是無法搞好經濟民生。所以，她只
能求救美國，問題是，這樣將更加把台灣推向危
險的邊緣。
「台獨」必然導致戰爭。這，其實在台灣島內

也形成了共識。筆者相信，蔡英文大傍美國鷹
派，肆意衝擊兩岸關係的紅線，已經引起台灣主
流民眾的焦慮。老百姓不是傻子，他們知道蔡英
文上台之初口口聲聲「維持現狀」，就是不能像
李登輝引發台海危機和陳水扁被美國視為「麻煩
製造者」那樣。可是，如今蔡英文卻似乎圖窮而
匕首現，實際是往自己原來也不願去的坑裡跳。
如此，台灣善良的民眾會支持她嗎？
再者，美方其實也還有明智派存在，也不是任

由鷹派為所欲為。美國熟知兩岸政策的包道格日
前登門拜會高雄市長韓國瑜，包提醒台灣不要做
一個「意外製造者」，韓國瑜則說他絕不會帶領
2,300萬人走向危險道路，台灣絕對不能當麻煩
製造者。這也說明，蔡英文也是美國隨時可能拋
棄的棋子。

蔡英文傍美鷹派只會搬石砸腳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繼早前反對派在立會以武力大搞破壞、阻礙
開會後，他們繼而提出要與行政長官就《逃犯
條例》修訂進行電視辯論。反對派死心不息要
繼續阻撓《逃犯條例》修訂，一再將事件政治
化，更對特首林鄭月娥提出「不信任動議」，
再借討論動議時大肆抹黑修例。提出動議的民
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聲稱，修例破壞「一國
兩制」，是將港人送到內地「滅口」，損害
「一國兩制」。
反對派動作連連，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借電

視直播呼籲其支持者參加6月9日的示威遊行。不
論辯論過程和質素如何、理據如何，他們只關心

可否利用電視辯論宣傳自己。行政長官回應這種
討論只宜在立會進行絕對正確。反對派最為希望
炒熱政治議題，將氣氛延至區會選舉甚至明年立
法會選舉，以2003年的路線為藍圖，再以2014
年當年違法「佔中」時反對派將資訊向社區廣播
為手段，達到區會立會選舉時議席得以擴張。
反對派現正進行所謂各區各界簽名運動，騎劫

學界，明顯就是眼見「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簽
署人數急增，他們即時東施效顰，卻既沒有公佈
統一的簽名數字，亦沒有統一組織。他們認為是
「落地開花」，其實只是雜亂無章。
反對派利用立法會，以及傳媒去炒熱這場政治

議題。當然還有更多的是外國議會的配合，以
「公開信」的形式支持反對派的活動。試問如
果我們香港立法會議員向英美領袖發表「公開
信」以圖干預以及改變當地政府行政政策或施
政會達到什麼效果? 他們的用意是十分簡單，
就是找幾個外國議員來「代表」外國政府，做
出好像外國政府都同樣站在反對派的立場一樣
反修例。以外國議員來為自己壯膽，造成了像
是有多國支持的假象。現時民意十分清晰，追
求公義的意志十分強大，反對派的橋段和非理
性手段將近衰竭，就讓他們看清楚民意反撲的
動力。

反對派動作連連博炒熱政治氣氛
季霆剛 浙江省政協特邀代表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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