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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已經到來，面對新的一年，香港市民真正
的憧憬和期盼，是社會安定、和諧繁榮，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重振香港、再創輝煌。

回望已過的2019年香港面臨的複雜及嚴峻局面，
社會動亂給香港造成前所未有的重大損傷，形象遭損壞、經濟遭打
擊、法治遭重創、社會遭撕裂、和諧遭破壞、發展遭阻礙等。

香港市民一定要擦亮眼睛，分辨是非，了解真相，不受矇騙，
真正看到這場動亂的本質是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與本地反華勢力
的聯手，藉修例風波以達到更大的政治圖謀。整件事情是在中美戰
略博弈及台海局勢日趨緊張的大環境之下發生的。再加上美國通過
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不但令美國有國內法作為工具來插手
香港事務，本地反華勢力也會不斷拉攏外部勢力延續鬥爭。
除外部鬥爭外，香港內部政治衝突也無法避免。此次修例風波所

引發的政治對立和政治仇恨暫難化解，反對派的「五大訴求」還有
四項未滿足，他們會持續藉此機會鬥爭。在反對派看來，延續武力
衝突就能延續部分人對特區政府和警察的仇恨，有利他們今年的立
法會選舉。再加上今年香港經濟依然惡劣，反對派又會挑撥更多
「反政府」情緒，並將加強阻撓政府施政，藉此引發民眾對政府不
滿。總之，這一切都是內外反華勢力的圖謀，其用心險惡，圖謀搞
亂香港，影響內地。香港是我們的家，作為香港市民，決不能允許
任何損害我們家的行為延續下去，否則最後受傷害的就是我們自
己。
我們相信並值得樂觀的是，修例風波中有不少人是因內外反華勢

力的宣傳，而形成一種所謂過度又沒有事實根據的恐懼和仇恨。經
過長期暴亂後，越來越多人會逐漸認識到這場暴亂背後的本質，並
意識到繼續鬥爭下去只會令香港承受越來越多損失。而且此次中央
並無插手，這讓之前宣揚「中央要摧毀香港」「要損害香港高度自
治」「要破壞『港人治港』」等論述，越來越站不住腳。因此部分
人會對反對派所灌輸的恐懼感，作出基於現實的思考。

相信市民對暴力衝擊的取態會有重大轉變，而這種變化一定會出
現。時間越長，民眾越能看清楚暴力的本質，以及香港的核心利益
在哪，這將對反對派越來越不利，也離他們所希望達到的目標越來
越遠。
只要大家齊心協力反暴力，不讓暴力繼續蔓延，香港一定能重回

正軌。以往香港都能克服困難、轉危為機，相信只要大家齊心努
力，定可跨過當前困難。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發表新年賀詞時表示：「沒有和諧穩定的環
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真誠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香港
繁榮穩定是香港同胞的心願，也是祖國人民的期盼。」這是深情關
懷，這是真誠祝福，這是殷切希望！在新的一年，我們同向、同
行，「只爭朝夕，不負韶華」，同心再出發！

2019年剛過去，相信持續半年的
修例風波必定是所有香港人心中的

十大事件之首，若真心想收拾殘局，首要任務是認
清問題和發現問題核心。但我發現不同政治立場的
朋友對這次事件的認識南轅北轍，相信即使成立獨
立調查委員會也未必能找到共識，我悲觀地認為香
港能圓滿解決事件的機會相當渺茫。
首先是對事件本質的認識，在區議會選舉中幾乎全軍盡墨的建制

中有人形容這次修例風波是海嘯，大浪來襲無一倖免，天真地以為
潮水退卻便回復平靜，可以慢慢在海灘上收拾殘軀，重建一切。如
同2014年違法「佔中」後，大部分建制中人對後「佔中」社會形
勢非常樂觀，覺得普遍市民是真的厭倦了回歸多年來不停的社會運
動，求穩定求經濟發展是最大共識，只要繼續沿用「選舉為上」的
老路，其基本盤會穩中向好不斷壯大。
的而且確，違法「佔中」失敗後，傳統反對派與激進新興力量因

「佔中」路線策略產生矛盾，積怨加劇導致香港社運表面上進入低
潮時期，多場選舉結果亦顯示泛民、建制支持度由回歸初期的
60：40之比，變成近年的52：48均勢，2018年兩場立法會補選
建制派更是贏得漂亮。
實情是違法「佔中」運動令香港實現了真正的範式轉移，「違法

達義」的種子已經在社會散播，經過一場政治運動的教育，反政
府、反中央的力量已然壯大，只因老反對派與年輕本土的分歧讓建
制產生了反對派勢力減弱的錯覺。建制派仍以選舉成敗來衡工量
值，鮮有科學地分析選舉結果及社會民情，更沒有直面香港病入膏
肓的管治問題及社會問題。
事實上修例風波是一場核爆，積聚多時的民怨及矛盾因特區政府

的失誤終於找到爆發點，蘑菇雲散去後，放射性物質會深入土壤水
源之中，影響延綿數代，可能會產生新的物種，改變生態循環的結
構。面對一個變種的社會，建制派怎能用老思維、老模式來應對
呢？

反對派拉布玩殘內會就是玩殘市民
在反對派的瘋狂拉布下，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經過11次會議，浪

費了11次寶貴的會議時間，仍然未能選出內會主席。反對派為什

麼要在內會發難？這是因為在區議會選舉後，反對派政客吃了暴徒

的「人血饅頭」，暴徒一邊入監牢，反對派一邊入議會，為了表示

沒有忘記暴徒，沒有過橋抽板，反對派隨即在立法會上發難，以最

安全、對自己最無損失的拉布手段，表示對暴徒的呼應。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一直以來建制派為了向反對派表示善意，都會將
內會副主席讓予反對派，去年就由公民黨的郭榮鏗
出任，當時的原意是希望他能夠發揮橋樑作用，協
助政府、建制派與反對派的溝通。然而，郭榮鏗卻
沒有盡好內會副主席的責任，反而愈走愈激，配合
激進派的攪局拉布。建制派讓出副主席是為了令會
議更加暢順，但郭榮鏗卻利用副主席職位攪局，這
樣，建制派自然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再讓位予郭
榮鏗。但郭榮鏗不但沒有反省，反而惱羞成怒，與
反對派在內會瘋狂拉布報復，他更利用主持身份不
斷阻礙內會選正副主席工作，放任反對派議員發言
拉布，不斷拖延時間。郭榮鏗利用主持權力監守自
盜，正說明他根本不具有擔任內會副主席的資格。

內會猶如立法會「大腦」
反對派企圖玩殘內會，實際是在玩殘香港，玩殘

市民。內會是立法會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委員會，負責
立法會大會的各項準備工作，並且審議已提交立法會
的法案，內會更可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該等法案，或
委任小組委員會對一些附屬法例進行更詳細的研究；
內會又可將關乎立法會事務的政策事宜交付有關的事
務委員會研究。簡單而言，內會是整個立法會的「大
腦」，如果內會長期被反對派拉布癱瘓，沒有主席之
下，各項法案將大量積存而未能提交大會表決，立法
會將失去立法功能，而大量關係經濟民生的法案也會
被阻礙，香港發展也會陷入「空轉」。
顯然，反對派拉布玩殘內會，目的就是要「攬

炒」香港。反對派議員每日照樣領取大筆薪津，但
卻拒絕承擔議會審議法案工作，並且以癱瘓議會作
為政治籌碼，這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香港經濟困
境已經迫在眉睫，香港的發展也不能長期空轉，政
府的各項政策都需要通過訂立法案的方式落實。

在《議事規則》修訂後，各委員會主席都擁有「剪
布」權力，反對派知道要拉布不易，但依然死心不息，
不斷鑽空子尋找拉布空間，現在竟然利用選主席這個
正常程序進行拉布，內會已經浪費了11次會議，也不
知還會拉布多久，每拉布多一日，香港就會失去更多
的時間和機遇，香港的發展以及市民利益將因為反對
派的無理拉布而受損。這種損人不利己的拉布在全世
界都不會出現，唯獨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卻猶如「政治
風土病」般陰魂不散，這說明反對派人從來沒有關心
過香港利益。

內會不可長期無主席
內會不可長期無主席，立法會更不能因為反對派拉

布而無限期「空轉」，但反對派接二連三地利用主持
權力，配合拉布，玩忽職守，立法會是否難奈他們何？
答案是否定。從短期而言，內會長期不能產生主席，

最好的解決辦法，是繼續由上屆內會主席李慧琼重新
主持，重新制訂議程，先處理其他急切事務，再進行
選舉工作。《議事規則》表明內會主席任期到新主席
當選為止，而並非跟大會會期，意味現時李慧琼仍然
是內會主席。現在內會癱瘓了，現時身為內會主席的
李慧琼，當然有權力解決困局，先暫停選主席，集中
處理法案事宜，待急切的議案處理完成後再進行選舉。
有關安排可以先在內會進行表決，得到過半數支持就
可以實行，郭榮鏗並沒有資格阻止。

長遠來說，反對派利用主持一職拉布，是越權、
濫權行為，建制派應再次修訂《議事規則》，限制
主持的權力，包括必須在首次會議完成選舉，會議
要直到產生正副主席後才能完結；甚至可研究由立
法會秘書負責有關程序，減少反對派攪局空間，否
則立法會長期空擺，香港發展空轉，全港市民都
會被反對派玩殘。

距離新一屆區議會選舉結
束已有一個多月，香港社會

仍未能從修例風波之中得到解脫，中小企特
別是零售業界別的生意尤其慘淡，可以預見
將會出現大規模的裁員結業潮。修訂《逃犯
條例》草案原意是要完善本港罕見的法例缺
陷，卻因為有指政府在宣傳和諮詢等方面有
所不足，引發一系列的遊行以至其後的示威
活動。目前因為示威活動令香港旅遊業受
創，社會各行業生意冷清，實非香港市民所
樂見。事實上宣傳不足僅表面原因，更深層
次的理由是外力影響以及港人在政治炒作丶
抹黑下對內地執法的誤解。
破紀錄逾7成的投票率令是次區議會選舉

的政治版圖大洗牌，建制派失去了不少議
席，這並不是因為本港市民不怕暴徒和破壞
者，而是他們對內地法治存在憂慮。本港年
輕人之所以對修訂逃犯條例如此抗拒，主要

是對內地法治並不熟悉，甚或不信任，香港
社交網站也有不少帖文不時流傳在內地的偏
僻省份，執法者仍會以有罪推定的方式處
事。這些對內地法治的疑惑或恐懼都會影響
到港人的信心，擔心修訂條例之後會損害到
本港賴以生存的優質法治和營商環境。
無可否認，內地法治仍然存在可以改善的

空間，而香港人重視法治，對於香港擁有健
全的法治尤其自豪，企業家只要嚴守本港法
律，就能安心經營，養活公司多個大大小小
的家庭。國家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香港健全的法治正好可以作為借鑒，讓
內地法治可以完善並與國際接軌，尤其香港
的發牌制度清晰，擁有牌照金融機構的經營
指引明確，一眼就能看清如何屬於合規合
法，如何算作違規違法，企業家以至旗下員
工可以清晰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絕不能
做，有法可依，有規可循。

本港在大灣區發展規劃當中有能有效與
國際接軌的優勢，無論在法治或經濟層面，
香港在國際社會的認同程度均在粵港澳大灣
區城市中名列前茅。粵港澳大灣區要在國際
社會中發光發亮，超越現存三大灣區，就必
須作為最先進的區域來發展規劃，以公開透
明的法治讓企業家以至一般市民大眾在此安
心生活，民心安定經濟自然向好，經濟好很
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所以完善並維護健全的法治是重中之重，

所有法律條文和審訊方式要公開透明。犯了
法是要處罰，但必須要清楚說明犯的是什麼
法，要有依有據，不可胡亂執法，讓人不明
所以。公開透明的法治和執法方式，能讓市
民安心，商家放心，同時能讓國際社會信任
粵港澳大灣區的營商環境，有效吸引外資進
駐，從而重新建立香港對大灣區以至內地的
信任。

認清市民憂慮 完善法制解困
詹美清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會長 香港工會聯合會法律顧問

美國擊斃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特種部隊
「聖城旅」高級軍官卡西姆·蘇萊曼尼少
將，波斯灣上空戰雲密佈。美方強調，這
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發動的襲擊，五角
大樓強調這是「為保護美國駐外人員而採
取的決定性防禦行動」。此外，特朗普總
統發了一張只有美國國旗的無字推文。伊
朗方面的反應極其強烈，稱美方行動是
「國際恐怖主義」，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
伊、伊朗軍方和外交部均聲稱要對美國實
施嚴厲報復。
美國對伊高級軍官實施打擊，非興之所至

而是刻意為之。12月29日，美國對伊拉克
什葉派武裝進行了襲擊，導致至少25人死
亡和50餘人受傷。襲擊發生後，伊拉克人
發動了針對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館的示威行
動。對此，美國認為伊朗是幕後策劃者。雖
然伊朗表示不背鍋，但美國還是對蘇萊曼尼

動手了。白宮和五角大樓一直認為，伊拉克
和敘利亞針對美國軍隊和人員的襲擊，都是
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武裝分子所為。

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美伊已有數十年積
怨。美國將伊朗視為中東頭號敵人，利用以
色列作為反伊先鋒，在中東組成遜尼派反伊
同盟。伊朗發揮什葉派國家的影響力，在敘
利亞和伊拉克利用什葉派武裝構築自己的防
禦陣線，也符合美伊連橫合縱的地緣政治現
實。伊拉克什葉派武裝，也拜美國伊拉克戰
爭所賜。美國以莫須有名義顛覆的薩達姆政
權，確保了遜尼派在伊拉克的主導權。美國
顛覆了薩達姆政權，伊拉克陷入政治混亂、
宗教衝突和伊斯蘭國（IS）孳生。因此，親
伊朗的伊拉克視什葉派武裝，是美國伊拉克
戰爭的副產品，這對美國而言是極大的諷
刺。
蘇萊曼尼在整合伊拉克、敘利亞和中東地

區什葉派武裝方面頗有成效，因此頗得伊朗
上層的青睞和伊朗人的喜愛。面對拋棄伊核
多邊協議、對伊重啟全方位制裁且陳兵波斯
灣的美國，蘇萊曼尼利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
什葉派反美力量，紓緩了伊朗的國內壓力。
對伊朗而言，蘇萊曼尼是伊朗的民族英雄。
但對美國而言，蘇萊曼尼則是美國在中東的
眼中釘肉中刺。拔去蘇萊曼尼這顆釘子，能
夠確保美國軍人、外交官和美國公民的安
全。
美國炸死蘇萊曼尼少將只是給伊朗一個教

訓，伊朗的報復也會維持在一定限度內。也
有觀察者認為，特朗普製造這場襲擊，也是
為了轉移國內視線，以化解其面臨的彈劾危
機。不管如何，美伊衝突加劇為2020年的
中東局勢埋下了危險的種子。各種擦槍走
火，對美伊兩國、中東地區和全球都是壞消
息。

特朗普拉開美伊「潘多拉魔盒」
張敬偉

海
嘯
與
核
爆
的
分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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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歲末到2020年年初，中東局勢發
生了突變，美國從保守戰略轉向攻勢戰略。
首先，美軍軍事打擊什葉派武裝組織「真主
黨旅」。其次，美軍成功「斬首」伊朗「聖
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將軍。對此，伊朗發
誓要報復美國的國際恐怖主義行為。鑒於伊
拉克形勢十分危急，美軍已加快撤僑並強化
在中東軍事部署。
特朗普之所以急於對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伊

朗「聖城旅」和「真主黨旅」動手，關鍵在於
美國在伊拉克的既得利益岌岌可危。近年來，
伊朗在伊拉克動作頻頻，導致美國對伊拉克局
勢漸趨失控。自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後，美
國主導規劃了伊拉克戰後政治安排，儼然把伊
拉克當作美國的戰利品。但在特朗普首個任期
內，伊朗反過來對伊拉克實施「什葉派顏色革
命」，導致伊拉克有變天的政治風險，這就會
讓特朗普丟失選票，氣急敗壞的特朗普必須奪
回對伊拉克的控制權。

美打擊「聖城旅」「真主黨旅」劍指伊朗
這次被襲擊的「真主黨旅」隸屬於2014

年成立的伊拉克「人民動員組織」什葉派民

兵武裝。由於在打擊「伊斯蘭國」的戰鬥中
發揮了重要作用，「人民動員組織」於
2018年3月被編入伊拉克安全部隊，直接聽
命於國防部，領受與安全部隊相同的待遇，
包括軍餉、晉升和訓練機會。但美國認為該
組織與伊朗關係緊密，長期接受伊朗的訓練
和支持，因此很早就宣佈伊朗「聖城軍」和
「真主黨旅」為恐怖組織。對美國而言，打
擊「聖城軍」和「真主黨旅」就是反恐行
動。但此舉必然招致什葉派強烈反對，尤其
是伊拉克政府已經「招安」什葉派武裝組
織，無論是之前的以色列還是美國，只要打
擊「真主黨旅」就是打擊伊拉克安全部隊。
同樣，被美軍打擊的「聖城旅」隸屬於伊朗
伊斯蘭革命衛隊，屬於海外特種作戰部隊，
肩負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對抗美軍，以及培訓
包括「真主黨旅」在內的什葉派民兵武裝。
因此，美軍打擊「聖城旅」和「真主黨旅」
都是劍指伊朗。

但問題遠不止這麼簡單。美國和伊朗幕後
博弈，什葉派對美國天然不信任，縱然是什
葉派人士擔當總理，但再如何親美也擺脫不
了伊朗的深刻影響。在美國看來，如果不遏

制伊朗在伊拉克的政治和宗教影響力，伊拉
克必然會倒向伊朗，美國的努力都會付之東
流。同樣，在伊朗看來，必然要把美國從伊
拉克趕出去，讓什葉派佔多數的伊拉克成為
伊朗的戰略盟友。雙方既在波斯灣、也門博
弈，也在敘利亞博弈，但其重點區域則是伊
拉克這個關鍵國家。
美國在關鍵時刻打擊「真主黨旅」和「聖

城旅」有多重考慮。一是打擊並削弱什葉派
武裝組織，反對不親美的總理人選，反對伊
拉克把什葉派武裝納入安全體系。二是借此
警告什葉派和親伊朗的遜尼派不要與伊朗交
往過密，否則將會失去美國的政治和軍事支
持。三是警告伊朗不要過度插手伊拉克內部
事務，美國堅持把伊拉克當作自己的戰利
品，不允許他國染指。
特朗普軍事打擊行動本來希望贏得更多選

票，但事與願違，美國貿然軍事行動只能激
化伊拉克內部矛盾，讓伊朗更加深度插手伊
拉克問題。此外，中俄伊三國在阿曼灣舉行
聯合軍演，顯示了中俄不允許波斯灣「生戰
生亂」，更加堅定了伊朗維護海灣地區利益
的決心。

美伊暗戰伊拉克，誰能笑到最後？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