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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水砲，展示了台灣領導人馬英九表達的「保釣寸土不讓、毫不含糊」的決心，在中華民族
保釣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贏得了兩岸四地的高度認同和充分肯定。就在台灣的這次保釣行
動中，大陸也有十艘漁政船、海監船在附近海域靜觀其變，密切留意事態發展，也算是另類
的聯手保釣。日本最擔心、最害怕兩岸聯手保釣。「兩岸聯手的龐大力量，可以不戰而屈日
本之兵。」兩岸當局應聯合攜手，共同打擊日本竊佔中國領土的野心，繼而促進兩岸政治互
信，建立兩岸聯手捍衛主權、漁權的合作機制，更有效地維護兩岸人民的共同利益。

一、台灣果敢行動彰顯保釣決心
此次釣魚島風波中，馬英九一再堅持釣魚島為台灣
固有「領土」
、台灣的附屬島嶼，不是日本的領土。釣
魚島列嶼附近海域是台灣漁民百年以來的漁場，即使
日據時代總督府也指定釣魚島列嶼附近海域為台灣漁
民的作業區域。馬英九強調，「我方捍衛『主權』
、維
護漁權的立場絕不改變」
。日本長期非法驅趕、干擾在
釣魚島海域作業的台灣漁民，本已令台灣漁民強烈不
滿。如今日本政府還企圖「國有化」釣魚島，進一步
巧取豪奪，損害台灣漁民的利益，漁民們當然同仇敵
愾，士氣如虹，發起聲勢浩大的保釣護漁行動。
台灣宜蘭漁民25日前往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宣示漁
權的行動，總共有58艘漁船，292位漁民參與，台灣海
巡署的艦艇全程護航。台灣軍方透露，除了海巡署這
次護漁行動動員十二艘艦艇，國軍也預備了各項方
案，海軍的濟陽級艦兩艘、成功級艦一艘擔任策護、
應援任務，還有空軍飛機警戒待命。這是台灣歷史上
規模最大的一次保釣行動。當天，台灣船隻離釣魚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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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保釣鼓掌 為兩岸聯手加油

台灣數十艘漁船到釣魚島海域宣示主權，台灣海巡署派出大噸位艦艇護航，與日本艦艇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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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距離只有2.1海里，大大突破了日本所設的12海
里的禁區，成功在釣魚島海域實施護漁執法，動搖了
日本所謂擁有釣魚島實際控制權的說法。
最值得讚嘆和鼓掌的是，當日本艦艇向台漁船發射
水砲時，台灣「海巡署」艦艇毫不示弱，同樣以水砲
還以顏色，體現出在關鍵時刻，敢於出手保護人民，
維護民族尊嚴。正如馬英九所言：「我們堂堂正正護
漁，一點也不含糊」。台灣保釣不僅僅止於口頭，還
付諸於果敢的實際行動，清晰明確地向全球炎黃子孫
和世人展現台灣保釣的堅定決心，實在振奮人心。台
灣輿論讚揚：「這次漁船保釣，馬英九擺出強硬態
勢，不惜武力反制，讓人又重新見識到當年那個熱血
保釣的馬英九。」

二、反日保釣已成島內民意共識
這次台灣保釣，也超越藍綠的格局。日本非法侵佔
釣魚島，侵吞釣島漁權，損害漁民利益，保釣如今已
成為台灣的主流民意。備受敬仰的宗教領袖星雲大師
說得好：「釣魚台是中國的，保護國家，護土人人有

南丫島嚴重撞船事故，迄至已造成38人死亡，政府各部門在事
後正夜以繼日搶救傷者，安排善後，追查肇因。在這個時候，就
算政見不合，都應該先放下分歧，支持政府的搶救行動。然而，
在社會上就是有這樣一些人，竟然將慘劇肆意政治化，上綱上線
攻擊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這些走火入魔言行不啻在死難者家屬
傷口上灑鹽，反映這些人為了政治已經失去了應有的道德底線。
其中一個就是當天早上衝擊升旗儀式的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
鋒。當撞船事件發生後，梁振英趕到海怡碼頭視察情況，黃之鋒
隨即在其facebook留言，但並非為死難者致哀，亦非為救援人士打
氣，而是語帶遺憾地說了一句「梁振英去了海怡，可惜我不在
家。」這句說話相當冷血，黃之鋒的意思是如果他在家，就可以
趁梁振英到海怡時向他示威，要他撤回國民教育科。原來在這位
召集人心中，30多條人命反不及向梁振英示威重要。甚至罔顧示
威可能會影響救援工作，依然要向梁振英施以顏色，這些喪心病
狂的行為完全是讓政治偏見蒙蔽了理智。
事後在其facebook上不少學民思潮成員及支持者立即讚好附和，
表示應狙擊梁振英，但更多的留言卻是譴責他們言行，有原來支持
黃之鋒的網民批評「我好多朋友都係基督徒；佢 即時教仔女祈禱
希望所有人都平安！你怎可以說這些沒有良心的說話」
、有網民對
黃之鋒的行為表示「極為失望」
，有網民甚至指「你這些人才是被
洗腦」
。由於群情激憤，黃之鋒立即刪去留言，但刪不去的卻是他
無恥、冷血的言論。為了政治偏見可以連良知也丟棄，他經常說要
拒絕洗腦，那他的腦究竟被誰洗去？他的良心是否被狗吃了呢？
黃之鋒的冷血言論也見於其他反對派文人以及社運團體，紛紛將
慘劇炒作成政治事件，連中聯辦向廣東省借用打撈船都被說成是破
壞「一國兩制」，游清源更泯滅人性的指梁振英救援是發「死人
財」
，陳雲詛咒香港「往後遇到更大的災難」
，會「死人無數」
。這
些言論在網上引發大量批評，有網民直指「點解發生咁不幸的事
情，香港仲有黃之鋒、游清源之流在利用事故，硬扯到政治層面，
講盡涼薄說話去對付梁振英政府！你們有沒有人性？」確實，人類
文明發展到今天，這種扭曲人性的論調，怎還能說得出口？

《文匯報》日前揭露了這次反東北發展的社運人士，背後盤根
錯節的關係圖，這些名目不同的所謂保育團體，來來去去都是同
一批人在操作。通過這個背景關係圖，可以看到這些反規劃、反
發展行動的背後，都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統籌所有政治抗爭，整
合政黨、輿論、宗教、社運等力量，針對特區政府施政及兩地融
合展開一輪接一輪的攻擊。
《文匯報》報道以詳實的資料揭露這些社運人士的背景及圖
謀，擊中了這些人的痛處。事後在多個社運人士的facebook上廣泛
轉載，並對此百般批評。由黎廣德助理陳劍青成立的「反對香港
被規劃行動組」更發表聲明指「本組無懼任何抹黑及起底，我們
一身正氣，一如既往就是要反灣仔區被規劃、反高鐵、反自駕
遊、反新界東北融合等盲目中港融合計劃！」葉寶琳說「多謝
《文匯報》，愈抹黑、愈團結！愈壯大！愈打壓，愈不得不站出
來！」林輝說這是「在你愈益有影響力的時候向你作針對性的打
擊，去謀殺你的人格」
。然而，這些社運人士至今都不敢反駁，究
竟在報道中有哪一點不是事實？他們夠膽出來對質嗎？他們不
敢，所以只能以調笑的態度去掩飾心底裡的虛怯。
對此，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自然不能袖手旁觀，日前刊出
了一篇題為「葉寶琳忽被左報『賜婚』
」報道，指《文匯報》報道
中提到其中一名社運「黑手」葉寶琳丈夫是王浩賢，與事實不
符，《蘋果日報》更以挖苦的口吻指「好多人士讀到呢度，先知
道Bobo同浩賢呢對社運情侶，原來連婚都結埋。嘩，做乜唔請飲
呀？查實佢 仲未結婚 ，社運女神無端端『被結婚』
，相信浩賢
同葉媽媽就最開心 。」
《蘋果日報》以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方式
來轉移視線，實際是為這些「社運黑手」解圍，令外界不再關注
其政治背景，不再深究反對派的政治圖謀，反而糾纏於八卦新聞
之中。
《蘋果日報》目的是要為這些社運人士遮醜。一直以來，這些
人總是站在道德高地，一副政治潔癖、民間自發、公民先驅的樣
子，但原來當中不是反對派政黨職員，就是反對派組織成員，部
分甚至曾因違法抗爭而被檢控，當中就包括報道中的主角葉寶
琳。每次行動都得到反對派的全面配合，《蘋果日報》日夜吹
捧，這些事實為什麼不見他們反駁，就只拿 葉寶琳是否結婚來
說事，左閃右避反顯出心中有鬼。
不過話分兩頭，有關報道在事實上亦不能說是錯，兩人的關係
在社運圈內人盡皆知，而兩人亦已訂婚，絕非什麼「無端端被結
婚」
。葉寶琳以至《蘋果日報》為了轉移社會對有關報道的視線，
減輕殺傷力，才故意在是否結婚的問題上糾纏。事實上，誰有興
趣理會他們是否結婚，倒是他們與反對派的關係卻應向外界交
待。

責」。而台灣不同政黨、政界人士也深明尊重民意、
順應民心的重要性，如此才能得到民意支持，提升政
治影響力。民進黨立委陳歐珀表示，海巡署確實護
漁，成功宣示「主權」。他在表示敬佩的同時，還建
議「行政院、立法院也應有具體行動」，例如到釣魚
島海域巡視，讓外界覺得台灣上下一心。
保釣事關民族大義，台灣內部的保釣風潮逐步升
溫，開啟了台灣政治必須保釣的「政治正確」。各地
支持漁民保釣的捐款紛湧而至，旺旺集團總裁、本身
也是宜蘭人的蔡衍明表示願贊助新台幣500萬（折合
約16萬美元），他更用台語表示：「台灣人不能讓人
看衰小！」台灣凝聚共識，據理力爭，強硬保釣護
漁，已清楚告訴日本人：「釣魚台是我們的！」

三、兩岸聯手爭取保釣突破
釣魚島海域豐厚的漁產資源歸兩岸漁民享有。來自
海峽兩岸的漁民是兄弟同胞，理應受到兩岸當局保
護。兩岸當局出動執法船艦開赴釣魚島海域保護漁民
捕撈作業時，就應該不分你我一視同仁加以保護。兩
岸當局應一致聯手對付日本，採取互相支援的方式合
作，以達到保釣保漁，為兩岸民眾服務的目的。
事實上，就在這次台灣的保釣行動中，台灣海巡署
與日本海上保安廳船艦在釣魚島海域爆發歷來最大規
模水砲對射時，大陸也有十艘漁政船、海監船在附近
海域巡航。兩岸面對共同的敵人，也算是另類的聯
手。事後，大陸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指出，兩岸漁民
前往釣島海域捕魚是天經地義，大陸公務船已經並將
繼續在該海域巡航執法、護漁維權，為兩岸漁民提供
服務。「兩岸同胞是一家人，兄弟鬩於牆，外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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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 」。 兩 岸 血 濃 於
水，維護民族主
權、共同利益，聯
手保釣心照不宣。
台灣在釣島主權
問題上堅持「寸土
不讓」的立場值得 ■姚志勝
肯定，但單憑台灣
目前實力還是不夠的。而大陸方面則有雄厚的政治、
經濟、外交、軍事力量反制日本。此次釣魚島爭端也
提供了一個難得機遇，推動兩岸聯手合作，共同完成
保釣維權的千秋歷史大業。中國人民維護國家領土主
權的決心和意志是堅定不移的，台灣在維繫釣魚島主
權上與大陸殊途同歸。在民族大義面前，兩岸應齊心
合力，以各自的方式，共同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
整，共同維護民族的整體和根本利益。
在目前兩岸關係與東亞戰略形勢下，美國、日本當
然不希望兩岸聯手保釣。但兩岸畢竟同屬「一中」，
基於共同的國家主權利益，各自處理釣島主權爭議
時，不可避免將兩岸自然而然推往合作方向。根據旺
旺中時最新民調顯示，超過一半的台灣人支持兩岸合
作保釣，達百分之五十四。未來兩岸不約而同或彼此
呼應的保釣護漁行動，將讓日本應接不暇。這也是日
本最擔心、最害怕出現的局面。《亞洲週刊》主筆邱
立本指出：「而關鍵是兩岸聯手的龐大力量，可以不
戰而屈日本之兵。保了四十年的保釣，終於在二零一
二年的秋天出現突破。這是政治的春雷，驚破日本與
美國強權政治的美夢。只要兩岸中國人團結起來，光
復釣島就不再是夢。」

黃碧雲接班看漲 民主黨如何改革

筆者認為黃碧雲接班行情看漲：一是黃碧雲學者出身，中產背景較濃
厚，也較易得到中產選民認同。二是黃碧雲得到黨內領導層支持。三是以
能力論，黃碧雲在九龍西得票也較涂謹申上屆多六千多票。然而，不論誰
接班，擺在面前的是如何改革的問題。民主黨改革不在所謂年輕化，而是
路線問題，由於民主黨在政改之後路線轉變了，走上激進對抗之路，賠上
了支持政改方案的政治紅利，這才是民主黨死症。不論是誰人接任領導
層，首要之務就是將民主黨路線重回正軌，否則不論是黃碧雲或胡志偉接

激進投機路線是死穴

班都無助挽回敗局。
民主黨在立法會選舉慘敗，何俊仁為此
辭去黨主席一職。身為黨主席，為選戰問
責是最基本的政治倫理，比較起去年區議
會選舉失敗後，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巧言令
色，百般推卸的表現，何俊仁也是表現出
一個大黨領袖應有的風度。然而，辭職只
是負責，如何重新上路才是關鍵，過去民
主黨受過挫折不少，每次都表示會全面改
革，但隨後往往就不了了之。這次輸得很
痛，而且多名黨內明星下馬，確實給黨內
的改革提供了契機。有民主黨核心人士便
明言，為顯示年輕化的決心，領導層必須
換上新面孔。

黃碧雲形象及支持佔優
何俊仁退下了，論資排輩，由現時的副
主席接任是最合理的安排，其中單仲偕是
主流派核心人物，又成功當選港島區議
員，原本是呼聲最大，而另一位「超級區
議會」票王涂謹申也是有力的競爭者。然
而，目前已經可排除這兩人，原因是兩人
各有硬傷。單仲偕是主流派重要成員，也
是經常被黨內少壯派攻擊的人物，現在以
何俊仁為首的主流派須為敗選承擔責任，
如果走了個何俊仁，換了個單仲偕，這算
什麼改革？反而會引起黨內外更大的反
感，所以單仲偕接班機會不大。而涂謹申
表面是票王，但不屬主流派成員，在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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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要「改革」，但究竟怎樣改革呢？其中
一個問題是年輕化。這個問題相對易辦，
將領導層給予新人接班就可以，況且民主
黨舊人掌權多年，新人未上位者不少，正
好解決他們的前途問題。當然，現任領導
層是否甘心全部放手權力，任由新人訂定
新方向，或是如李柱銘般退而不休，不斷
為自身的政治圖謀服務，還需要一段時間
觀察。

及地區上的實力都是平平，如果不是早早
告急以及何俊仁分票，當選也成疑問，所
謂票王含金量極低，加上黨內人緣較差，
機會也極低。
民主黨主席一職基本上要由立法會議員
擔任，撇清主流派及涂謹申等人，剩下的
只有黃碧雲和胡志偉，外界都預期兩人將
會在改選中晉身領導層，並且接班成為主
席。其中，筆者認為以黃碧雲機會較大：
一是胡志偉「區佬」味道太重，這本來不
是什麼壞事，但地區色彩太濃的人士，往
往給外界一個缺乏全局性視野，只關注區
內小事的形象，而胡志偉以及上屆的甘乃
威正是這一類人。反觀黃碧雲是學者出
身，中產背景較濃厚，也較易得到中產選
民認同，不要忘記這正是民主黨所需要
的。二是黃碧雲得到黨內領導層支持。張
文光為讓黃碧雲當選，甘心排名第二助她
上馬，而她出任「普選聯」副召集人後就
一直得到領導層的栽培。而胡志偉在九龍
東抬轎多年一直未能出頭，當中既有能力
知名度等問題，也與領導層的支持有關。
三以能力論，黃碧雲在九龍西得票也較涂
謹申上屆多六千多票。以此觀之，黃碧雲
接班自然是看高一線。
然而，不論誰接班，擺在面前的是如何
改革的問題。選舉後對於民主黨敗選分析
不少。不論是黃碧雲或是胡志偉都經常提

更重要的是，民主黨的路線問題。究竟
民主黨斷準了症沒有？激進反對派指民主
黨之敗是支持政改方案，因而失去了中間
選民支持致敗。這種說法狡猾之處是以正
確的結果來證實錯誤的論點。民主黨失去
中間選民支持是事實，但重點並非是支持
政改方案。看看民調，中大亞太研究所的
民調顯示，在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後，民
主黨的支持率曾升至15.8%，創下自有調
查紀錄以來的新高，這結果反映當時市民
是接受這個改良方案。但從2010年7月開
始，民主黨的民望卻拾級而下，到2011年3
月已跌至8.1%，之後一直在低位徘徊，直
至選前一個月更跌至最低的7%。如果是因
為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而在立法會選舉大
敗，請問怎樣解釋這種拾級而下的民望。
事實上，答案很簡單，因為民主黨在政
改之後路線轉變了，改變了溫和溝通路
線，而走上激進對抗之路，結果其抗爭愈
激烈，流失的支持就愈大，最終在選前跌
至最低點而招致慘敗。因此，導致中間選
民離棄的原因，是丟棄了溫和路線，賠上
了支持政改方案的政治紅利。這才是民主
黨死症。至於選舉策略失誤、公民黨的暗
箭以及個別候選人的問題，更是火上加
油。因此，不論是誰人接任領導層，首要
之務就是將民主黨路線重回正軌，否則不
論是黃碧雲或胡志偉接班還是無助挽回敗
局。

積極應對新形勢 粵港合作互利共贏

特首梁振英前日在國慶63周年酒會致辭時表 「深化粵港澳合作，落實粵港、粵澳合作框架 粵港合作的基礎上制定明確可行的共贏規劃，
示，香港把握國家帶來的機遇，和內地合作發 協議，促進區域經濟共同發展，打造更具綜合 促進兩地發展。不過，香港和內地共同發展的
展，互利共贏，以解決社會長期存在的問題， 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把粵港合作提升至 同時，亦會遇到新的制約，需要因時制宜解
既屬必要，也是現實，特區政府應處理好包括 國家戰略層面；《珠三角規劃綱要》亦清楚提 決。例如自由行為香港帶來酒店和旅遊設施供
香港的容量在內的制約問題，維持兩地良性互 及落實粵港澳在區域經濟中分工合作、優勢互 應受壓、物價上漲等問題。應該看到，香港仍
動的局面。香港回歸祖國15年，加上粵港區域 補的清晰目標。香港簽訂CEPA協議後，港人 有空間提供和內地合作的機會，包括自由行和
合作的國家發展戰略要求，兩地互動合作勢所 在珠三角區域商貿活動頻繁，涉及銀行、旅 各種工商業和基建工程等，只要規劃得當，切
必然。香港要持續發展自身，特區政府有責任 遊、會議展覽、醫療和個體工商戶等多個範 合社會需要，適時擴充更新，遇新問題積極解
和內地合作擴充既有的經濟規模，以應對未來 疇，對穩定香港企業信心起關鍵作用。事實 決，發展時因應新形勢與時並進，可充分利用
外圍環境的可能衝擊，雖然合作過程會遇上新 上，CEPA簽訂以來，從2003年至去年的8年 國家帶來的雙贏機遇。
形勢、新問題，但是香港仍有許多發展空間， 間，香港曾受金融海嘯衝擊，經濟仍能獲得年
粵港合作過去經歷過「廣東熱，香港冷」和
只要充分開拓，排除干擾，可為兩地合作發展 均5%的增長，較1996年至2003年的年均增長 「香港熱，廣東冷」階段，亦曾因「龍頭」爭
邁出新一步。
率2%提升逾倍，體現了兩地合作的重要性。 議令兩地協作蹉跎了不少歲月。香港近期出現
目前歐債危機、美國經濟復甦緩慢的經濟陰霾 「去中國化」現象，又成為粵港合作發展的新
把握雙贏機遇 抗外圍衝擊
揮之不去，外圍環境不穩定，香港更需要和內 干擾。反對派和個別組織利用兩地民眾的個別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 地共建更多合作發展的機會，以抗衡外圍經濟 爭執事件，誇大矛盾，借反國民教育和反對新
都有巨大提升。香港回歸後和內地緊密相連、 突然下行的衝擊。
界東北規劃等議題，影響兩地商貿正常交流。
合作發展是香港立足全球經濟環境的必要和必
社會須警惕這些削弱兩地合作發展基礎的干
因時制宜 慎防干擾
然過程；廣東對支持香港所發揮的經濟效益，
擾，共同為香港持續發展把握好優勢，多創有
特區政府有責任根據香港的優勢和特點，在 利兩地大局的條件。
是事實也是現實。「十二五」規劃綱要便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