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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昨天、今天、明天
⽂： 愚 公

英治下的⾹港
我十三歲隨父母來港，當時香港生活艱難，我們住
木屋，白天全家替山寨廠做手作加工，晚上讀夜校，木
屋被燒後，由政府安置入住徙置區樓，不用再擔心颱風
來襲時屋頂漏水。可以說，五、六十年代，大部份香港
人都經歷過貧窮，但很勤奮向上，對前景懷着信心。就
是這種獅子山下的拼搏精神，令香港六十年代後期起
飛，七十年代躋身亞洲四小龍。
香港雖說是殖民地統治，政府施政卻面向港人，反
貪汚，捉葛柏，成立廉政公署，以高薪養廉提升公務員
素質，麥理浩的十年建屋計劃更給180萬港人解決了居
住問題，九年免費教育，譲貧窮青年也有向上游的機
會。當年香港雖無民主，但政府行小政府政策，社會相
當自由開放，中左右各色報紙雜誌書籍都能存在。經濟
方面，只要依法辦妥手續，任何人都可以開展各行各業
生意，賺取第一桶金。文化生活方面七彩繽紛，中西合
璧，什麽觀點立埸都可以講，可以討論，怪論也包容，
左中右言論和平共存，可以批評政府，也可以諷刺當權
者和警察，不用擔心以言入罪。圖書館裏各類書籍並
列，有批判馬列毛的，也有反殖民地和反資本主義的。
教育着重客觀分析，獨立思考，鼓勵批判和創新，不在
乎政治是否正確。政府一方面放手讓港人去闖，去發
展，使得每個人心中都可以編織一個夢，為追夢而奮
鬥，去接觸世界，擴大視野，提高公民意識，創建公民
社會；另一方面行事公平公正，保障人權和法治，譲當
權者接受監督和制衡，給世界金融中心提供一個令人信

任的大環境。八、九十年代是香港最繁榮昌盛時期，而
末代港督彭定康更給世人留下治港典範。

國安法下的⾹港
自2020年6月實施港區國安法後，今日的香港已被
此法摧毀得面目全非。掌權者為向北京邀功，行獨裁警
察統治，將異見者盡量投入牢籠。女太空人可以向全世
界高呼「我們加油」，而香港的馬拉松跑手竟不准以
「香港加油」壯士氣。有台灣學者認為，香港今日的施
政，比昔日台灣威權管治時期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白色恐怖下，許多觀點意見不能發表、不能講。
所以從今年起已陸續有知識分子相繼擱筆。先有香港第
一健筆之稱的林行止，他過去48年寫了無數評經論政的
文章，也點評大陸政策，向來通行無阻，今天則因環境
太惡劣而擱筆。繼之有寫了廿多年專欄的馬傑偉，和寫
了18年的梁家傑，以及16年的陳惜姿都先後擱筆道別。
議會政治方面，本屆區議員原有479人，泛民佔八
成，有380人，當局為奪回控制權，先以「要退回薪
津」作恐嚇，迫使過百區議員自動辭職，再以宣誓DQ
區議員，令區議會支離破碎，不能再對政府起制衡作
用。至於延任一年的立法會，以最短時間通過最多政府
提出的議案，淪為舉手機器。其中用五小時二讀通過政
府提出的《免試引入海外醫生條例》，使大部份醫生憂
慮香港醫療水平被拉低而起而反對，但政府不聼醫學界
聲音，霸王硬上弓，嚴重打擊專業自主，令醫護界對政
府失去信心，加劇移民。
下屆立法會選舉將於12月舉行，民主派幾乎無人報

名參加，學者估計投票率會大跌，但林鄭認為會大增，
因為投票人將包括大灣區的香港居民，究竟大灣區有多
少居民投票，其中會否有利益輸送，無人得知，也無從
監督。
香港政治環境劇變，公民社會飽受衝擊，至今已有
約五十個公民團體被迫宣佈解散，連關心囚犯權益的社
福團體「石墻花」也不放過。下一步打壓的將是記協和
大律師公會了。記協現正作最後掙扎，因為記協人少，
正式會員只有430人，中共要滲透控制並不難，記協要
特別小心，別讓隂謀得逞。對所有被迫解散的公民組
識，保安局認為每個組織及其成員所犯下的罪行，其刑
責不會因解散或辭職而被抹掉，警方還會繼續追究。網
絡和網台都受到干擾，有離職的記者在電話中與友人閒
聊，提到「肥佬黎」、「佔中」等敏感字，便出現吱吱
竊聽噪音。「立場新聞」總編輯也受壓被迫辭職。
佔中運動迄今，港共當局已逮捕了上萬青年，近月
陸續開審，大部分都被判暴動罪，刑期4至5年不等。
「8·31」太子站事件，警察對群眾施暴，情況之可怕有
目共睹，甚至傳有人被打死，但警方不加調査，卻指控
一名當時19歲的演藝學院學生溫嘉霖因一時情緒激動，
在車站內作小破壞，犯下暴動罪，判刑40個月。
中大二號橋保衞戰，5名20歲出頭的學生，被判暴
動罪成，獲刑56̶59個月，其中一位女學生在法庭上擲
地有聲地公開指責暴動定義模糊不清，定罪的目的主要
為了打壓異見者，所以她不再相信香港司法，也不會後
悔當日的反抗行動。
國安法推出時曾宣稱，此法只會影響一小撮人，國
安法生效前的言論和活動既往不究，所以許多學生團體
都趕在立法前解散，如「學生動源」、「學民思潮」（後
改為「眾志」）、「賢學思政」及「光,誠者」等，以為
只要不活動便相安無事，怎知言猶在耳，便開始秋後算
帳，將言論比較偏激的「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僅
19歲）視作主犯，控以分裂國家罪和洗黑錢罪，另兩個
中學生團體「賢學思政」和「光誠者」，有些成員尚未
成年（僅15歲）也將被控以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
堂堂大國，對這批只得把嘴請理念的小青年，竟如此怕
得要死。
去年七月至今，被指觸犯國安法被捕的有153人，
範圍遍及政壇人物、傅媒大亨、新聞工作者、網台主
持、學生及普通市民，年齡由15歲至79歲。之前説國安
法只會波及一小撮人，現在卻成了一大批，當權者言而
無信，又一例證。
處此惡劣環境下，駐港已有39年的國際特赦會也宣
布撤離，它本來認為香港是一個公民社會的理想地，但
現在國安法任意限制自由剝奪人權，亦心存恐懼，決定
他遷。

獨裁者最怕有異議聲音，故管治香港得從控制思想
教育着手，為此，教育局最近增添秘書，監察學校運
作，新聘教師須考基本法，課外活動導師及前缐社工入
校要簽署「遵守國安法聲明」。林鄭更請纓要親自給
6000名教師上課教國安法。但仍有86%教師認為推行國
安法教育有困難，所以教師請辭和退休的日增，流失率
高達10%。
對高等學府的管治日益收緊，遴選校長和聘請教師
都要聼長官意志。北京指派的港大校長張翔，得到稱
贊，提早續約至2028年。對來自台灣，曾為學生周梓樂
悼念落涙的科大校長史維，多方受壓，被逼提早請辭。
嶺大兩名教師：羅永生、許寶強，因撰寫時評、支持
612救援基金會，而被終止合約。
丹麥藝術家高志活，為紀念「六四」天安門死難者
而創作的銅鑄雕像「國殤之柱」，當年出借給支聯會，
希望世人能看到那些掙扎扭曲的死難者面孔，勿忘天安
門鎮壓的歷史。這座雕像在港大校園展出已超過20年，
現在香港當局為了討好北京，要支聯會移走，左膠工聯
會更指「國殤之柱」是荼毒青年的反共圖騰，必須拔
掉。現在高志活決定要把這件作品搬回丹麥，但又怕港
府將他視作反國安法罪人，故要港府先豁免對他起訴，
才能進行搬遷。

⾹港的明天
有人說香港今天行的是「一國一點五制」，那末明
天的香港，在中央強調，直接全面管治的主導下，將要
進入「一國一制」更是亳無疑問了。未來的特首若再由
人大或政協人士當選，也將要同様符合中央直接管治香
港的標準。
因為國安法内未提及有關推翻政府、叛國、竊取官
方機密等罪行，而23條立法剛好可以補其不足，故無論
林鄭或下屆別的特首，都要加速23條立法，使香港兩條
惡法同時執行，就像兩把刀架在頭上，今後香港人更無
表達「加油」的自由了。
此外，林鄭正在擬訂網絡安全法，加強以言入罪。
對公務員的要求將更嚴格，除宣誓效忠外，其選拔晉升
將行使「能者居之」制，誰是能者，怎樣鑑定，憑什麼
凖則，全由長官決定。像七一前匆匆撤走政務司司長張
建中，由毫無經驗的武官李家超頂替那樣。長官意志取
代制度化，其後果勢必助長拍馬、奉承、靠攏、表忠的
歪風，讓香港加速進入像大陸一様的官僚腐化體制。
未來的香港，能否繼續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令人懷疑。或許像大律師梁家傑所説「只剩低個殼」，
因為香港賴以繁榮昌盛的一切，包括人才，制度，自由
法治人權等價值觀己全被粉碎，翻天覆地面目全非的改
變仍能被國際社會公認為金融中心嗎？

第⼆⾴

中國走向齊奧塞斯庫化
⽂： ⿈ 連

掌控恐怖「四化」的佈局
有人說，這是一個妖孽亂舞、荒謬絕倫的時代，
如果按照正常邏輯去思維，會崩潰得一坍糊塗。習近
平治下的中國越來越瘋狂，也越來越不透明。閉門召
開的中共第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第三份歷史
決議，確定了二十大開會時間，但是廣受關注的人事
佈局卻沒有公佈。局勢似乎比開會之前更為詭譎，會
後只有公報簡介，沒有公佈第三份歷史決議全文。各
方專家都有詳盡的分析，不贅。說得好聽的，習近平
正通過改寫歷史來開創未來新世界；說得難聽的，正
式進入「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中國，
將是一個恐怖的「四化」願景：科技瓦崗（山寨）
化，政治納粹化，經濟大寨化，國家朝鮮化。如果實
現習近平所希望的前景，那就是「全球中國化」了。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報評價毛澤東、鄧小平、
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字數分別為951字、384
字、284字、617字及超過2000字。會前多數人以為
第三次歷史決議是習近平要與毛、鄧並排。
但六中全會公告透露了習近平這盤大棋的野心：
揚習弱鄧要當中共百年老二。他借毛澤東這個政治僵
屍，建立對抗文明、對抗普世價值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的架構，夢想成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宇宙第一偉
人。

四⼗年改⾰開放的積蓄⼀舖清袋
如果上述這一切發生在兩年前，可能大多人以
「痴人說夢」來形容之，但現實是，正當全世界被一
波又一波的武漢病毒搞得暈頭轉向時，習近平鐵腕迅
速鎮壓香港的自由意志、在南海投射軍力威嚇武統台
灣、限制對武肺病毒起源調查、打壓中國企業、增加
網路監督和攻擊等等，為全世界增添最大的危險性。
這種自殘式的統治手法，究竟是「我是流氓我怕
誰」的痞子性格？還是智商太低的二楞子作風？毛澤
東前秘書李銳曾為提拔習近平出過力，他生前坦言，
沒有想到習的文化如此低劣，只有小學生水平。
筆者就此曾向熟悉中國國情人士請教過，他的見
解頗令人意外。據稱由於嚴厲的封網措施，加上官方
媒體日夜洗腦宣傳，國內中下層民眾對習近平的支持
率達95%以上，他們已形成了固定思維：海外敵對勢

力不甘中國強過美國，故此要千方百計打壓我們；上
面的政策是好的，只是下面的官員太壞，所以反腐敗
深得人心。而這位熟悉中國國情人士又說，中國上層
人士正好相反，95%是反對習近平的，包括一些過去
他的支持者，最主要是他完全不顧市場經濟規律，把
四十年改革開放的積蓄一舖清袋，正是名符其實的敗
家子。
但是，要寄望45年前「活捉四人幫」而結束文
革的一幕重演，機會不大，理由是四十年來中共大大
小小官員撈到盆滿砵滿，溫飽思淫欲，他們荒唐的罪
證早已在中共的檔案櫃中，就看什麼時候拿出來而
已。正是這種恐懼心理作崇，可以令滿朝文武百官乖
乖就範，任他為所欲為。

原來習⼤⼤的接班⼈是⾃⼰太太？
這樣看來，習近平力拚的第三份歷史決議，為他
建立的光環和地位，依自己的需要，決定要再執政幾
年，直到自己想站回台下，或自己倒下。有識之士指
出，習近平這個新的接班人模式，其實是抄襲清朝雍
正皇帝「秘密建儲制度」。
這個制度最核心的意義在於徹底廢掉了真正意義
上的「太子黨」，杜絕了第二權力中心的出現，廢除
了太子及其親信、黨羽、僚屬等組成的政治集團對最
高權力的牽制或威脅，最大限度排除一切可能對其權
力掣肘的因素。
許多人士對未來感到悲觀和不安，認為中國走向
北韓化已成不爭的事實，筆者倒有異議。曾隱身一段
時日的習的妻子彭麗媛，最近高調出席活動或接受訪
問，外界議論紛紛，是為習近平連任造勢？或為自己
進一步從政鋪路？各有解讀。尤其是天津市外事辦在
11月11日和12日，分別舉辦「學習彭麗媛教授賀信
精神 做好天津對美人文交流工作研討會」和「學習
彭麗媛教授賀信精神 做好天津對美工作座談會」，
不少人恍然大悟：原來彭麗媛才是習大大的接班人。
一封信生出一種精神，旗手重現江湖。說明習近平沒
有可信賴的人，只能用內人，他走入毛澤東晚年的
「怪圈」了。
從彭麗媛參政的吹風，筆者斷言，中國不是走向
北韓化，而是走向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化。想到這
點，我們對人類文明和普世價值仍抱有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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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記
作者：圓圓

「好」與「真」之間

1. 當對⼿是中國
孟晚舟案結束了。事件延續三年，以當事人
孟女士光榮歸國為高潮，這之後，再無其人的消
息，而作為事發地的溫哥華，被全世界關注了三
年，城市名字突然從媒體消失，孟女士出場的功
架不復得見，溫哥華人也不是不寂寞的。如果歸
國埸面不是那麼高調如迎回太空人，人們對事後
的不聞不問，不會那麼好奇，現在，人人都在
問：甚麼回事？隔離後的復出，也只限在公司而
非全國性。
同樣，我方的兩位「米高」同時返加，同樣
低調，只其中一位在理髮、打針稍露過面，期望
中的媒體熱鬧沒發生，至今可謂「音訊全無」。
又是一奇。
只好猜度。猜的前提是：無聲對誰有利？對
中國有利。這事不張揚，
「交換人質」之說一樣傳
遍世界，兩位米高如返加
後自由見傳媒，一定講到
在中國的待遇，與孟在加
拿大的待遇比，不就是地
獄天堂，當然，不用由兩
個米高親口說出，人人皆
知，然而最好不提。只要
救出兩個米高，加拿大當
然應承。
跟中國打交道是甚麼
回事，各國現在都心中有
數了。

界的走私快艇在作業中。就想：官方馬上就要有
大行動了。這事沒有發生，直至港方水警船被走
私艇撞翻，導致一個女警官殉職。
如果不是傳媒發布，警方原來不知道海面有
這種作業在明目張膽經營中，女警殉職，警方終
有反走私的成績公布，如果沒有女警官的不幸…
…女警有如被犧牲作阻擋洪水的活祭，要紀念
她。

3. 我是中國⼈
不久前，中國的名人明星鬧了一陣「我是中
國人」之風，最讓人談論的是謝霆鋒，他宣布放
棄加拿大籍，以為大家叫好？沒有，只惹來一片
嘲諷。
之外，大家還感不滿意，為甚麼棄籍的名人
政客那麼少，至少風眼中的孟晚舟就沒作此表
態，事實上她是何國國
籍就不清楚，相傳她擁
有 八 本 護 照 ， 又
（曾？）是加拿大永久
居民，有子女在加上
學，現在是何身份？不
見表態。
聽過「反美是工作，居
美是生活」嗎？引伸開
去，很好用。

4. 媽媽去了哪
沈棟（Desmond
Shum，1968）在中國
出生，幾歲大時隨父母
居港，名校皇仁畢業，
美國升大，到中國做生
意，相當成功，結識在
中國商場官場關係人脈
廣而佳的殷偉紅，成
婚，育一子。生意做得
更大，大到國家級。之
後，約在習即位後，沈

2. 活祭
得見香港海上走私船
行走的影像，以為是快輪
比賽，又或者拍一部大場
面的電影，在天海藍如一
色下，千艇齊發，場面之
壯觀，荷里活電影才得
見。聽旁白，知是中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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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氣氛不對，主張轍退，妻要留，離婚，子隨
父離中。未幾，妻失聯。沈於2021年出書
《Red Roulette》，講述夫婦在中國經商的經
歷，主要是他們與溫家寶妻子的公、私往還，
從書中可得知中國高官發財的「公式」。
還有目的：孩子常問媽媽去了哪，希望這
書可以引妻出面。
總理的事都敢爆，膽子不可謂不大。然而
溫總理已經是最主張中國要實行民主制度的中
國總理，在位時接受CNN名咀Larry King訪問時
親口作此許諾。溫尚且如是，其他呢。

5. ⾛出⼀⼤步

⼋周記

10月16日在美國加州灣區舉
作者：圓圓
行創立大會，請得前國務卿
龐比奧為主講嘉賓，與會者
近二千，非常成功。（全程上網可以看到）

6. 不⼀樣的均富
中國的均富運動取得巨大成功！（你又
知？誰不知，中國要做的事，沒有不是取得巨
大成功的。）那又如何？人民分到多少錢？這
個嘛……在咱加拿大，沒人提出均富，疫中，
可說全民都得到實質的金錢福利；香港、澳門
也發現金或消費券給市民。中國要均富，超級
富豪們「捐」了巨款給
國家，未聞人民分到斗
零。
香港的疫情開始不久，
小生意尤其飲食小生
意，幾全失，李嘉誠領
頭以現金直接資助，這
就為一個行業解了窘。

7. 誰帶的頭
香港一位女警官在執行
海上輯私任務中，其船
被走私艇撞翻、人墮
海、殉職。有人（連其
同僚）在網上發幸災樂
禍之言。實屬不幸。
回顧銅鑼灣傷警/自殺
事件，市民的追悼行動
香港富商袁弓夷（人稱袁爸爸，生意多
元，其產品之一的Casio手表很多人用過）約兩
年前忽然從政，不從則已，一從過人。
開始時，袁與學者兼記者且在華盛頓人脈
甚廣的龔小夏博士、溫哥華資深傳媒人何良懋
合作，先在網媒發表政見，漸發展出一套理
念：中國/中國共產黨須分開論述，中土是屬於
上下古今的華人的，今共產黨全據為己有，未
經人民授權（民選）以極權手段統治，更及於
本來管不到的香港，香港人反抗……一場近代
史上未之曾見的對港人的大追捕在世界目睹下
發生，香港人得到世界的同情和支持，袁在美
國積極遊說，組成撐港組織「香港自由燈塔」
（Hong Kong Freedom Beacon），於2021年

受到警方禁止。
「死者為大、死者為尊」的共守人情，被
誰先破壞了？

8 .⽣⼈勿近
有五種人，遇到了，千萬別跟他們辯論，
走為上著。他們是：
1. 相信、主張、證實地球是平的；
2.人類從沒登上過月球；
3. 所有疫苗皆有害、有毒；
4.「聖經都係咁話」；
5.相 信 、 傳 播 共 產 黨 的 「 說 好 中 國 故
事」。只管說「好」不問其「真」也照信，你
同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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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印

中國⺠主運動，舉步維艱，⼀步⼀⾜印，蹣跚前進。
本欄特別報道最新有關⺠運⼈⼠消息和中國⼈權被踐踏的狀況。

發表宗教作品被指分裂國家
河北保定居民龐健，天主教徒，以筆名高陽
發表有關京津一帶文史、民俗、宗教作品，
2021年1月28日其父得到通知，稱龐健涉嫌分裂
國家罪被捕，2021年9月10日其父通過自由亞洲
電台尋求法律援助。

葛志慧判囚4年
現年55歲北京豐台區維權人士葛志慧，因赴
豐台區政府上訪，並探望維權人士曹順利，被指
尋釁滋事，判囚4年。

陝⻄維權律師常瑋平被囚
陝西維權律師常瑋平因參加廈門聚會，於去
年10月失去自由，被羈押在秦嶺山區看守所，今
年4月轉入陝西寶鷄市看守所，常被坐老虎櫈逼
供，生不如死，迄今已接近一年，仍無審判和刑
期。

新疆異議⼈⼠張海濤刑期19年
新疆異議人士張海濤因在網上傅維穩照片，
披露中共在新疆的種族滅絕政策，被判刑19年，
關押在新疆沙雅監獄，其妻李愛杰遭警方監視、
跟蹤、騷擾，終於2017年底在多方幫助下，帶
孩子輾轉到了美國，她向最近召開的聨合國人權
理事會第48屆會議呼籲求援。

河北廊坊被捕，解返鎮江，2021年4月9日在鎮
江潤洲區法院審理，判刑3年6個月。

獨⽴記者⿈雪琴和公益⼈王建兵被捕
現年33歲的獨立記者黃雪琴，計劃於2021
年9月20日經香港赴英入讀薩塞克斯大學發展學
碩士，公益人士王建兵約定於當日送行，但兩人
19日同時失蹤，事後得知他們兩人於當日在王建
兵家與朋友聚會被捕，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罪。
黃雪琴1988年生於廣東韶關，曾任《新快
報》及《南都週刊》記者，作過多次女權案報
導，多次獲奬。2019年原計劃就讀香港大學，
卻被廣州警方以滋事罪逮捕，監視居住三個月。

⾹港七⺠主⼈⼠被判刑
2021年10月16日《德國之聲中文網》報
導，香港七名民主人士因組織2020年7月1日未
經授權的集會被判刑，他們的刑期是：人民陣線
前召集人陳皓桓（下圖）12個月、前區議員曾健
成和前立法會議員胡志偉各10個月、前立法會議
員梁國雄8個月，前區議員徐子見、前立法會議
員朱凱迪和社民連成員鄧世禮各6個月。

河南維權⼈⼠李⽟鳳被判四年
河南焦作維權廿多年，曾經勞改和入獄的李
玉鳳，已六十多歲，2021年10月1日得知，被判
以尋釁滋事罪入獄四年。

失蹤600天的公⺠記者陳秋實復現身
因報導武漢疫情失蹤600天的公民記者陳秋
實，9月30日突在北京徐曉冬直播節目中出現，
令人鼓舞。據徐曉冬透露，陳秋實於去年10月被
送回青島的老家，被軟禁在家，現已恢復自由。

媒體⼈羅昌平因評《⻑津湖》被刑拘
資深財經媒體人羅昌平，在評論韓戰影片
《長津湖》時，將劇中的冰雕連改為沙雕連，遭
到刑拘，刑期多久未知。

信訪者蔣湛春被判刑3年6個⽉
江蘇鎮江信訪者蔣湛春，2019年9月25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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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主運動，舉步維艱，⼀步⼀⾜印，蹣跚前進。
本欄特別報道最新有關⺠運⼈⼠消息和中國⼈權被踐踏的狀況。

⾹港中⽂⼤學五學⽣被判重刑

足印

和群組」，誓言維權到底。

反送中運動的2019年6月9日大遊行，有五
名中文大學學生10月19日被判重刑，他們是：
女生符凱晴4年11個月，男生劉晉旭、高梓斌、
陳歷釋、許貽顓各4年9個月。
又悉，因反送中運動被捕的共有1.26萬
人， 其中有750人涉及暴動罪，其餘被控非法
集會罪、傷人罪、縱火罪、襲警罪、私藏武器
罪等。到今年4月30日已完成司法程序或仍在處
理中的有2624人，其中1000人須承擔法律後果
或被定罪。

貴州⼤學教授楊紹政被監視居住
原貴州大學教授楊紹政，今年52歲，四川
巴中人，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原貴州大
學經濟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2017年11月10
日因揭露中共黨政人員年耗20萬億元信息，被
叫停授課，2018年8月16日因轉述38軍軍長徐
勤先司機披露六四殺了3000至5000名學生，被
開除並傳喚，坐老虎櫈長達8個多小時。2021年
5月18日被秘密帶走，指定居所監視居留，覊押
地址不明。

北京14名獨⽴候選⼈被迫停⽌參選
北京709律師事件家屬14人，10月15日宣
佈參加北京縣人大代表選舉，卻被警方死看死
守，不譲出門，或被請到派出所喝茶，在重重
壓力下，11月1日宣佈停止參選。

中國⼈權観察創始⼈徐秦被捕
中國民間組織「中國人權觀察」創始人之
一、江蘇異議人徐秦，今年11月5日以煽動顛覆
國家政權罪被捕，此前，她已被監視居留超過
三年，徐秦今年已53歲。

今年傑出⺠主獎頒給鄒幸彤陳雲⾶
美國民間人權組織「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
將今年的中國傑出民主人士獎頒給香港的鄒幸
彤（下圖）和四川的陳雲飛，她他們倆人目前
均被囚在獄。鄒幸彤是香港支聯會副主席，陳
雲飛是八九民運參與者。

⼈權律師李昱函案瀋陽開庭
北京人權律師李昱函，遼寧人，70多歲，
被稱遼寧大姐，2017年10月9日被抓，捏造所
謂尋釁滋事罪，闗押4年多，早已嚴重超出審
限，2021年10月20日在瀋陽法庭開審，法庭不
允許王宇律師作為辯護人出庭，早上，謝陽律
師和王宇一起來到法院，在法院門口被阻，僅
允許李昱函弟弟李永生進入法院，下午連李永
生也被拒入內。

維族詩⼈⿊伊特獲釋
維爾吾族詩人、音樂家阿不都日衣木·黑伊
特，現年57歲，喀什人，北京中央民族歌舞團
演員，因創作《父親》一曲，觸及中共敏感神
經，於2017年4月被捕，現已獲釋。

北京張⽂和第五次被送精神病院
北京老民運人士張文和自1979年西單民主
牆運動起，多次被捕送進精神病院。今年10月
22日凌晨被北京通州中倉派出所帶走，第五次
被關進精神病院，其妻王素娥成立「營救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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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論和中共攻台新策略
⽂： ⻁ 嘯

蔡英⽂的四個堅持引起兩國論
蔡英文在今年國慶節講話中提出四個堅持，其
中一個堅持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
屬」，這話本來是事實，卻引起國民黨人士的嚴厲
指責，馬英九認為此說嚴重違憲，國民黨主席朱立
倫則說這是「兩國論」主張。當然這是兩國論，
一方面是中華民國，另一方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事實。只有中共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但馬
英九等怎可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
中國也可以說是一個地理名詞，在中華大地
上，歷史上曾出現過多個國家同時並存在的局面。
東周春秋時有一百七十多個國家，但彼此兼併，到
了戰國時便乘下七個國家，即：齊、燕、楚、韓、
魏、趙、秦，後來秦始皇併吞六國，開啟秦漢統一
局面。東漢之後又分裂為魏蜀吳三國，然後西晉東
晉之後竟出現十六個國家。南北朝時，南朝與北朝
基本上各有四個國家，到了五代時更出現十國。所
以說，一個中國同時存在多個國家並不希奇，連共
產黨在未奪取全國政權之前也不是在延安建立過小
朝廷嗎？
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只
說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幾時曾管
治過台灣？台灣從民國起便一直在國民黨管治之
下。可笑的是，現在連國民黨的大老倌們也居然不
敢公開承認兩國論。

中共攻台的新戰略
中共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是因它進入聯合
國之後便將中華民國排擠出去，說中國只有一個國
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世界各國卻是實事求是
的，美國一向支持台灣，最近在台灣駐軍，協助台
灣軍事培訓。
因為美國得知，中共攻台的策略有所改變，本
來中共是用海軍渡海登陸台灣的，但它自知海軍不
敵美國軍艦的攻擊，便想從空軍直接降落台北，進
行斬首戰，因此便在距離台灣最近的龍田基地、惠
安基地和漳州基地建立新的彈藥厙和跑道以及大型
直升機機場。據說這些機場距離臺灣很近，飛機七
分鐘便可到達台北上空。美國華府智庫研究員易思

安（Ian Easton）認為，這三大解放軍空軍基地，
適用各種進攻目的，包括用無人機、戰鬥轟炸機、
直升機和傘兵對台灣發動突擊。對於這一戰略的改
變，台美都必須要採取應對的措施。
美國再三表示對台的支持，今年6月6日美國
三名參議員乘坐美國空軍C-17降落台北機埸，7月
15日再有美國C-146A輕型戰術運輸機自日本冲繩
飛抵台北松山機場，停留十多分鐘離開。這架戰機
運送什麼到台灣，始終是個䛧。
日本也非常關注台灣，今年7月13日日本公佈
「2021年度國防白皮書」，稱台灣局勢對日本安
全及國際穩定十分重要，日本闗注美對台出售武
器，以及台灣自主研發主要軍事裝備的趨勢。日本
首相管義偉更在國會稱台灣為國家，日本副首相麻
生太郎公開表示，中國一旦攻擊台灣，日本便要與
美國一起保護台灣。
美國最近更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鼓勵所有聯
合國成員和美國一起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體系及國
際社會，首先是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歐洲方面，立
陶宛宣佈同台灣互設代表。法國參議院友台小組主
席李察（ Alain Richard）率領跨黨派代表團一行
五人，於10月7日 拜會台灣總統蔡英文，蔡英文
頒給李察「特種大綬卿云勳章」。10月21日，歐
洲議會以580票贊成、66票棄權、26票反對通過
一項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歐盟-台灣政治關係與合
作」決議，深化與台灣的伙伴關係，並提議給歐盟
在台北的經濟貿易辦事處更名為歐盟駐台灣辦事
處，又派出13人官方代表團訪台。同時，台北宣
佈，台灣外長吳釗燮將訪問斯洛伐克和㨗克，為雙
邊投資協議奠定基礎。歐洲各國對台的支持更加強
了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
可以說，台灣問題不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
灣之間的問題，也不只是中美之間的問題，它事實
上已成了世界性的問題，一旦中共在軍事上進攻台
灣，便會引起美日歐澳印一致對抗中共的形勢，如
果中共在侵台問題上失敗了，那末勢必又會引起中
國國內的變化，習近平能否繼續個人獨栽便成問
題，那時候黨內和國內勢必有新的力量抬頭，最後
引致新的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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