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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由｜⼈權｜法制

習近平新政 
全民全方位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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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中國的新坦克⼈彭⽴發公開
指責習近平是「國賊」。 

的確，習近平掌權的⼗年，把中國由⼀個
⾏改⾰路線，以發展經濟為⾸要任務的社會轉
向為殘酷獨裁統治，以維穩管控為主導，罔顧
⽼百姓不滿和⽣活困苦，⼀⼼要實現他的⼤國
復興夢；他認為中國經濟能髙速發展，超越⽇
本成為世界第⼆⼤經濟體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
性，他不懂經濟，但狂妄⾃⼤，違背市埸規
律，硬來⼀套國進民退，令外資撤⾛；他不看
實際需求，以為依靠房地産發展可拉動全國經
濟，結果⾛上泡沫絕路；他為擴張覇權，在南
海建軍事基地；為拉幫結派，⼤搞⼀帶⼀路，
⼤撒⾦錢，放出的外債幾乎全泡湯。中國經濟
正在滑坡向下沉，前景可悲。 

習近平⾯對險惡形勢，束⼿無策，唯有開
歷史倒⾞⾛回頭路，他三連任後即率領新常委
去延安朝聖，號召苦幹實幹，要求⾃⼒更⽣，
艱苦奮⽃，延續紅⾊⾎脈，傳承奮⽃精神。 

清零限制和封城措施曾⼀度令上海、深
圳、天津這些⼯業城市癱瘓，各⾏各業⽣產⼤
減，⼗⽉份出⼜⼤萎縮，進⼜幾乎是零。深圳
曾是中國最富有、GDP突破3萬億的城市，今年
罕有地要求中央財政補貼。全球疫情令各國對
中國産品的需求銳減，外銷無法增加，內需因
失業⼈多，經濟環境差⽽⼤減，國內外訂購產
品的客⼾越來越少，⼈民幣暴跌，外來投資者
損失慘重，加快撤離。近年中國政府對私營科
網企業的打壓加劇，騰訊和阿⾥巴巴的利潤⾄
今已下降50%。 

清零和房地產錯誤政策損中國經濟 
外國投資者看到，近年隨着習近平對權⼒

控制的增加，把民營企業⽣殺⼤權牢牢操在政
府⼿中，國進民退是政府政策新取向。故⽇本
軟銀從阿⾥巴巴撤⾛⼤量資⾦；騰訊有70億美
元被撤回；世界級股神巴⽐特，由8⽉起陸續出
售其在電動汽⾞製造商⽐亜迪的股份，出售總

聯合國發表新疆狀況報告，指中共在當地犯下嚴重的侵犯⼈權事件。圖為新疆再教育營中關押的維吾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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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歷來最⼤，共套現11.4億。這對低迷的中國經
濟壓⼒頗⼤，負⾯影響⽇增，中國股市8⽉份僅有10
億美元資⾦流⼊，債市流出則⾼達77億美元。 

中國外滙存底原是世界第⼀，持有美國政府公
債⼀度超過⼀兆美元，但在國內資⾦短缺情況下，
竟要拋出逾千億美元債劵救急。今天⽇本已取代中
國成為美債的最⼤持有者，外滙存底有可能已超過
中國。 
今天中國除清零政策衝擊經濟外，房地產債務

危機持續，出現爛尾樓現象，國民對前境甚為悲
觀，⽼百姓節⾐縮⾷加⼤儲蓄⽽防萬⼀，致令內銷
市場⼀蹶不振，第⼆季中國GDP增⾧僅0.4%，和過
去⼆⼗年8% -10%增⾧率簡直是天淵之別。 

房地產和其相關產業佔中國GDP⽐重三分
⼀，2008年世界⾦融危機時，中國曾發放4萬億
美元刺激經濟，因缺乏有效監管，對房地產無
限放貸，借貸的槓桿效應帶來⾦融⾵險，投機
活動壓不下去，唯有加強管制，正是⼀放就
亂，⼀亂就管，⼀管就死。現在房地產的借貸
限制早已解除，並千⽅百計加⼤促銷，但成交
量和價格仍繼續⾛低。  

動態清零令經濟低迷，爛尾樓出現後購房
者拒絕對未完成的物業繼續供款，新屋需求下
降，相關建材需求也減少，今年數⼗⼤城市樓
價下降20%以上，新屋銷售⾧期萎縮，資⾦無法
回流，負債3.3萬億，整個地產⾏業都陷⼊債務
危機中。七⽉起全國各地爛尾樓業主採取集體
斷供款⾏動，北京當局出於維穩，再度給民企
地產發放2500億美元債券融資，希望爛尾樓能
完成交付。但這丁點資助是杯⽔⾞薪，能⼒挽
狂瀾嗎?單是⼀間恆⼤地產其債務巳⾼達⼆萬憶了。 

借共同富裕之名，重回公私合營舊路 
習近平在⼆⼗⼤報告中，強調共同富裕是中國

式現代化的⼀部分，他認為實現共富不僅是經濟問
題，也是共黨執政的根基政治問題，習近平很清楚
可怕的貧富懸殊問題和城鄉差別問題不解決，有損
他的個⼈權威且影響共黨政權的穩定。他⾃恃中國
制度優越，不參考北歐等福利國家如何⾛上國泰民
安之路，⽽只往後看，尋找重新踏回公私合營的舊
路，故此，⼆⼗⼤⼀結束即率領領導班⼦北上延安
朝聖、取經。 

他的共同富裕不是像他所説的，把蛋糕做⼤做
好然後全民分享，⽽是要將民企、私企、甚⾄個體
⼾逐漸收歸國有(即歸共黨所有），由當權者⽀配。
習近平雖把中國經濟弄成⼀潭死⽔，幾⼗年⾼增⾧

累積的家當散得七七⼋⼋，但如何掌控經濟實權，
如何通過經濟運作管控⼈民，他是⽼謀深算的，五
年前已安排國資進⼊民企，不准民企向外發展(美其
名為反對資本無序擴張），現在他三連任，可以加
快腳步向公私合營⼤⽅向⾛了。 
 中國聯通、中國移動與中國電信 、三家國企分

別與騰訊、京東及阿⾥巴巴簽署戦略合作協議，設
⽴合資公司，從今以後在意識形態、股權結構和分
配⽅⾯都要進⾏新型合作；很明顯，政府全⾯管治
經濟的時代正式開始了，以後繼續推廣⾄各⾏各
業。今次國企進⼊這些網絡平台，就是想加強控制
其運作，因為這些⿓頭科網公司擁有最先進的網絡

數據中⼼、主導全民網購的经济活動、創新技術
等。這些涉及國家權⼒範疇的新科技必需掌握在黨
⼿中，任何新發展都要中共核准才⾏，其後果將⼤
⼤窒息新創意，拖慢髙科技的發展。 

習近平的共同富裕背後就是通過經濟⼿段，對
全國、全民、全⽅位、加強管控，要全民⾂服於
他。他的新政，分兩⽅⾯推⾏，⼀⽅⾯是以公私合
營合作將民企私企收歸國有，實⾏社會主義改造。
另⽅⾯是以供銷社⽅式將市埸經濟上各種活動，納
⼊政府辦的社區服務中⼼控制之下，剝奪⼈民基本
⽣活⾃由。這種社區綜合服務措施，包括托兒所、
養⽼院、醫療衛⽣等，加強⼈民對政府的依賴，以
便於管控。 

習近平現在已不再提強國夢，無⼼也無⼒雄霸
世界，只求保住他的天下，保住獨裁政權。如何管
控好⼈民是他的⾸要任務。

中共⼆⼗⼤上出現罕⾒⼀幕，前黨魁胡錦濤遭架出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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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已於上⽉結束，現在我們可以從幾個⽅
⾯加以探討。 

習近平⼀身主持⼗三個重要職位 
第⼀，習近平不僅在⼗⼋⼤、⼗九⼤兩屆執政，⽽

且已衝破慣例，在⼆⼗⼤繼續執政，甚⾄還想在廿⼀⼤
和廿⼆⼤繼續執政。他的⼤權獨攬形勢，已經超過除⽑
澤東之外的歴屆總書記。 

早在1980年代初，鄧⼩平因要拉倒華國鋒，提出
廢除國家領導⼈終⾝制，曾在1982年⼗三屆全國⼈⼤
⼀次會議上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主席和副主
席不得連任三屆，所以江澤民和胡錦濤都遵守這個規
定，但習近平却要連任三屆或四屆，便通過⼈⼤取消這
項規定，所以⼆⼗⼤時，他既當了黨總書記、軍委主
席，又當了國家主席，黨政軍三權獨攬。  

此外，他還當了⼗個國家重要機構的⾸席負責⼈，
這些機構是：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中央全⾯深化
改⾰委員會主任、中央全⾯依法治國委員會主任、中央
財經委員會主任、中央外事委員會主任、中央網絡安全
和信息化委員會主任、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主任、
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中央對台⼯作領導⼩組組⾧、中
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瓴導⼩組組⾧、中央軍委聯
合作戰指揮中⼼總指揮。 

習近平獨攬⼤權和權⼒集中的作⾵是中共除了⽑澤
東之外的第⼆⼈。他為了獨攬⼤權，且將今屆最⾼權⼒
中⼼的黨中常會七位常委全都由他的親信出任，⽽且由
他當年出任浙江省委書記時是他秘書⾧的李希出任國務
院總理，簡直是黨政軍⼀把抓，⽽且，在中常會裏沒有
⼀位潛在接班⼈，顯然他還要在⼆⼗⼀⼤繼續執政。 

北京海淀區四通橋出現反習標語 
第⼆，其實，國內⽼百姓早已知道習近平的權⼒超

過江澤民和胡錦濤，所以在⼆⼗⼤召開之前，即10⽉
13⽇，在北京海淀區四通橋出現反習近平獨裁的標語橫
幅。左邊橫幅寫着：「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
由；不要謊⾔要尊嚴；不要⽂⾰要改⾰；不要領袖要選
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右邊的標語寫著：「罷課罷⼯ 
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起來，不願意做獨裁者奴隸的⼈
們！/反獨裁反專制救中國⼀⼈⼀票選主席！」 

這位抗議者是誰?他署名彭載⾈，本名彭⽴發，原
籍⿊⿓江省泰來縣寧姜蒙古族鄉勤儉村，是⼀位電磁學
研究的⾃由職業科技⼯作者。他當場被捕。此前，他曾
在推特上發出相同⼜號，並在Research Gate留下⾧達
23⾴的宣傳材料，呼籲在⼆⼗⼤開幕之⽇10⽉16⽇開

始罷課罷⼯罷市，並汽⾞鳴笛，並指出，習近平是仿傚
袁世凱和⾦正恩，想做不穿⿓袍⽽我穿西裝的皇帝。 

北京當局的反應，除了加強網絡審查、屏蔽下架之
外，並開始招募10萬名「看橋員」，24⼩時監控北京
所有橋樑，每⽇⼯資320元。 

在中國因為控制嚴密，響應困難，像上海⼤學退休
教師顧國平，在推特上轉發四通橋圖⽂，⽴即被帶⾛，
所以只是偶然有⼈在廁所裏塗寫相似的標語，已被發現
的有中國電影資料館藝術影院男廁內有相似的標語。 

但在國外反應⼗分熱烈。據媒體報導，在美國各⼤
學，包括哈佛、加州⼤學洛杉磯分校、加州⼤學聖塔巴
拉分校、密西根⼤學、埃默⾥⼤學、伊利諾⼤學厄巴納
⾹檳分柉、芝加哥⼤學、紐約⼤學、哥倫⽐亞亜⼤學、
英國劍橋、⽜津、倫敦政治經濟⼤學、倫敦⼤學、倫敦
國王學院、道格拉斯⼤學、中央聖⾺丁學院、愛丁堡⼤
學、韓國⾼麗⼤學、荷蘭萊頓⼤學、阿姆斯特丹⼤學、
阿姆斯特丹⾃由⼤學、埃因霍溫理⼯⼤學、墨爾本⼤
學、韓國⿀麗⼤學、荷蘭萊覟⼤學、阿姆斯特丹⼤學、
阿姆斯特円⾃由⼤學、埃因霍溫理⼯⼤學、墨爾本⼤
學、巴塞羅那⾃治⼤學、⽇本⼀橋⼤學、東京外語⼤
學、早稻⽥⼤學、東京⼤學、多摩美術⼤學，都在校園
內出現聲援彭⽴發的標語，抗議習近平獨裁，並稱贊彭
⽴發是新的坦克⼈! 

開幕前胡錦濤被扶離席 
笫三，⼆⼗⼤閉幕之前，發⽣胡錦濤被意外地扶⾝

離席，引起眾⽬睽睽的離奇事件，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原本胡錦濤坐在習近平右側，習近平左側是李克

強，胡錦濤右側是栗戰書和王滬寧。突然間胡錦濤像發
覺什麼似的，側⾝伸⼿想拿習近平⾯前的⽂件，習近平
⽴即伸⼿壓住卷宗，阻⽌胡錦濤拿⾛他的⽂件，栗戰書
想起⾝護主，被王滬寧拉住。結果胡錦濤被兩位⼯作⼈
員扶着離開會埸。事後官⽅新聞說，因為胡錦濤⾝體不
適被扶⾛，這顯然不是事實。那末，胡錦濤為什麼突然
間要拿習近平的⽂件?他顯然是要拿他的⽂件來核對什
麼，因此我推測，這很可能與中央政治局名單有關。因
為過去三屆中央政治局都是25⼈，這屆突然改為24
⼈，其中必定有⿁，很可能事先原定的名單是25⼈，其
中可能有⼀名團派⼈⼠，現在卻被刪為24⼈，故引起胡
錦濤的疑竇，要拿習近平⾯前的名單核對，是然⾮然，
這個問題將永遠是個謎！ 

北京最新傳來消息，胡錦濤已被送往張家⼜「冬奧
賓舘」(公安部⽼幹部看守所)，其⼦胡海峰，原任職浙
江省麗⽔市市委書記，已被解職。

習近平⼤權獨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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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質疑我早前的看法，說既然習⼤權獨攬是

各派妥協的結果，那為什麼團派被團滅了？他的理由

應該是，如各派妥協，那麼應該都有分權到⼿的機

會，團派不⾄於這麼慘。 

我的意思，各派妥協的結果未必是分餅仔，可能

正是賦⼤權於習近平，團派未必是⾾輸了，可能是不

想⾾下去了。 

團派從何⽽來？是從胡耀邦⽽來，胡曾任共青團

中央總書記，主政後起⽤⼀批共青團幹部，⼀代代沿

襲下來，遂有團派，到胡錦濤達到頂峰。多年來團派

勢⼒⼀路式微，漸無後起之輩，到胡春華，似乎已⼒

竭。 

李克強退，外界本來指望汪洋或胡春華接任總

理，那樣⾄少最⾼層還不是鐵板⼀塊，還有⼀兩個貌

似中庸⼀點的⼈在，尚不是⼀個戰⾾集體，還有挽救

國計民⽣的⽤意。結果正相反，團派與江派清零，習

⼀⼈獨⼤，為何各派妥協出這樣的結果？ 

隔代指定本是⽼⼈幫指定，為什麼中間要隔了⼀

代？為什麼不是由上⼀代指定下⼀代？這本⾝就是鄧

⼩平的⼼計。中共搞⾰命，講究黨內資格與⾾爭經

驗，講究考察幹部，由祖⽗輩指定孫輩，因為祖⽗輩

經驗⾜夠，把持得住，⽽且祖⽗輩已不在位，可以超

脫個⼈政治利害關係網，減少紛爭惡⾾。因此鄧指定

胡錦濤，江指定習近平，胡指定孫政才。 

習近平上台後扳倒了孫政才，那時胡錦濤已經退

下，理論上不可能再由他指定另⼀個接班⼈，因此習

之後的接班⼈懸空。懸空了怎麼辦？隔代指定並沒有

寫⼊黨章，習近平要無限延任，無須修改黨章，但憲

法有規定國家主席任期不超過兩屆，這便使他連任有

違憲法，因此唯有修改憲法掃清障礙。 

道理是這樣，習近平還想做下去，於是⼀切便沿

著他連任的思路去交易。 

本來江派團派都會爭的，即使不爭⼤位，⾄少爭

最⾼權⼒圈裡的幾個位，李克強下，汪洋或胡春華能

上也不錯。問題是習近平連政治局常委中的⼀個位都

不給，那事情就變成團派能不能頂住習的野⼼了。 

⼗年來習近平利⽤反腐，把最⾼層的⼈⼼都震散

了，每個權貴家族都有貪腐問題，證據都掌握在習⼿

上，想⽤隨時可以⽤，有孫政才前⾞之鑑，汪洋與胡

春華想不想試⼀試？ 

幾⼗年來，權貴家族幾乎把勢⼒範圍都劃分好

了，各⼈有各⼈的地盤，外⼈不可染指。這種利益定

勢⼤家都不想破壞，各⼈賺各⼈的，⿑⿑發達，好過

⾾到七彩，⾾到散曬。 

更重要的是，當下中共⾯臨國內外惡劣局勢，對

未來五年⼗年的執政者來說，都是嚴峻的考驗，搞得

不好，中共隨時會坍台。那麼對團派來說，究竟是與

習派⾾，⾾個你死我活，還是作出妥協，把權⼒交給

習近平⼀⼈去打理，對中共更好⼀點？對⾃⼰也更好

⼀點？ 

在黨⽣死存亡之際，只有黨的安全才是最根本

的，才符合所有派別的共同利益，黨不存在了，任何

派別贏了都沒有意義。因此團派作出妥協，選擇將權

⼒交出去，交換各⼈平安落地，退下來後家族利益得

到保障，安享退休福利，保持⼦孫輩在政治經濟上的

發展機會。 

最後⼀點是，往後中共必定會⽤更嚴酷的⼿段來

整治中國⼈，是不是每個⼈都想不擇⼿段做盡損陰德

的事，遭千古罵名？還是知道此去沒有好下場，早早

撒⼿為妙？ 

團派本沒有什麼特殊的⼩集團利益，無⾮是派內

各⼈互相扶持的意向⽽已，團派滅了，團派散伙，只

要各⼈安全，在實際利益上沒太⼤損失，基本上團派

也沒什麼後⼈了。同樣道理，江派也式微了，⼀個王

滬寧轉投新主孤掌難鳴，只有看習近平臉⾊⾏事。 

習近平有強烈的獨裁意向，各派⼒量不⾜為患，

內外形勢惡劣，又使他組織⾃⼰的班底理由更充份，

內外形勢造就他登峰造極。 

胡錦濤被架離會場，有⼈猜測是兩份名單被習近

平調包，有⼈說怕胡臨場作亂，內情無⼈可知。團派

交出權⼒，換取平安落地，這只是我的推測，我們都

是局外⼈，知⼀點不知⼀點，有點想法純屬打⽛較，

說對了無獎，說錯了得⼀啖笑。 

⼆⼗⼤閉幕式，⽼⼈幫都坐在台上，如他們反

對，何必來站台？胡被架離場，無⼀⽼⼈挺⾝⽽出，

證明⽼⼈幫對現場的⼀切⼼中有數。團派團滅，江派

斷流，這是妥協的結果，符合中共的利益，也符合中

共的邏輯，只是物極必反，爬得越⾼摔得越重，我們

且拭⽬以待。

江派斷流 團派團滅 習派攬權 
!"顏純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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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在印尼巴峇島舉⾏的G20峰會，臨近尾
聲之時，會場出現驚⼈⼀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公開場合，聲情並茂，當眾責怪加拿⼤總理杜魯
多。由於「發惡」過程就在記者鏡頭底下，習近平
蠻橫⾃⼤、猶如⿊社會頭⽬的霸道⾏徑，引發全球
輿論譁然。 
當時的經過是這樣的。 
由於沒有安排加中雙邊正式會談，11⽉15⽇，

杜魯多抓住機會曾與習近平舉⾏了⼗多分鐘的⾮正
式會談，相關內容包括抗議中國⼲預加拿⼤選舉等
話題，稍後被加拿⼤總理辦公室公布。 

直接威脅「結果就不好說了」 
第⼆天，在G20峰會閉幕會前，兩⼈在公開場

合不期⽽遇，似乎是習近平主動找上杜魯多，透過
翻譯向杜魯多抱怨：「把我們交談的內容告訴報紙
了，這不合適啊。⽽且我們也不是那樣做事的。」
習又說：「如果有誠⼼，咱們就應⽤互相尊重的態
度來進⾏很好的溝通。否則這個結果就不好說
了。」 
杜魯多被突如其來的「⼤國領袖問候」，起初

有些不知所措，但在聽完翻譯後，即時趨前反懟習
近平：「在加拿⼤，我們相信⾃由、公開和坦誠的
對話。我們將繼續期待能進⾏建設性合作，但總是
會有我們意⾒不同的事情。」 

習近平並沒有耐⼼等杜魯多說完話，作勢離
開，並顯得很⽣氣地說：「要創造條件，要創造條
件。」隨後他又露出假惺惺的笑容，和杜魯多握⼿
後離開。有媒體報道說，習在離開之時，還扔下三
個字「很天真」。 

加中關係雪上加霜 
習近平和杜魯多都沒有料到的是，這則場外

「花恕」，居然會⽕爆全球，⾵頭遠超峰會公報。
尤其是習近平，由於在與⼩杜互動之時，表現粗
魯，不尊重，甚⾄語帶威脅，遭到⼤多數輿論的譴
責。在加拿⼤國內，習近平的專橫表現更是引發群
情激憤，令本已緊張的加中關係雪上加霜。 
從過往經驗來看，習近平在外交場合即興與他

國領袖互動，可以說是絕無僅有。這次他主動抱怨

指責杜魯多，是⼀時興起，還是有備⽽來呢？ 
如果他只是臨時起意，想和杜魯多拉拉交情，

其表現雖差，讓⼈們了解這位獨裁者「真實」的⼀
⾯，也不算是件太壞之事。 

但習近平精於權謀，「不打無準備之仗」，尤
其是明知有記者鏡頭對著，他不太可能在這種場合
「失控」。因此，有理由相信，習近平扛上⼩杜，
⼀定有著其政治算計。如果西⽅社會不了解他的意
圖，就可能在未來犯上⼤錯。 
那麼，習近平的動機是什麼？為什麼要冒著記

者鏡頭公開其「惡霸」的真⾯⽬，也要居⾼臨下地
指責威脅杜魯多呢？ 

習近平利⽤「武漢肺炎」疫情，閉關三年不外
訪，謀劃全⾯黨內奪權。在今年⼗⽉舉⾏的中共⼆
⼗⼤上，他終於得償所願，完成個⼈獨裁「⼤
業」。然⽽，雖然已無「內顧」之憂，但由於缺席
三年外交，「親⾃指揮」「親⾃部署」戰狼四出狂
吠，卻只是換來「天下圍中」越縮越緊的包圍圈。
向來膽⼩惜命的習近平，這次冒著疫情「奪命」的
⾵險外訪，實乃不得已⽽為之。⽽他這次⾧時間外
訪的主要⽬的，就是要安內後「攘外」，設法「撕
破」以美國為⾸的西⽅勢⼒對中國形成的包圍圈。 

把歐美圍堵國家分為三個梯次 
從習近平在G20期間安排的雙邊會談來看，他

把美國及其盟友分成了三個梯次。頂端毫無疑問是
美國，習近平中國要成為世界霸權，美國是最⼤的
攔路虎，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他都必須與美國直
接交鋒。 

第⼆梯次則是加拿⼤和英國。由於地緣關係，
加拿⼤作為美國的天然盟友，是不可能與美國分割
的。英國則因歷史和⽂化因素，中國無論⽤什麼⽅
式，都不可能把英國從美國⾝邊拉開。因此在這次
峰會上，中國完全沒有安排與加拿⼤的雙邊會談，
雖與英國有約，最後仍取消。這即是說，中國放棄
拉攏加拿⼤和英國，⽽著重於打壓。 

第三梯次則是歐洲⼤陸的美國盟友。習近平認
為，德法意西等和美國的利益並不⼀致，均屬於可

責⼩杜露獠⽛  習近平出洋相 
!"常  駿

下轉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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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忠誠測試劑 

眼看中共20⼤都要完滿結束了，最後⼀幕竟發
⽣上任元⾸胡錦濤在不情願的情形下被兩名⼤漢
「脅持」著離場的突發事件，其事可能是近年最多
收看的實況錄影，實在太震撼、太出乎意料。 
這事為何會發⽣？因為官⽅說胡「⾝體不

適」，那麼，⾝體不適就不是真的，真相為何？⼤
家都來猜，⾄今，最多⼈說的有： 
*他真的⾝體不適，不過他⾃⼰不知道，場外

的醫護⼈員知道。咁奇？不奇。胡的不知哪個⾝體
部位器官可能有問題，裝有輔助器或/和通報器，
醫護⼈員察查到了，通報離場就醫服葯保安全； 
*他原先不願離去，幾乎是被兩名壯男架著離

場的，其中怎能沒有原因；那麼，原因是甚麼？可
能是： 

他要看場刊中的上位同志的名單，⽽話事⼈不
願他知道； 
話事⼈要當著全世界羞辱他； 
黨爭激烈到令⼈難以置信的地步…… 
有⼀點則是全世界都同意的：數以千計的在場

者（不少還是胡的⾨⽣）的冷漠無反應，令⼈震
驚、不安、不解，不得不相信：誰對胡表達關⼼、
問候，必有惡果。 

2. 配合現實 

《論語：雍也》：「君⼦博學於⽂，約之以
禮，亦可以弗畔矣乎。」⽤現代話，其意謂：⼀個
⼈好學有知識且能約制⾃律，就不壞。中⽂⼤學以
「博⽂約禮」為校訓，並寫在校徽的綵帶上。 
59年後之今年，中⼤改校徽，去掉校訓「博⽂

約禮」四字。校友反之甚烈，復⽤原樣。 
⽩搞⼀場，又何必。 
此⾔差矣。今之⼤學領導層，說不準認為現在

還訓誨學⽣做好⼈，傻的嗎。 

3. 操控肚⼦ 

當⼀胎制實施時，當局禁制、強⾏消滅第⼆胎

的⼿法，多著：輕有政府免費供應避孕葯物和⽤
具、重有懷孕後期也須接受⼈⼯流產；多出的⼀
孩，這⼀孩要失去公民權如接受教育等等。個中事
例不⼀⼀例舉。（當然也有例外，如鎖鏈⼥連⽣⼋
孩，沒⼈管）。 
政策實施得太成功了，以⾄中國出⽣率下降、

⼈⼜⼤減，於是推倒⼀孩制，改為（⾄少）⼆孩
制，看情形並不樂觀，上海封城時，官⽅⼈員對市
民說：「須顧及後代……」，該市民說：「我就是
最後⼀代。」聞之只能無語。估計⼀定有針對性的
政策推出，會不會是： 
禁制⼀切避孕⽤品葯物，擁者犯法； 
未驗證有孕，不許結婚； 
未婚有孕者，母⼦同樣得享已婚有孕/出⽣者

待遇； 
⼆胎以上可得巨獎，巨到如房⼦⼀套…… 

4.慣啦 

中國駐英國曼徹斯特市領事親⾃⾛出館外破壞
⽰威者的物品、動⼿拉扯⽰威者的頭髮且對著鏡頭
親⼜承認其事。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家在等下⽂。等等，沒
事了似。 
這事如倒過來英國領事在中國這樣做或有野

睇。 

5. 尊重歷史 

這事⼀定發⽣，只是不知在何時。王后像廣
場、伊利沙伯醫院、王后⼤道等等，要改名，還有
⼀眾以「聖」字⾏頭的機構尤其學校，也要改名，
正確來說，所有教會學校和教會機構，都要改名，
連同取消學校內的教會。 
曼迪拉選上南⾮總統，帶媒體參觀總統府，⾛

經歷任總統畫像廊，悄聲說：「他們在盯著我。」
那怎不把他們都拆下⼀把⽕燒了。 
講到英⾮、英中間的關係，中還真不如⾮之苦

⼤仇深 
曼迪拉讓歷史存真。 

做好⼈已過時
⼋周記 
作者：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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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幾時落閘 

⾹港官府⼀會說：移民不是很多者，⼀會
說：要向外搶⼈才。 
搶得咁易，咱加拿⼤就有⼯冇⼈做。 
⾹港的優勢在⼈⼯⾼糧期準，⾹港的中、⼩

學教師薪酬相信是全世界最⾼的，可教師⾛得多
到慌，他們到英國、加拿⼤開貨⾞、收銀、開⼩
店，還是⾛。為甚麼為甚麼？ 

7.回到正軌 

甚麼是「供銷社」？不⼤了了，看近⽇相關
新聞，只能簡單理解成：物品由國家統⼀收購、
再向民眾即消費者出售，或者還連著布票、糧票
制度，回到50、60年代的消費⽅式；同時，還會
有「公共⾷堂」之設，以達⼈⼈有飯吃的理想，
如何運作則不得⽽知。 
如果這就是共產主義，回到初始是正道，反

⽽之前的⾛資才是犯了路線的⼤錯。 

8. 嚴得有理 

當⾹港的疫例仍在4千、5千之間，對開放、
復常，官民都有點按不住了，加上打了⼀場國際
性的球賽後，疫症未⾒突增，對復常的期望更
⼤，開放外來旅⾏團來港即將實現，隔洋看著，
都感覺到那種氣氛。北上的廣州，病例增⾄過
千，⼀番忙亂如上海。 
早前德國總理訪問中國，提出「讓中國境內

的外國⼈打外國的防疫針」，為甚麼不打中國的
防疫針？就連中國，都聞「檢測檢測檢測」⽽少
聞「打針打針打針」，也是⼀奇。 
早前傳出，中國要買某國的疫苗，但，同時

要得到配⽅，交易沒成事。國產疫苗效能如何？
可思過半。必須嚴防疫情⼀發不可收拾，其理
由，中國⾃⼰最清楚。

以分化⽡解的對象。如果中美最後攤牌，這些國
家有可能選擇不跟從美國。因此，在這次峰會
上，習近平分別與這些國家領袖舉⾏正式會談，
冀加強經貿⽅⾯尤其是政治⽅⾯的關係。 
了解習近平參加G20峰會的⽬標，就能明⽩為

什麼習近平不顧體⾯，對杜魯多扮出⼀副⾧輩教
訓晚輩的樣⼦。 

敲打⼩杜 冀⼀⽯五⿃ 
習近平這樣做的⽬的⾄少有五：⼀者表明他

對加拿⼤⽬前的打擊中共⼲預⾏為極為不滿，⼩
杜識相的話就應該不要再糾纏中共滲透；⼆者則
是表明，中共已是⼀「霸」，並不把⼩⼩的加拿
⼤放在眼中，完全可以居⾼臨下，以⼤欺⼩；三
則是向美國⽰威：我敲打你⼩弟，你又能奈我
何？四則是「殺雞儆猴」，表演給其他歐洲國家
看 ，讓他們知道，順「 習 」者敬之利之，逆
「習」者警之訓之。第五個⽬的則是表演給國內
⽼百姓看：瞧，中國強⼤了，已開始給其它國家
「指明⽅向」了！可令中國許多屁民的虛榮⼼得
到極⼤滿⾜。 

習近平的如意算盤打響了嗎？從效果來看，
可謂適得其反。他在這次互動中，把戰狼三套路

——⼀指責⼆威脅三蔑視——發揮得淋漓盡致。
世界各國苦戰狼久矣，習近平如此表演，幾乎⽴
即引起所有⼈的反感。餘波所及，中國國內輿情
也難以駕馭，最後只好對相關事件⼀封了之，甚
⾄「特魯多」也成了關鍵詞，遭到屏蔽。 

中國俗語說：出洋相。習近平這次偷雞不著
反蝕⼀把⽶，實在是出盡了洋相啊！ 
這還不⽌。在參加完G20峰會之後，他又⾺不

停蹄前往泰國，出席亞太經合會（APEC）峰會，
在歡迎招待會上，習近平夫婦與東道主泰國總理
巴育夫婦合影後，不理巴育夫婦伸⼿握⼿⽽⽴即
離開，場⾯之尷尬，令巴育只好摸了摸⾃⼰⿐⼦
解窘。 

可以預⾒，習近平在外交場合出洋相，這絕
對不會是最後⼀次，⼀定會陸續有來。⼤家就等
著看他的笑話吧。 
說完習近平，還得說說杜魯多。雖然被嘲諷

「很天真」，但⼩杜在與習近平的互動中，表現
得不卑不亢，尤其是不忘反懟習近平不知「⾃
由、公開和坦誠」為何物。除了杜魯多作為西⽅
精英的代表，加拿⼤作為⼤國，當然也有反懟的
底氣。只是令⼈好奇的是，這個曾經表⽰羨慕中
國專制的政客，在領教了習近平的獨裁鐵拳之
後，他是否還會對中共式專制表達羨慕之情呢？

上接第五⾴



中國在押政治犯⼈數 
維權網⼋⽉底公佈《中國⼤陸在押政治犯⽉度

報告》，包括漢、藏、維、哈薩克、回、蒙、朝
鮮、滿等多族裔在押政治犯、良⼼犯共有1422⼈。
被失蹤者如⼈權律師⾼智晟失蹤五年無⾳訊；唐吉
⽥⾃去年12⽉10⽇被帶⾛後，也杳無⾳訊，⼈權捍
衞者陳建芳被捕三年無⾳訊，⼈權律師李昱函被覊
押近五年，不審不判，覃永沛律師也超期羈押。 

彭博社僱員范若伊被捕獲保失聯 
彭博社駐北京范若伊（⼥），2017年加⼊彭博

社北京分社⼯作，2020年12⽉被拘留，2021年7⽉
宣佈正式逮捕，據賈迪卡說今年年初已被保䆁候
審，始終無法與她聯繫。 

呼籲釋放王炳章 
中國海外民運第⼀⼈王炳章博⼠，2002年在越

南被綁架⾄中國判無期徒刑，⾄今已20年，今年9
⽉7⽇開始，中國民主⼈權聯盟和民主中國陣線，
在聯合國前舉⾏活動，呼籲釋放王炳章，其弟王炳
武亦⼀起參加。 

⾹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升被捕 
⾹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升，獲得⽜津⼤學為期

六個⽉的奬學⾦，準備去培訓時，9⽉7⽇被捕，罪
名是妨碍執法、擾亂治安。 
另⾹港外國記者協會，獲⽇本外國記者協會年

度新聞⾃由亞州⼤獎，由⾹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
代表領獎。 

上海維權⼈⼠季孝⿓被刑拘 
上海維權⼈⼠季孝⿓因多次向上海市委書記李

強上書，並要求李強下台，其未婚妻於9⽉4⽇收到
通知，他已被刑拘。 

福建訪⺠出獄，數⼗迎接者被捕 
福建福清訪民何宗旺9⽉2⽇刑滿出獄，數⼗⼈

迎接被捕，計有：嚴興聲、江智安、張章、梁⽩
端、邱⾹英、林國華、李穗材等被公安帶⾛，拘留
四個多⼩時才被釋放。 

郭⾶雄移送檢察院起訴 
郭⾶雄，原名楊茂東，2021年12⽉5⽇被捕，

半年後獲⾒律師，原本郭⾶雄因妻在美國⽣病赴
美，却被抓捕，其妻於2022年1⽉10⽇在美逝世，

終年55歲。 

孫⽂廣失蹤4年⽽逝 
⼭東⼤學退休教授孫⽂廣失蹤4年，現在得

知，他已於去年8⽉病逝，終年87歲，其夫⼈韓⼥
⼠曾到埸料理後事，在港的獨⽣⼥不能奔喪。 

河北⼯程⼤學副教授王剛遭煽顛罪 
原河北⼯程⼤學臨床醫學院副教授王剛，2012

年發表《致中共中央公開信》，呼籲政治改⾰被
拘。2018年1⽉8⽇因組建「上海百姓維權」遭約
談，2018年5⽉21⽇被⽴案失聯，後得知已被以煽
動顛覆罪刑拘。 

廣州教會會友張強判刑兩年 
廣州聖經歸正教會會友張強，2020年10⽉底被

捕，2022年6⽉被判刑兩年。去年六四32週年當
天，該教會另⼀信徒⾼恆，因在廣州地鉄站⼆號線
出⼜舉牌⼦紀念，被捕⾄今仍未宣判。 

宜昌⺠主⼈⼠劉家財被抓 
湖北宜昌民主維權⼈⼠劉家財，2022年9⽉25

原⼯作單位葛洲壩集團通知他返辦公室，結果被
抓，其妻王⽟蘭也無法聯絡。劉家財原為雲南某公
司⼯程師，後⼊葛洲壩集團為職⼯，曾籌建獨⽴⼯
會被抓監管兩年。 

廈⾨聚會案當事⼈張忠順被監視居留 
「12、13廈⾨聚會案」當事⼈張忠順，9⽉23

⽇被⼭東煙台警⽅帶⾛，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監
視居留。他於2019年12⽉26⽇以同罪監視居留半年
獲釋，今是第⼆次被監視居留。 

雲南基督徒王順平被捕 
雲南怒江州福貢縣歸正教會事⼯⼈員王順平9

⽉24⽇被捕。 
王順平1990年⽣，曾在雲南神學院學習，2014

年起⼀直在家鄉怒江州福貢縣歸正教會做傳道⼈，
現被關在福貢縣看守所。除王順平外，尚有怒桑
鄧、三羅波以及另外兩名⼥基督徒被捕。 

⾹港陳⽇君等因⽀援基⾦受審 
⾹港天主教榮休樞機主教陳⽇君，因與律師吳

靄儀、歌⼿何韻詩、前議員何秀蘭、學者許寶強、
基⾦秘書施城威等設⽴「612⼈道⽀援基⾦」，雖
然該基⾦已停⽌運作，但仍被控告受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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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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