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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洛西成中國加快統一催化劑
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不顧中方強烈
反對和嚴正交涉，竄訪中國台灣地區，嚴
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規定，嚴重衝擊中美關係政治基礎，嚴重
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破壞台海
和平穩定，向 「台獨」 分裂勢力發出嚴重
錯誤信號。
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外交部、國防
部、中共中央台辦等機構發表談話或聲明，
對佩洛西竄台表達堅決反對、嚴厲譴責和
強烈抗議。與此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於
8月4日起一連三天繞島進行海空軍事演訓
行動，對 「台獨」 分裂勢力及境外敵對勢
力作出嚴厲警告。這雖然被外界視為 「前
所未有」 ，但順理成章，並很可能成為常
態，是中國彰顯國家主權、捍衛國家統一、
領土完整堅定意志的體現。佩洛西竄台事
件，成為中國加快推進統一進程的 「催化
劑」 。
從佩洛西竄台，我們可以看到：

美遏華策略已是「強弩之末」
佩洛西竄台，已經嚴重衝擊中美關係
政治基礎，令中美互信下降到最低點。這
完全是美國的責任。美方一直很清楚中方
在台灣問題上的底線。但一段時間以來，
美國不斷以 「切香腸」 的方式，試圖一步
步掏空一個中國原則。此次任由第三號人
物竄台，正是美國粗暴觸碰中國紅線，試

圖觀察中國反應，以圖後手的圖謀。
第二，美國打 「台灣牌」 效力遞減，
漸成 「強弩之末」 。
美國一直以為，打 「台灣牌」 、 「以
台制華」 很順手，會給中國帶來很大掣肘，
中國的反擊會 「投鼠忌器」 。但台灣島內
有評論指出， 「大陸反對外來干涉不是只
打嘴炮，而是有軍事、外交、經濟、法律、
輿論等多種工具可供選擇……佩洛西不但
達不到挺台的目的，反而給了北京宣示對
台主權的機會。可謂偷雞不成蝕把米。總
之，留給外部勢力隨心所欲打 『台灣牌』 ，
肆意消耗大陸資源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從佩洛西竄台前後的表現看，她很清
楚自己是 「麻煩製造者」 。無論是軍機繞
道飛行，還是事前對其是否竄台秘而不宣，
都顯示其心虛的一面。踏上中國寶島的土
地或許 「容易」 ，但美國及 「台獨」 分裂
勢力付出的代價必將是其難以承受的。
西方敵對勢力 「以台制華」 的圖謀從
來沒有成功過，反而不斷給中國提供反制
「台獨」 分裂勢力的良機。此次便是一個
明證。中國人民解放軍繞島軍事演訓行動，
是正告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再打 「台

民主黨要以行動證明告別錯誤路線
銳評
方靖之
民主黨早前發表的所謂 「立場
書」 以及準備在疫下舉辦 「年度宴
會」 ，遭到社會各界猛烈抨擊後，
黨主席羅健熙聲稱，民主黨一直以
來支持 「一國兩制」 云云。 「一國
兩制」 的初心和根本宗旨十分清楚，
就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當中不存
在灰色地帶。支持和擁護 「一國兩
制」 ，關鍵要看其言行是否符合
這兩點，羅健熙如果說民主黨支
持 「一國兩制」 ，在言行中就必
須做到有關要求，當中不存在所
謂差異。

須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
這次羅健熙的說法較以往也有
不同，他除了表示民主黨支持 「一
國兩制」 之外，亦表明 「承認憲
法」 。憲法在國家法律體系中處於
最高的法律位階，具有最大的法律
權威和地位，也是制定其他法律的
基礎和依據，包括香港基本法，任
何法律都不得牴觸憲法，憲法也適
用於香港。尊重、擁護憲法是香港
市民的義務和責任，本來沒有什麼
好說的，但過去民主黨卻是鮮有提
及憲法，這與 「傳統反對派」 一直
重 「兩制」 輕 「一國」 ，只講基本
法不講憲法的思維一脈相承，這次
羅健熙表明承認憲法也可以算是一
個 「進步」 。
憲法第一條寫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
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
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
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
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

社會主義制度。」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
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發表的重要
講話中提出 「四個必須」 ，在 「必
須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
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制度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
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最本質的特徵，特別行政區所有
居民應自覺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
制度。
民主黨如果承認及擁護憲法，
理所當然要承認、尊重以及擁護中
共的領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根本制度，更不能挑戰、對抗國家
執政黨。這才是真正的承認及擁護
憲法，而不是一句空語。
然而，民主黨一直以來的所作
所為卻明顯與承認憲法、承認國家
執政黨背道而馳。民主黨多年來與
「支聯會」 等反中亂港組織，不斷
高舉針對國家執政黨的口號；炒作
政治議題，屢屢抹黑中央；與外國
反華勢力勾肩搭背，乞求外力干預
香港事務甚至 「制裁」 香港；黑暴
期間公然站在中央和香港特區的對
立面，對抗香港國安法和特區新選
制。
民主黨一些核心成員如李永達
等，更一直將中央視作敵人，這些
言行何來承認及擁護憲法？恰恰相
反，民主黨近年來為了迎合本地激
進勢力，討好外國反華勢力，走上
了一條 「反共路線」 ，在對抗國家
路上走得愈來愈遠。羅健熙現在卻
面不紅氣不喘地出來說民主黨支持
「一國兩制」 ，承認及擁護憲法，
不但厚顏，更難以令人信服。
中央對於落實 「一國兩制」 一
向給予很大的包容，持不同政見的
政治組織只要依法運作，都有繼續
發展的空間。如果民主黨真的希望

回到建設香港路上，就必須拿出實
際行動，表明與過去的錯誤路線劃
清界線，與本地激進勢力一刀兩斷，
而不是出來借傳媒放風，說幾句好
聽的話，就以為可以 「洗底」 ，可
以繼續參選，這只是民主黨的一廂
情願。

須與本地激進勢力一刀兩斷
對香港政局而言，民主黨存在
與否其實沒什麼影響，民主黨改弦
更張當然歡迎，自尋絕路也是自己
選擇，太陽依然升起，新選制依然
繼續落地生根。但如果民主黨真的
希望做回 「溫和理性反對派」 ，重
回選舉之路，就不能只出來放話示
好，更要有實質行動證明已徹底告
別錯誤路線。例如不能繼續由一些
具有強烈反對國家執政黨、立場激
進的成員長期佔據組織領導層，試
問這樣如何令人相信民主黨會改弦
更張？
早前 「鷹派代表」 李永達已退
黨，不論目的為何，對民主黨至少
是好事，但同時，民主黨要重新上
路，就不能繼續讓激進成員主導該
黨的前途。《人民日報》去年曾發
表評論文章，批評民主黨在現任黨
主席羅健熙等人操縱下，離民主愈
來愈遠。對於民主黨而言，再任由
這些人恣意妄為，勢必將走向一條
不歸路。當中已經說得十分直白。
如果民主黨一邊說支持 「一國兩
制」 ，重回 「溫和理性反對派」 之
路，一邊繼續讓激進成員把持，怎
可能令人相信民主黨會改弦易轍？
民主黨現在認識到危機，了解
到必須改革求存，為時仍未晚，但
擲千言莫如履一行，當前首要是推
出更有力的修正錯誤路線舉措，刮
骨療毒，避免在錯誤的道路上愈走
愈遠，否則一切也是空談。
資深評論員



議事
論事 高佩璇

第一，美國掏空一個中國原則變本加
厲。這是美國近年將中國視為 「對手」 的
全方位打壓手段之一，不會改變。我們對
此必須狠狠回擊，不給其任何進一步作惡
的空間。
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
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既是國
際社會共識，也是美方向中方作出的政治
承諾。美方在中美建交公報中明確承諾，
「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
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
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
官方關係。」

灣牌」 ，恐怕需要掂量一下付出的代價能
否承受。
第三，佩洛西竄台讓國際社會看到美
國處心積慮破壞中國核心利益。美國千方
百計製造區域緊張局勢的圖謀已經無法用
「民主」 作為幌子，也無法攀上任何 「道
德高地」 。國際上支持一個中國原則的聲
音從來沒有減少。而美國在國際上的霸權、
「雙標」 ，以及製造地區局勢緊張的伎倆
已經越來越為世界所看清。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會晤佩洛西時強調，
穩定的美中關係對地區和平與安全具有重
要性。其意涵非常明顯。韓國政府對佩洛
西訪台持謹慎態度，總統尹錫悅因 「休假」
未安排與佩洛西會面，韓國外交部長朴振
也沒有與佩洛西會面，而是在對方抵達當
晚飛往柬埔寨出席東亞合作系列外長會議。

中國善用危機謀定而動
第四，時勢早已非26年前，中國既有
堅強決心，更有實力，同時也更有智慧，
善用危機，謀定而動。
「朋友來了有美酒，敵人來了有獵
槍」 。佩洛西站到了中國台灣地區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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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是民進
黨當局的所謂
責任編輯：曹宗興
「勳章」 和美
國一些政客的
「口頭表揚」 ，
但是她卻給了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突破的機會，未來將
進一步實現解放軍繞島軍事演訓常態化，
給 「台獨」 分裂勢力極大的威懾。這正意
味着，中國實現完全統一的日子已越來越
近。
當然，我們依然希望兩岸實現和平統
一，並會用最大的努力來爭取這一目標，
這是所有中華兒女的願望。民進黨當局處
心積慮搞 「台獨」 ，更不斷引狼入室，甘
當美西方圍堵中國的馬前卒。這行徑不單
不會得逞，反而更迫使大陸把實現祖國統
一的步伐向前推進。台灣島內民眾應該認
識到新中國成立至今，國家的發展一日千
里，人民生活有大幅改善，只有回到祖國
的懷抱，共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努
力，台灣才會有出路， 「台獨」 只會是死
路一條！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汕頭社團總會主席

全面將中醫納入基層醫療系統
政策
思考

黃 元 山、廖 美 香

上一屆特區政府已完成制訂基層醫療
健康藍圖的框架，並提出改革措施，進一
步加強香港基層醫療服務，減輕公營醫療
系統壓力。有關框架的具體建議已交與現
屆政府考慮，以訂定合適的執行方案。中
醫主張 「未病先防、已病防變」 ，在基層
醫療可發揮重大作用。新一屆政府管治團
隊上任後，市民期待中醫可納入基層醫療，
以應對人口老齡化，並及早做好慢性病的
防治。
隨着香港人口老化，對醫療服務需求
愈來愈大。香港的醫療系統一直以西醫為
主導，但病人往往要輪候一段長時間才能
使用醫管局的專科門診服務，顯示基層醫
療服務供不應求。中醫主張治未病、扶正
祛邪、治病求本，正好在基層醫療大為發
揮，提升市民健康素質，且減低醫療系統
的負苛。

治未病減輕醫療系統負擔
中醫認為，上醫治未病，當人體出現
疾病症狀，尤其出現小微症狀，便應及早
處理，救其萌芽，防止惡化成慢性疾病。
利用中醫中藥、針灸、食療等多元方法改
善健康。患者一旦患病，可利用中醫藥治
療固本強身，注意防止併發症，從而降低
入院治療的機會。
可是，現時本港醫療體系內並沒有完
整的公營中醫服務。十八區的三方協作中
醫診所暨教研中心，是由醫管局、非政府
機構及本地大學，以三方夥伴合作的模式
營運，並非由政府機構負責診所的日常運
作。市民一旦患病，要享用公營治療服務，
基本上只能尋求西醫治療，其中的原因包
括價錢相宜，又沒有資助名額限制。而
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每年只提供六十二
萬個資助名額，每次收費一百二十元，
較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金只是五十元，
相對昂貴。
地區康健中心或地區康健站已遍布全
港十四個地區，政府目標是今年內做到十
八區全面覆蓋，但康健中心或康健站服務
也甚為局限，以現時康健中心只轉介特定

疾病（中風、腰背痛及膝關節退化痛症）
患者，給予針灸服務的津貼，但不包括服
用中藥的資助，業界已呼籲檢討予以擴大
資助範圍。以去年12月 「三九天灸」 為例，
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與三間康健中心或地
區康健站提供天灸治療服務，但屬於試行
性質。中醫為人們於三九天（一年中最冷
的日子）或三伏天（一年中最熱的日子）
進行天灸，透過敷貼溫熱藥材於穴位，增
強人體氣血，扶正補虛，平衡陰陽，預防
疾病，是中醫治未病的方式，值得多推廣
支持。

強化中西醫協作計劃
西醫的治療水平相當優秀，但有一些
疾病的治療中醫亦可發揮作用。現時醫管
局推行的中西醫協作計劃也是一個小範圍：
向指定的八間公立醫院，為四個選定的疾
病（包括中風、肌肉及骨骼痛症、癌症紓
緩治療），且限定於住院病人，進行中西
醫協作治療。
其實，中醫在治未病、皮膚病、傳染
病、婦科、兒科等均具優勢，可以肩負重
任。中西醫協作計劃的服務對象不應限於
住院病人，也可納入到基層醫療，為更多
市民改善健康。
總之，本港現時以西醫為主導的醫療
體系應拆牆鬆綁，把中醫全面納入本港公
營醫療體系，包括：強化中醫門診以及中
西醫協作計劃，並增強地區康健中心或地
區康健站的中醫服務等。讓中醫藥可在疾
病預防、疾病管理、社區康復擔當積極角
色。
本港首間中醫醫院預計在2025年第二
季分階段投入服務。筆者認為，特區政府
應重新檢視十八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地區康健中心或地區康健站的角色。新任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曾任港大深圳醫院
院長，對內地中西醫結合抗疫的成效、中
醫治未病服務有一定認識，期望他能借鑒
內地中西醫結合、中醫治療的經驗，盡快
將中醫納入香港以西醫為主導的醫療體系，
讓中醫服務成為基層醫療其中一部分，造
福廣大市民。事實上，為市民做好疾病的
預防，實質上是為政府省下資源，大大減
輕未來沉重的醫療及財政負擔。
作者分別為立法會議員、資深傳媒人

G7涉台聲明寫滿新八國聯軍的無恥
佩洛西竄訪
台
灣
造成的危
國際
險局面還在發
觀察
張敬偉 酵，美歐官方
開始出來為佩洛西 「消毒」 。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佩洛西竄台帶來
的 「危機」 視為中國的 「責任」 。8月3日，
七國集團（G7）外長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
策高級代表發表涉台的所謂 「共同聲明」 ，
聲稱中方應避免就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
訪台加劇台海緊張局勢，不要以武力單方
面改變台海形勢現狀云云。

所謂「聲明」只是廢紙一張
這份 「G7+1」 外長的涉台 「聲明」 ，
堪稱八國聯軍的借屍還魂，當然也寫滿 「新
八國聯軍」 的無恥。外交部發言人說得明
白， 「這幾個國家外長顯然還以為自己生
活在120多年前的八國聯軍時代。」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更是直言這
個所謂 「聲明」 只是 「廢紙一張」 。的確，

無論是G7中的美國還是其他西方國家，他
們都知道中國在台灣問題上不可撼動的底
線。這些國家和中國建交的政治基礎就是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
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認同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
佩洛西竄訪台灣前，國家主席習近平
應約同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習主席在通
話中闡述了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
強調堅決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
14億多中國人民的堅定意志。民意不可違，
玩火必自焚。希望美方看清楚這一點。拜
登則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
也不會改變，美方不支持台灣 「獨立」 。
與習近平主席通電話前，拜登也曾表
示，他和軍方均認為佩洛西竄台 「不是好
主意」 。美國主流媒體也都反對佩洛西竄
訪台灣。這意味着美國政府、軍方、媒體
和民眾都知道佩洛西竄台是嚴重錯誤的行
為，勢必引起中方的強烈反制。
若無佩洛西竄訪台灣，就沒有中國反

制，也就沒有美國和 「G7+1」 口中的所謂
「危機」 、 「緊張形勢」 、 「責任」 。如
今出現的情況，佩洛西完全是難辭其咎。
美國、G7和歐盟不應卸責中國，而是應對
準佩洛西 「開火」 。果如此，才能證明美
國府院分權體制的 「政治正確」 ，才能證
明G7和歐盟作為旁觀者的冷靜理性。然
而，美國政府對佩洛西的 「消毒」 和
「G7+1」 對佩洛西的 「洗白」 ，凸顯美
國政府和國會是互相勾結，整個美西方
都在沆瀣一氣。
西方的反華邏輯如此昭然，自然會讓
中國聯想到 「新八國聯軍」 回來了。120多
年前，八國聯軍侵華逼滿清政府簽訂《辛
丑條約》，中國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深淵。120多年後的今天，中國已成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可是美西方的霸權思維
猶在，反華意識形態猶存。他們不敢也沒
有能力公然發動聯軍侵華，卻通過一個年
邁女政客竄訪中國台灣地區，通過反華大
合唱和所謂的 「聲明」 批評中國。

如果說當年的八國聯軍在華動槍動刀
又搶錢，如今的 「新八國聯軍」 則是沆瀣
一氣顛倒黑白放冷槍。不過，這樣的反華
伎倆顯得蒼白無力又怯懦。

反華伎倆蒼白無力又怯懦
一個反華政客的竄台，即使加上 「G7+
1」 的虛妄捧場，也改變不了世界上只有一
個中國的事實，更不能撼動台灣是中國領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實。中國人民解
放軍在台島周邊六大區域進行軍事演訓，
是以實際行動向美國為首的 「新八國聯軍」
發出的嚴厲警告。
120多年過去，八國聯軍從由歐洲主
導，變成了現在美國領導的 「新八國聯
軍」 。當年，八國聯軍用槍炮攻佔手段，
逼迫滿清政府簽下屈辱條約。如今，美國
領導的 「新八國聯軍」 ，不敢也沒有絕對
實力和中國進行戰略對決，只能採取意識
形態聯盟、供應鏈同盟、拉圈布點（在印
太區域實施美國主導的反華地緣政治、經

濟、軍事支點）反華，試圖利用涉疆、涉
港等問題給中國製造麻煩。此外， 「打台
灣牌」 進行遏華則是美西方更為陰險的手
段。
一方面，美國政府雖然公開承諾一個
中國政策，但又刻意模糊甚至以口誤的方
式在涉台問題上越線。拜登總統就多次在
涉台問題上 「口誤」 ，不僅有意給反華勢
力造成美國改變一個中國政策的聯想，也
給 「台獨」 分裂勢力以為美國會協防台灣
的妄想。另一方面，竄台美國政治人物的
層級和頻次越來越高，從 「非官方」 到 「半
官方」 乃至 「官方」 逐步升級，而且美國
反華，西方響應，英國國會、歐洲議會也
有議員計劃仿效佩洛西竄台作反華政治表
演，以謀取個人政治私利。
經過超過一世紀的發展，自詡文明社
會的美西方國家不僅沒有變得更文明，反
而變得更霸凌和無恥。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
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