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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從英女王逝世看香港的去殖化

英國女王
伊麗莎白二世
逝世，引起世
界各地的關
注。在香港，

一些人到英駐港總領館外排隊弔唁，館外
還有些人買來鮮花月餅致祭，極個別人甚
至單膝跪地 「如喪考妣」 。反華媒體對此
大作文章，聲稱 「反映了港人懷念英殖民
統治」 云云。事實上，有上述言行的只是
極少數人，絕不代表香港社會，而反華媒
體顯然也是在進行另類政治宣傳，然而這
一現象仍然值得關注，因為它說明了香港
還有一部分人抱有根深蒂固的 「戀殖心
態」 ，香港的 「去殖民化」 還有不少工作
要切實推進。

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上周五（9日）下
半旗誌哀，一些人帶同鮮花前去悼念。一
些外國媒體對此大做文章，稱 「大批港人
哀悼英女王」 ，還專門訪問市民稱 「對英
女王表示尊敬，感激她對香港的貢獻」 ；
更引述 「黃絲」 時事評論員稱， 「英女王
逝世勾起港人對英殖時期的緬懷，感慨香
港今天變成這樣，特別是曾經建立的文明、
人權、民主、自由都大幅倒退」 云云。

顯而易見，反中亂港分子以及反華媒
體是在進行一場別有用心的政治宣傳，意
圖通過一些 「黃絲」 的反應以及相關報道，
去編造港人對 「殖民統治時期的美好回
憶」 ，並以此來攻擊國安法實施之後的香
港特區新局面。雖然寫的是英女王逝世，
實際上是在替 「殖民統治」 洗白、為 「愛
國者治港」 抹黑，可謂居心惡毒。

反華媒體別有用心的政治宣傳
事實上，前往英駐港總領館悼念的人

雖然有，但根本談不上 「反映香港社會心
態」 。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對此都是當作一
宗普通新聞來看待，那些前往致哀的既有
出於禮節性的，也有出自於簡單的對英女
王的尊重，甚至有 「追星」 性質的。從本
質上而言，一些人向英女王誌哀，反映的
只是少部分香港市民的心態，絕不能代表
香港社會主流。英女王早已不是港英管治
時期的英女王，英國也早已不是1997年前
的英國。反華媒體幻想的 「港英遺民」 佔
香港社會主流，不過是可笑的自我意淫。

但是，極少部分人至今仍然存在的 「戀
殖心態」 卻值得關注。就像網上廣傳的那
張 「港青單膝跪地拜祭」 的照片一樣，某

種程度上說明了香港所存在的一些問題。
照片中的青年，不過二十出頭，很有可能
是在九七年後出生，老一輩香港人受 「殖
民統治」 教育影響而對英女王有感情，或
還可以理解，這名青年又有何理由行此大
禮拜祭？這背後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回歸
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香港完全接受了
港英管治模式，沒有真正按照回歸後的憲
制、法律及實際情況進行制度性更替，也
就是進行 「去殖化」 工程，以至於從公務
員、教育制度，到傳媒及社會生態，都存
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和漏洞。

這名 「單膝跪地」 的青年，實際上和
2019年黑色暴亂期間的暴青，有着類似的
問題。黑暴期間，反中亂港分子囂張狂妄，
除了鼓動 「港獨」 等分裂思想外，還進行
所謂的 「重歸英國」 計劃。他們到英國駐
港總領事館外 「絕食請願」 ，揮動英國國
旗，唱着《天佑女王》，要求英國政府將
香港重新納入 「英聯邦」 ，讓香港居民擁
有英國國民身份。這些暴青，正正是因為
教育失當，且受反中亂港媒體的長期洗腦，
一步步成為黑暴犧牲品。差別在於，有些
人已經醒悟，但仍然有些人還沉醉於 「大
英帝國子民」 的幻想中無法自拔。

就以日前 「羊村案」 判決為例，幾名
被告毫無悔意。其中兩名被告在個人陳述
上，還繼續發表錯誤言論。例如首被告黎
雯齡，不斷以所謂的 「自由被限制」 來替
自己辯解。最離譜的要數次被告楊逸意，
她在庭上極其囂張地稱： 「我無後悔自己
的選擇，唯一後悔的只是趕不及在被捕前
出版更多繪本，或者對繪本的質素有更多
執著」 云云。

一個是向英女王照片 「單膝跪地」 ，
一個是 「後悔沒有荼毒更多兒童」 ，行為
不同，本質是一樣的。正如前年有評論指
出的： 「 『殖民管治』 雖已湮沒，但 『去
殖民化』 行動卻未能真正起步，原有制度
不但保留，更被神化；而國民教育受壓而
退、中國歷史課程更是自動放棄， 『民族
紐帶自斷，英殖陰魂長存』 」 。

不斷完善制度做好「去殖」配套
所幸，隨着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及新

選制的實踐，香港實現由亂到治，許多問
題得到了有力糾正。例如，在教育方面，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取代通識科，而中一級
起開始推行初中中國歷史科新課程，可以
讓學生整全和有系統地認識國史國情。小

學 常 識 科 ，
「國民身份認
同 與 中 華 文
化」 是六個學
習範疇之一，
有助學生從小認識中國歷史、中華民族和
文化，以及國家發展。這些都開了好頭，
但法律與制度的完善只是第一步，接下來
仍然有許多配套工作有待特區政府落實。
我們有信心隨着香港邁向由治及興，極少
部分人的 「戀殖心態」 將會得到糾正，而
那名 「單膝跪地」 的青年和 「羊村案」 被
告，也終將認識到自己的無知與幼稚。

需要指出的是， 「去殖民化」 並非是
一個意識形態色彩的名詞，而是一個客觀
存在的政治現象。而 「去殖民化」 並不代
表要否定過去的一切，而是一個 「揚棄」
（aufheben）過程。所謂 「揚棄」 ，即是
認為任何事情都有好的和壞的一面，我們
需要繼承和發揚舊事物內部積極、合理的
因素，以及拋棄和否定舊事物內部消極的、
喪失必然性的因素。香港要揚棄過去錯誤
的做法，與時俱進地完善自身制度與機制。
「去殖民化」 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久久
為功。 資深評論員

台灣將越來越被美國視為戰略負擔

老酒與新樽一帶一路下香港的底蘊與機遇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9月8日在 「工商界
增強香港發展動能 參與共建 『一帶一路』
座談會」 致辭時指出， 「未來五年是香港
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的關鍵期」 。
香港工商專業界匯聚世界各地商業英才，
素來具有敏銳的市場判斷力和行動力，
相信大家會主動把握香港發展方向，鞏
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建
設國際創科中心，不斷增強香港經濟的競
爭力。

「一帶一路」 是香港發展的 「新能源」
和 「新車輪」 ，香港要敏銳且主動地把握
好發展方向，在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
易中心地位的同時，努力增強自身發展的
動能，挖掘其在 「一帶一路」 的潛能，深
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對接 「十四五」
規劃，全面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激發
自身固有的全球化 「本能」 ，在與內地和
世界共融的經濟發展中，實現共榮共贏的

效能。
行政長官李家超亦指出， 「香港擁有

『一國兩制』 的獨特優勢，既是國家與世
界各地營商的橋樑，也是連繫各方的關鍵
門戶。香港可以發揮連通海外的通道定位，
把握好國家 『十四五』 規劃中，以國內大
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
發展格局，增強發展動能，在 『一帶一路』
機遇下大展所長。」

香港營商環境備受國際肯定
如果把香港比喻成東方的 「一壇歷經

百年的美酒」 ，在換了 「新樽」 即進入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這壺 「老酒」 要
如何保存、如何歷久彌新，這些問題在 「一
帶一路」 的藍圖面前都成為了香港繼續追
尋的發展方向和目標。

說香港是 「老酒」 ，一方面說的是香
港 「舊有」 的地緣優勢和獨一無二的國際
地位。近日，加拿大菲沙研究所公布了《世
界經濟自由度2022年度報告》，繼續把香
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尤其是在 「國
際貿易自由」 及 「監管」 的評估大項中，
香港排列第一。

香港的 「第一自由經濟體」 是當之無
愧的：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
香港擁有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也是中國
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而作為全
球最受歡迎的仲裁地區之一，香港在解決
國際法律事務和處理跨國爭議方面有一套
成熟完善的體系，必然為內地企業的國際
合作提供全面、專業乃至成熟的法律服務，
為內地企業和民眾在海外的合法權益提供
一流的專業保障，更可以為內地企業和世
界各地的經貿合作提供符合國際商貿標準
的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

與此同時，作為中外文化的交匯之地，
香港擁有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匯聚中外
的人文影響力乃至跨國合作的配套設施（包
括項目融資、服務資源、創新科技、人力
建設、文化認知等），這使得香港有能力
也有信心在 「一帶一路」 建設中有所為、
有可為。

另一方面，說香港是 「老酒」 更是因
為香港社會固有的轉型挑戰和危機已經浮
現，且到了不可不克服的地步。例如香港
勞動人口老齡化、產業結構單一且轉型困
難、青年就業前景暗淡以及住房貧困等問

題，都嚴重影響香港未來的發展活力。據
政府統計署的數據顯示，今年5月至7月，
香港失業人數共有16.82萬人，其中20至24
歲組別的失業率高達11%，25至29歲組別
的失業率為5.9%。香港青年就業的問題也
恰恰與香港社會的財富階級固化，社會分
層壁壘難破乃至經濟結構不平衡等大問題
息息相關。

以上種種挑戰和困境就像香港這壇美
酒中的 「雜質」 與 「殘渣」 ，既影響了香
港整體的 「口感」 和 「觀感」 ，也必然對
香港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須抓緊新機遇和新錨點
而所謂的 「新樽」 不僅代表的是新時

代的世界新格局，更代表香港的新機會和
建設的新錨點。 「一帶一路」 是中央鑄造
的一個海納百川的 「新樽」 ，這個 「樽」
既求同存異也交融互通，這個 「樽」 既是
香港這壇美酒的未來安置處，也是香港與
世界再次相遇的關鍵點，它也必然會成為
發揮香港既有優勢，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
的起始點。

例如今年7月1日以來，中央推出了一

系列支持香港發展的有力政策：中國人民
銀行與香港開展 「互換通」 合作、建立常
備貨幣互換；滬深港通股票標的擴大；支
持香港推出人民幣股票交易櫃枱和國債期
貨的服務；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進一步擴大對
港開放；支持香港加入RCEP；以及推動更
多符合條件的中央企業在港上市、發債等
等。

與此同時，特區和內地深入合作，開
展了如 「展翅青見計劃」 、 「大灣區青年
就業計劃」 、 「2022保就業」 計劃等，積
極地為香港青年到內地發展開拓空間，提
供政策紅利。

香港這壺 「老酒」 必然會在 「一帶一
路」 的國際之 「樽」 中越釀越香，也必然
會在大灣區的建設之中，製造獨特的香港
風味。年份是老酒的 「裏子」 ，新樽是好
酒的 「面子」 ，老酒之 「老」 是底蘊，新
樽之 「新」 是機遇，唯有將舊有的底蘊優
勢放在新的機遇面前，傳統優勢才會成為
香港的新動能。

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員、香
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恢復外交關係
以來，美國國內對美台關係存在三種思路。
主流觀點認為台灣既不是戰略資產，也不
是戰略負擔，認為 「戰略模糊 」
（strategic ambiguity）是正確的對台戰
略，其目標是要阻止中國以軍事手段實現
國家統一，同時也阻止台灣走向 「獨立」 。

鷹派觀點認為台灣是美國的 「重要戰
略資產」 ，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全球霸權
和國際信譽至關重要。隨着中國勢不可當
地崛起，鷹派觀點的倡導者要求美國展示
「戰略清晰」 （strategic clarity），承
諾在台灣被中國大陸 「入侵」 的情況下軍
事介入保衛台灣。近年來，這一觀點的影
響力得到進一步提升。由參議員羅伯特．
鮑勃．梅嫩德斯和林賽．格雷厄姆發起的
跨黨派《2022年台灣政策法案》，可謂
是那些呼籲 「戰略清晰」 的人最新的立場
表達。

美無法承受對華全面戰爭代價
還有另一種思路認為台灣越來越成為

美國的戰略負擔。它的支持者擔心美國和
中國關係惡化，以及美中兩國在台灣問題
上爆發致命戰爭的可能性。這種思想內的
不同觀點都呼籲減少美國對台灣的承擔和
避免與中國開戰。查爾斯．L．格拉澤是
削減美國對台灣承擔的一貫鼓吹者，他的
觀點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三種思路中，支
持兩岸統一不是一種選擇。即使對於那些
將台灣視為戰略負擔的人來說，台灣也不
應該被美國完全拋棄。有趣的是，只有最

鷹派的鷹派分子才敦促美國在必要時與中
國開戰以阻止其統一，其他政界和政策界
人士則不熱衷於美國在軍事上保衛台灣。
毫不奇怪，這三種思路都同意一個永久分
裂的中國最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

鑒於當前在美國政界和政策界內存在
着強烈和惡劣的反華情緒，預期 「台灣乃
美國的負擔」 的觀點很快便會對美國的對
台立場產生重大影響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然而，現在中國已經啟動了加快國家統一
的進程，而且顯然已經擬定全面周詳計劃，
並正在按部就班地實施。我的看法是，出
於幾個原因， 「台灣成為美國的負擔」 的
觀點即便難以成為主流觀點，但可望在未
來的日子裏取得更大的影響力。

首先，中國軍事力量的不可阻擋的崛
起及其在西太平洋的強大反介入／區域拒
止（anti-access/area denial）能力，已經
令人信服地體現在今年8月大陸在台灣周
邊圓滿完成的大規模的、包含海軍、空軍
和火箭軍聯合作戰的軍事演習之中。這意
味着美國在台灣周邊與中國的戰爭中沒有
勝利的把握。美國戰略界曾經進行的各種
中美戰爭兵棋推演的結果表明，在某些情
況下，美國甚至可能會被中國擊敗。一些
美國軍事專家一再指出，目前美國在軍事
上準備不足，缺乏足夠能力來對付像中國
這樣的強大對手。埃爾布里奇．科爾比感
嘆說： 「關於美國是否真的能夠贏得在台
灣問題上對中國的戰爭，存在嚴重的問
題。」 托尼．卡帕喬在報告中指出，在一
場類比美中戰爭遊戲中， 「儘管參與者帶
來了美國的觀點，但他們發現，如果有的
話，美台的勝利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因此，鑒於台灣對美國的戰略重要
性，美國不太可能為了台灣的防禦而對中
國發動代價高昂的全面常規戰爭。當然，
美國和其盟友肯定會如對付俄羅斯般對中

國實施嚴厲的經濟、貿易、金融和科技制
裁，但後者也將蒙受巨大損失，而中國卻
依然不會被嚇倒。

其次，美國很難獲得美國人民及其盟
國的全力支持與中國就台灣問題開戰。美
國人民極不可能願意付出高昂代價來保衛
一個遙遠的島嶼，不管反華鷹派人士提出
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美國的盟友，特別
是亞太地區的盟友，將對美中戰爭及其在
整個地區的破壞性後果感到無比恐懼。即
使是日本和澳洲等較為堅定的美國盟友，
也可能因為自身利益和安全將受到威脅而
敦促美國不要與中國開戰。

第三，美國軍事專家一直批評台灣自
身軍事能力保障不足， 「狡猾」 地沒有制
定出有效的不對稱（asymmetrical）防禦
戰略，比如 「箭豬戰略」 （porcupine
strategy），台灣地區領導人也顯然沒有
堅定台灣民眾保衛自己 「國家」 的意志和
士氣。

最令美國人氣餒和擔憂的是，一方面
台灣在防禦事務上過度依賴美國，但另一
方面大陸和台灣軍事力量的差距卻正在迅
速擴大。令許多美國戰略家驚愕的是，無
論中國採取何種非和平統一戰略，無論是
對台島全面封鎖還是實際軍事行動，台當
局都不可能長期抵禦統一的軍事攻勢。一
些美國戰略家一廂情願地認為，兩岸的消
耗戰將削弱大陸，從而對美國有利。然而，
更有可能的是，台當局將迅速在軍事上屈
服，而這個結局甚至可能在美國能夠採取
任何行動 「拯救」 它之前出現。因此，繼
續堅持認為台灣是美國可以或應該不惜一
切代價捍衛的戰略資產，實際上毫無意義。

第四，無論俄烏衝突是長是短，俄羅
斯和西方的關係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
將不可逆轉地惡化和維持緊張態勢。美國
及其歐洲盟國將繼續致力於與俄羅斯的敵

對行動。中東動盪混亂的局勢不會讓美國，
也不容許美國背棄該地區，從而集中戰略
資源對抗中國。如果戰爭爆發，美國及其
堅定的盟友也很可能不得不同時應對中國
和俄羅斯的軍事力量，但這卻是一個他們
難以成功的策略。

美國戰略家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不止
一次地告誡美國決策者，要防止中國和俄
羅斯同時成為其敵人，否則，美國將受困
於致命的戰略過度擴張而難以自拔。

促成和平統一符合美國利益
在美國─西方─俄羅斯敵對行動的背

景下，為了台灣而在軍事上與中國對抗，
對美國而言將是極為愚蠢的戰略選擇。

最後，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民解放軍今
年8月在台灣周圍進行大規模和有效的軍
事演習的反應，應該會提醒美國，國際社
會可能會對美中因為台灣問題而爆發戰爭
所作出的反應。現在很明確的情況是，美
國及其盟國到處極力散布的、所謂台灣是
一個受到中國致命威脅的 「獨立國家」 的
誆言謬論，在全世界其實都沒有得到認可。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太地區的發
展中國家，對解放軍在台灣周邊的演習，
採取了漠不關心或者處之自泰然的立場。
儘管部分這些國家有不同意見，但它們一
般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這意味着它們將
把大陸與台灣之間的衝突視為中國內政，
在道義上或法律上，它們覺得自己幾乎沒
有什麼權利去介入兩岸事務。

由於一個中國原則和台灣是中國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則也被美國及其盟國所
接受，因此，與一個他們承認的國家開戰，
以保護一個不被他們承認的分裂省份，無
異於表明要阻止中國統一，因此在道義上
是站不住腳的。所以，倘若美國因為台灣
問題與中國開戰，將永遠無法在道義和政

治上得到全世界的認同和支持。許多發展
中國家只會相信美國試圖通過強行和不公
正的手段來遏制崛起的中國以維持其全球
霸權。

從美國的長遠安全和利益出發，對台
灣問題應該採取較為明智、更可持續的辦
法，就是積極為促進中國的和平統一、亞
太地區的穩定和世界和平作出貢獻，從而
發揮建設性的作用。美國應鼓勵台灣在仍
有 「議價」 能力的情況下，與大陸就如何
在 「一國兩制」 的基礎上達至國家統一進
行商討，並為台灣在兩岸統一後爭取最大
的利益。對美國來說，如果它能夠在中國
統一過程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對自己也非
常有利。美國將得以在有利條件下與中國
就雙方在西太平洋地區的關係達成 「協
定」 ，讓美國、日本和其他盟國在該地區
的長遠利益和安全得到中國更好的照顧。

更為重要的，美國如果能夠促成兩岸
和平統一，中美兩國人民將會世代友好和
合作。美國如果以戰爭方式阻止中國統一
和遏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只會讓海內外
的中國人長期怨恨美國，不符合美國的長
遠利益和發展。

可惜的是，截至目前為止，美國的政
客和專家學者們採取這種有遠見的戰略的
前景是渺茫的，而且在未來一段時間，人
們可以預期這些短視和自私自利的人會對
中國採取更多的挑釁行動。即便如此，我
認為，在滾滾的歷史洪流和形勢比人強的
情況下，在適當的時候，美國將恢復清醒
和務實，並越來越多地將台灣視為其戰略
負擔，從而認定中國和平統一和中美長期
和平共存才最符合美國的利益。這種更具
現實考量的思路，將促使美國在台灣問題
的立場上作出重大改變。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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