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軍核動力航空母艦
林肯號在日本近海，與
日本自衛隊進行聯合訓

練。日本外相林芳正與美國駐日大使伊
曼紐爾一同到艦上視察，觀看F35戰鬥機
等軍機的起飛和降落等訓練情況，並與
艦隊司令等官兵交流。是次視察歷時約3
小時。林芳正其後向記者強調，航母在
日本地區活動體現美國對實現「自由開
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諾。林正芳並
謂，兩國艦隻在日本海巡弋，會進一步
強化日美同盟的威懾力和應對能力，日
方將繼續與美國保持緊密合作云云。

林芳正指，美國派遣林肯號航母在日本
領海活動，可兌現「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
洋」的承諾。事實上，印度洋和太平洋本
來和平寧靜，只是部分國家和政客挑起事
端，藉此攫取政治利益，才導致這地區無
風起浪。美國為延續其霸權主義，製造假
想敵，故此以守護航海「自由」為幌子，
遠渡重洋到亞洲，在日本海域大興核子航
母風浪，拉攏日本進行聯合演習，企圖使
日本成為美國部署在印太地區的一顆棋
子，為侵犯中國主權不斷磨刀霍霍。

近半世紀以來，美國軍隊在世界各國
進行所謂「地區活動」，挑起無數仇恨
與破壞。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阿
富汗等國家，都因為美國在背後煽動內
部仇恨，內戰頻仍，政局動盪，人民無

法享受和平與安穩的生
活，性命如草芥。再者，
當美國在這些地區大搞破
壞過後，當地還會陷入嚴
重的經濟衰退，面臨外交
孤立。美國的所作所為，
欠這些國家與地區一個交代。

林芳正又說，要進一步「強化日美同
盟的威懾力和應對能力」。如果林芳正
的「願望」成真的話，世界難以再有良
善與公理。歷史上，日本兩次對華侵
略，對中國造成極大傷害，鐵證如山，
罪行罄竹難書。至今日本政府仍在淡
化、竄改侵華歷史，不肯認罪責。林
芳正竟大言不慚地說要進一步強化日美
同盟的威懾力和應對能力，是暴露日本
政客企圖靠攏美國擴張軍事和外交影響
力，重蹈歷史覆轍，威脅鄰國安全。

今日的新聞，明天的歷史，自二次世
界大戰以來，世界多地受盡美國和西方
陣營攪局，看今天的俄烏衝突，西方國
家不斷向烏克蘭送贈武器，使俄烏局勢
火上加油，久久未有和談契機。日本侵
略中國、東南亞的歷史，仍歷歷在目。
日本政客野心勃勃，企圖擴張國家勢力
版圖，不惜助紂為虐，同時美國為延續
霸權目的，拉攏日本充當美國在印太地
區的「打手」，威脅世界和平，我們必
須認清兩國的不軌企圖。

強化兩地醫護合作抗疫 創造復常通關條件
香港疫情漸趨穩定，有賴於中央對香港的強大支援，以及兩地醫護

人員日以繼夜辛勤努力。為了更有效地防範和應對疫情，特區政府應

總結兩地醫護協作經驗，建立恒常協作機制，應對有可能出現的新一

波疫情，並訂立清晰免檢疫通關路線圖和時間表，讓經濟和人員往來

早日復常。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兩地醫護人員合作愈見成熟，在抗疫過程中
彼此觀摩、學習和實踐，大大促進了彼此的交
流。正如內地中醫專家組副組長張忠德表示，
香港有很好的經驗，本港醫生值得表揚和敬
佩，雙方合作交流順暢。這一次合作的意義，
並不局限於第五波疫情。

內地專家紛紛提出好建議
內地專家組先後分批到港，向本地醫護提供

了很多有用的意見，例如內地中醫專家組為香
港引入了針對新冠症狀的療法，效果良好，據
悉很多長者病人獲得中醫治療後，症狀很快就
得到緩解。現時本港的中醫受制度所限，未能
更有效地發揮優勢。相信今次的抗疫經驗，勢
必加速政府為本港發展中醫藥拆牆鬆綁，讓合
資格中醫參與治療住院病人。在疫情個案統計
方面，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新冠疫情應對處置

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建議政府不要
純粹公布疫情死亡數字，而是一併公布不治病人
的具體健康情況和死因，例如有沒有長期病或末
期疾病，讓公眾加深了解、減少恐慌。這個建議
很快就被採納，衞生防護中心根據這原則，在簡
報會上提供更詳細的資料，有效釋除公眾疑慮。
在院舍防疫抗疫方面，內地中醫專家組副組長張
忠德在視察本港安老院舍後建議，未來老人院
患者要加強閉環管理、藥物和疫苗預防，並讓
三四間中醫診所支援10至20間院舍，確保中醫
藥早期全程介入，防止患者病情加重。

以上意見都非常實在和專業，採納之後對香
港肯定有益。

疫情回穩，推動社會經濟復常，將成為新一
屆特區政府的首要任務。疫情長期困擾社
會，經濟活動及市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香
港至今仍無法與內地實現免檢疫通關，亦難

與海外維持正常經貿聯繫，經濟民生前景不
明。第五波疫情為香港帶來慘痛代價，醫療
體系一度陷於崩潰。期盼新一屆特區政府能
總結兩年多防疫工作經驗，特別是借鏡第五
波疫情下兩地醫護攜手合作的寶貴經驗，繼
續完善各項防疫抗疫工作，以更好的狀態、
更充足的準備應付未來有可能出現的疫情反
彈。在穩控疫情的基礎上，持續推動社會經
濟復常。

疫情資訊互通要加強
要切實做到「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就要

全面檢討政府應對第五波疫情的表現，汲取
經驗，為未來疫情作好更前瞻的準備，包括
加強追蹤確診者行蹤，完善分流病人、分類
救治的機制；進一步加強衞生署及醫管局的
內部協作和行政效率，制定完善的公務員參

與抗疫方案；研究加強公私營醫院合作抗疫
的安排，並協助民間團體更有系統地參與抗
疫工作。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全面釋放本地
中醫力量，讓中醫藥在防疫抗疫任務中扮演
更重要角色。

為了更有效防範和應對疫情，特區政府應好
好總結兩地醫護協作經驗，進一步加強與內
地互通疫情資訊和抗疫經驗，建立一套恒常
協作機制以應對有可能出現的新一波疫情。
在實施有效措施防止向內地輸出感染個案的
前提下，與內地磋商並爭取在適當時候逐步
縮短港人進入內地的檢疫時間，採取更便利
的檢疫安排，例如允許於香港進行隔離檢疫
然後過關。也要訂立清晰路線圖和時間表，
持續有序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積極恢復正常
社會經濟活動以及與海外人員往來，為免檢
疫通關創造有利條件。

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美國的政客習慣性地把台灣
與烏克蘭相提並論，嫌世界局勢不夠亂，有意製造
台海緊張氣氛。近來，美國對台灣尤為「關照」，
不斷增加美國對台軍售頻次。特朗普時期，美國對
台軍售達十多次，總額超過200億美元；拜登上台才
一年多的時間，對台軍售已達3次，以這樣製造台海
話題的速度，本屆美國政府將來對台軍售頻次也不
會太低，甚至會超過特朗普政府。

這幾年，美國政客屢次竄訪台灣，藉此擺出美國
重視台灣的姿態。實質上，美台相關人員各有政治
利益考慮和盤算，是典型的「政治走秀」而已。最
近，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米歇爾‧弗盧努瓦更是語
出驚人，聲言要把台灣打造成為美國的「小箭
豬」，像烏克蘭牽制住俄羅斯那樣，用「小箭豬」
牽制住中國大陸。

根據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中國研究專家安德魯‧埃
里克森的判斷，台灣要成為美國的「小箭豬」，能
夠牽制住中國大陸，是需要具備八項戰略能力，即
反導、防空、海上拒止、水雷戰、信息戰、民防系
統以及基礎設施的彈性儲備等八個方面的能力。我
們從埃氏開出的八項戰略能力的清單中，可以看得
出台灣目前的武器系統已經無法勝任美國「小箭
豬」所賦予的戰略目標和任務，台灣需要陸海空天
全方位地對其武器系統進行改造和升級。

陸海空天全方位的武器系統改造和升級，是一個
龐大的系統工程。先不說台灣陸海空天武器系統改
造升級後能不能充當美國的「小箭豬」，發揮牽制
中國大陸的作用，單從這項系統工程的費用來考
慮，根本不是簡單的幾筆、幾十筆軍售能夠解決的

問題，也不是幾百億美元就能完成的工程，而是需
要大量資金持續性投入才可以完成的工程，總費用
甚至要達到幾千億美元。按照台灣經濟部門公布的
數據，2021年台灣地區全年的地區GDP是7,591億美
元，要實現台灣的武器系統改造升級，幾乎是要台
灣人民一年不吃不喝，這樣看來此舉不是要台灣成
為「小箭豬」，而是要台灣成為「死豬」，可見弗
盧努瓦居心叵測，美國政府、政客之貪婪，不僅要
台灣的錢，而且要台灣的命。

美國口口聲聲說要協防台灣、保護台灣，如今又
出新花樣，要台灣成為其「小箭豬」。「小箭豬」
的言外之意，就是要台灣為美國衝鋒陷陣，成為美
國牽制中國大陸的「先鋒營」、「敢死隊」。

烏克蘭甘當美國和西方國家的「箭豬」，對抗俄
羅斯，把戰火引向自己，使得烏克蘭稍大一點的城
市都遭受了炮火的洗禮，國家處處淪為廢墟，滿目
瘡痍，幾千萬人民流離失所，不禁讓人心疼，更為
其充當美國「小箭豬」而不值。據台灣最新的民調
數據，僅35%的受訪者相信如果台海有事，美國會協
防台灣、保護台灣，可見台灣2,300萬民眾的大多數
人頭腦是清醒的，不會被美國一些政客忽悠「台
獨」、鼓動台灣成為其「小箭豬」的伎倆所蒙蔽。
稍有常識的人都會明白，把戰火引向自己的，最終
受苦的必將是自己。

台灣的前途在於國家統一，在於共享中國經濟發
展成果，那些忽悠「台獨」、給台灣人民開「空頭
支票」的行徑，終究是靠不住的。甘心為美國做
「棋子」和「小箭豬」，最終難逃成為「棄子」和
「炮灰」的命運。

台灣當不了「箭豬」勿淪為美國「炮灰」
李江勝 香港國際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 湘南學院文學與新聞學院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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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網絡和視聽娛樂
科技不斷創新進步，電
競在全球多個地方迅速

發展，成為具經濟增長潛力的新興行
業。根據遊戲市場機構進行的一項調查
報告指出，去年全球電競市場收入達
10.84億美元，年增長率達14.5%。該報
告更指出，全球遊戲直播在去年達到
7.288億人次，更估計2024年這項數字會
增長至9.203億人次，前景相當亮麗。

電競近年來漸受國際認可，並發展成為
一項運動項目，例如電競在2018年於印
尼雅加達和巨港舉行亞洲運動會，被列為
示範項目，並將於今年杭州亞運會成為正
式比賽項目。香港職業電競隊伍在2013
年成立，首項大型電競賽事亦在同年舉
行。要在香港進一步發展電競產業，建設
一個具規模，以及達世界級水平的優質電
競場館，可說是必不可少。

過往香港舉行電競比賽，大都是在臨
時搭建的場所內進行，這對長遠推動電
競發展自然不太理想。南華體育會早前
向城規會提出，在南華會加路連山球場
旁邊，興建一棟電競館，樓高9層，總樓
面面積涉約24.58萬方呎，當中5層為電
競館，其餘為食肆、商店及服務設施
等。此外，5樓至8樓中央位置為大型體
育館，兩側為觀眾席等設施。

香港無疑需要發展電競產業，但南華會
今次的規劃設計卻叫人失望。首先，電競
館建築物體形太大，外觀猶如一個大火柴

盒，欠缺美感，完全沒有顧
及到周邊社區和自然環境，
並且和周邊寧靜氛圍不太
配合。當年銅鑼灣中央圖
書館的外觀設計亦曾遭批
評，不宜再重蹈覆轍。

電競館建築過於龐大，影響通風和附
近民居景觀，場館設計亦未能完全配合
附近地區發展，例如建築物缺乏通道連
接鄰近的商業大廈平台，以及將於2027
年啟用的加路連山道新區域法院大樓，
故此電競館的設計，確實有不少尚待優
化的空間。

筆者建議電競館的部分樓層向地底發
展，降低樓宇高度，避免阻礙通風和阻
擋民居視線。部分電競比賽或訓練可在
地庫樓層進行，在隔音方面也可以有更
理想效果，附近民居不會受噪音滋擾。
電競館樓宇高度最好能與毗鄰法院和商
厦平台相若，使整個地區景觀更為一體
化。電競館也應同時增加公眾停車位，
以改善當區車位不足問題。除此之外，
電競館外觀也須更具時尚感，並可考慮
配合周邊寧靜氛圍，打造成為銅鑼灣區
另一地標性建築。

電競行業近年在本港急速發展，電競
場館在規劃設計更不能草率，應達至世
界級水平，吸引更多國際性賽事在本港
舉行。目前政府大球場使用率偏低，政
府亦可以考慮將有關用地重建成電競
館，推動行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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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李家超近日拜訪多個團體及
政黨，解釋其施政理念，廣納民意凝聚社會共識，
為撰寫競選政綱作準備，顯示出他傾聽民意、積極
凝聚社會共識的決心和魄力。正如他所言，「香港
是一個大家庭，希望每個人都有家的感覺，我會盡
力克服所有困難。」社會整體的才智是無限的，藉
着「同為香港開新篇」的願景，相信香港定可衝破
以往「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困局。

筆者認為，要解決目前香港的問題當然不能一蹴
而就，但期望候選人政綱可重點關注以下幾點：

首先是新一屆特區政府要改革公務員制度，重
組、理順政策局的分工。香港公務員團隊過去曾以
高效聞名於世，但亦因為政府內部過度分工，各自
為政、自掃門前雪，更專注自身的績效利益，而非
整體的利益，形成「穀倉效應」，造成過去施政講
求依足程序、遵循條例，為規避問責處處按章辦
事。期望警隊出身的李家超能帶來紀律部隊雷厲風
行、講求效率為先的風氣，行動綱領「以結果為目
標」，打破行政僵化的桎梏。加強各部門之間的溝
通協作，公務員更要樹立為市民服務的精神標杆，
切實回應市民的關注和訴求，建立為市民服務的使
命感，制訂更符合社會期望的服務指標，讓特區政
府能夠快速回應各種民生事務，有效應對各種危
機。

其次是推進文化教育改革，加強國民教育，培育
青少年愛國精神。青年是未來發展的重點。建議政
綱中能建構未來發展藍圖，讓青年有一展所長的空
間，並盡快制定落實全面的青年政策，增加青年的

發展機會，改善青年生活。特區政府更
要加強與青年的溝通，善加利用地區團
體力量，協助青年職業生涯發展，加強
青年對國家的身份認同和歸屬感。青年最切身相關
的問題當然就是學業、就業、創業及置業問題，政
綱中應致力解決青年面對的實際困難，增加青年的
幸福感。建議可延長學生免入息貸款的還款期及調
低息率，減輕基層青年的負擔，支持青年創業，把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恒常化，鼓勵青年到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第三是亟需解決房屋問題。房屋問題是香港解決
多類問題的重要鑰匙，因它除了是居住環境問題
外，還涉及貧窮、社會資源分配的問題。建議要增
加土地供應、壓縮建屋程序，加快建屋，增加房屋
供應，亦須放寬申請公屋條件，使有需要的市民能
有安樂的居所。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去年曾指
出，香港要告別劏房、「籠屋」，這是中央的信
心和決心，也是香港全社會共同奮鬥的目標。增
加土地房屋供應，是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重要
途徑。

未來五年是香港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新一屆特
區政府承載了社會各界的深切厚望。李家超所提出
的三大施政方向，符合香港的社會發展要求。政綱
要踐行「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以勇於承
擔、大膽創新的行政新風貌，推進整體變革，創新
社會治理，化解社會矛盾，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新一屆政府需要肩負凝聚民心的重任，增強
市民的幸福感，同心協力為香港開新篇。

創新行政風貌 推進整體變革
吳承海 港島工商團體聯盟召集人 佛山市政協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