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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揚光大保釣事業 華人華僑作用重要
姚志勝 全國僑聯常委 香港華僑華人總會主席

保釣運動正是由華人
華僑最先發起，並且數
十年來不斷給予關注、
支持保釣運動。今次香
港保釣人士成功登島豎
起國旗，宣示主權，也
得到了全球華人華僑的
積極聲援和支持。如
今，遍佈世界各地數以
千萬的華人華僑更應繼

一、華人華僑在保釣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
保釣運動最早由華人華僑發起。在兩岸官方力量不強、不
方便保釣的年代，華人華僑在保釣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70年，美國把琉球群島的管轄權交給日本，引起海內外愛國
志士義憤填膺，群起反抗。1970年4月10日，全美留學生及華
人在華盛頓舉行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島示威大遊行，約有2500人
參加，是在美華人最大的一次示威遊行。1970年11月17日，一
批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開始組成「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
，
提出「反對美日私相授受」、「外抗強權，內爭主權」，最早
發出「保衛釣魚台」的口號，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由此
誕生。

二、香港是華人華僑保釣運動的重要平台

續團結合作，運用巨大

此後，兩岸四地和全球華人華僑的保釣抗爭，此起彼伏，
的影響力，在國際上進 互相聲援，從未間斷。全球華人華僑始終高度關注釣魚島的
行政治、輿論保釣，揭 事態發展，保釣精神不斷在華人華僑社會傳承發揚。1971年2
月，當時尚在港英管治下的香港，由教師、學生組成的「香
穿日本侵佔釣魚島的陰 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發動示威遊行。1996年9月26日，
謀，為捍衛釣魚島領土 香港和台灣民間聯合進行保釣行動，香港保釣人士陳毓祥等5
人在於釣魚台海域跳海示威，當中陳毓祥遇溺身亡，激發起
和主權營造更好的聲勢
華人華僑新一波保釣風潮。2011年1月2日，來自兩岸四地及美
和效果。海外華人華僑 國、加拿大的華人華僑組成的「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在香港
的愛國熱忱因「保釣」 成立。2012年4月19日，「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協會正式在香
港註冊。
而更加凝聚，持續近半
直至最近，由於日本一再發出購島、國有化等挑釁言論，
本港保釣人士成功登島宣示主權，海外華人華僑無不齊聲支
個世紀的保釣事業必將
援，顯示炎黃子孫一致對外捍衛民族尊嚴利益的決心和力
發揚光大。
量。美國、澳大利亞的華人華僑社團紛紛到日本駐當地的使
領館前集會，抗議日本扣押中國保釣人士，強調釣魚島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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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在國民教育爭議上由當初渲染的「反洗腦」變本
加厲至現在明目張膽的策動「去中國化」。就連學生在內
地交流團中喊「愛我中華」亦被反對派報章標籤為「洗腦」
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熱愛中華不是每個中華兒女心中的
應有之義嗎？擁護自己的民族文化不是天公地義的事嗎？
反對派不問是非，將一切與內地的交流交往都要打成「洗
腦」，其實與當年民進黨「台獨」集團搞「去中國化」如
出一轍，都是一些野心政客在背後煽風點火，製造分裂，
目的只是為了政治或選票的利益。
現時反對派發動的反國民教育行動，終極目的是要推行
「去中國化」
，將學生與中國文化、中國國情割斷，繼而將
前朝的「龍獅旗」與皇冠標誌重新昭示，這反映部分反對
派人士至今仍未接受香港回歸祖國的事實，仍然要千方百
計製造兩地對立。
這些舉動跟民進黨「台獨」集團搞「去中國化」一
樣。然而，民進黨搞「去中國化」不但未能有益民生，
而且在其灌輸下，造成台灣人民的身份認同空洞化，無
所依附。現在香港反對派也是以一黨之私、混淆視聽、
譁眾取寵，說得娓娓動聽要守護香港，卻是指冬瓜畫葫
蘆，不斷製造兩地矛盾。動不動就扣「洗腦」帽子，扣
得樂此不疲，交流團是「洗腦」，航天員來港是「歌功頌
德」，金牌選手來港是助推國民教育，扣帽子無所不用其
極。不過，扣帽子扣得愈失去常理，愈多市民明白到反
對派的把戲，曾經參加交流團及參與國民教育教材製作
的教育界人士，都知道反對派是在顛倒黑白是非。政治
是政客的把戲，如果教育界人士甘心將國民教育高度政
治化，隨 反對派的指揮棒起舞，請問對莘莘學子於心
何忍？
本港市民應記取，民進黨當年在台灣執政後，一直進行
「去中國化」
。自民進黨杜正勝任「教育部長」以後，除了
將武昌起義改為武昌起事等貽笑大方、誤人子弟之伎倆
外，還有不少令歷史學家、教育學者側目的主張。民進黨
政治干預教育的惡行必須記取。民族復興、國家和平崛起
是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任何不認同國家、製造猜忌不
安，必定會帶給國家危機，各方亦應謹防政治操弄教育的
極惡手段，警惕反對派以反國教策動「去中國化」的圖
謀，不然香港社會必將墜入政治惡鬥的深淵中。

對於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被揭發一直沒有申報7間用作持
有多項物業、股票及高爾夫球會籍的公司股份，卻在立法會會期
結束前5天才急急向立法會秘書處補交資料，竟然還有黨友為他
說好話，指湯只是「漏報」
，而不是「瞞報」
。筆者認為，湯家驊
今次牽涉的個案並非「單一」
，而是「7宗」
（實際更多）
，就算他
真的是「漏報」，亦反映出能力低下，欠缺能力擔任立法會議
員。
數湯家驊的糊塗帳和混帳，真是「講到天光都講唔完」
，記得
上年他家居被揭有僭建，當時湯家驊卻堅決否認，還煞有介事地
指出一個案例表示自己並非僭建，誰知這個案例早已被法庭推
翻，於是「湯大狀」只能龜縮地在網誌上認錯，身為資深大律師
竟然可以如此糊塗，他這粒「老鼠屎」非但破壞大眾對律師的專
業形象，亦反映出公民黨是何等質素。
另外，早前有傳媒揭發，公民黨現時的辦事處之物業業權原來
屬於其黨員所擁有，當中包括梁家傑、余若薇和湯家驊等在內，
前二者已澄清有向立法會申報，惟「記性不佳」的湯家驊卻沒
有，於是匆匆忙忙又去「補鑊」
，誰知一鑊補完，七鑊又穿，可
謂「鑊鑊新鮮鑊鑊甘」
。
湯家驊「漏報」7間公司股權，但又懂得在立法會結束前5天補
交資料，就像一個人長期服食了「懵仔藥」
，藥性突然間失效一
樣，惟理由牽強，難免有人懷疑他刻意隱瞞，他的個案與民主黨
何俊仁早前的「瞞報」事件極為相似，選擇在立法會結束前才申
報以逃避立法會利益委員會的調查，令人奈何他們不得，就如有
網民作出了這個「生鬼」比喻：「佢 做法就好似臨死前先話畀
老婆聽，其實有個二奶好多年，重生埋仔一樣，吹佢唔脹！」究
竟他是「漏報」
，抑或「瞞報」
，答案昭然若揭。
姑勿論湯家驊是「漏報」或「瞞報」
，他已經沒資格再擔任立
法會議員，就等於一支水喉經常漏水，漏水原因並不是有裂痕，
而是穿了一個大洞，已補無可補，要整支更換一樣。建議湯家驊
這位「烏龍大狀」還是知難而退，讓其他比較精明和有能力的人
士競逐吧。

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容侵犯。在日本沖繩的華
僑亦對事件表示嚴重關切，敦促日本政府早日放人，沖繩僑
團負責人張慶東更指出，經歷了兩年前釣魚島事件給中日關
係的影響，日本政府應該吸取教訓，明白抓扣保釣人士時間
越久對兩國關係越不利，日本政府應該顧全大局，做出正確
選擇。

三、在國際社會發起民意保釣、輿論保釣
隨 中國的崛起，如今華人華僑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可在
國際上發動民意保釣、輿論保釣。
今年7月27日，日本東京都在美國《華爾街日報》刊出 「意
見廣告」，宣示對釣魚島「主權訴求」，企圖借助美國傳媒對
輿論、民意的強大引導力，挑唆美國民眾對中國的不滿情
緒，力促美國政府出手對抗中國。對此，華人華僑可以發揮
自身的影響力，採取針鋒相對的行動。
目前，海外華人華僑遍佈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人數高
達4000多萬。隨 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與國際交往的日益
頻繁，加之海外華僑華人在所在國不斷作出了新貢獻，華人
華僑的力量日益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美國總統奧巴馬一上
任，就重視亞太戰略。多位華裔精英出任美國政府的要員。
同時，美國主流政客更看中華人手中的選票，為了選票，拉
關係、登廣告、表承諾，忙得不亦樂乎。華文媒體讓美國政
客不敢小覷。國務卿希拉里曾專門抽時間與華文媒體舉行圓
桌會議，澄清自己一貫重視華裔社區的態度。美國一位華文
媒體從業者這樣評價華文媒體在美國大選中的地位—「包括
總統候選人在內的越來越多的美國政客『搶攻』華文媒體這
塊陣地乃大勢所趨。」
顯然，全球華人華僑是捍衛釣魚島主權的有力促進者，可
以充分運用政治、輿論壓力，使保釣運動組織化、系統化，
形成全球互相呼應、聲勢浩大持久的保釣運動：

第一，可以有
步驟地在西方各
國的媒體上刊登
證明中國對釣魚
島主權的文章和
■姚志勝
廣告，向世界證
明日方宣稱的釣魚島主權論是如何的荒謬，引起世界各國政
府對日本非法侵佔釣魚島的關注，對日本形成強烈的國際輿
論壓力。
第二，，世界各地的華人華僑可把日本駐各國的使領館，
視為保釣的抗議對象，把保釣活動「全球化」
，作為對日本政
府侵佔釣魚島、不斷製造事端挑釁中國的最好回應。
第三，可邀請各國各地國際問題學者、知名人士就釣魚島問
題舉行學術研討會，同聲譴責日本右翼勢力圍繞釣魚島上演的
一幕幕醜劇，支持中國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堅定立場。

四、增強民族凝聚力 保釣「後繼有人」
華人華僑具有優良的愛國傳統，保釣事關民族大義，生動
體現愛國主義。回溯保釣歷史，就是一部愛國主義的歷史，
對激發海外華人華僑認識中國、關心中國、熱愛中國具有重
要意義。70年代第一次「保釣運動」激發了一代知識青年的
愛國精神與民族意識。此次世界各地華人華僑的保釣高潮，
從紐約到洛杉磯的華人華僑們已紛紛舉行了抗議示威活動，
其中在紐約的「保釣」抗議浪潮為近年來的最大規模，不少
華人華僑全家老小一道參加示威。組織示威活動、從事「保
釣」運動40多年的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花俊雄也感
歎，「保釣」今後在美國「後繼有人」
。
全球華人華僑反日保釣發出的怒吼，展示了中華民族維護
祖國領土主權完整的集體意志，日方罔顧中華民族意志，在
挑釁的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必將為此付出代價。

三大害港官司 陳家洛豈能靠詭辯撇清
黎子珍

來
論

身為黨內元老，
李志喜、余若薇等
為外傭爭取居港權以及「雙非」居港權等三大害港官司，勢將衝擊立法會選
人的行徑怎可能與
情。為了「拆彈」
，公民黨一改迴避及淡化策略，改為一概否認。儘管其他候 公民黨無關？她們在
選人提出確鑿證據指控公民黨幕後策動多宗禍港官司，但陳家洛竟然面不紅 支持外傭取得居港權，
埋下「雙非」炸彈時公民黨怎可能會不知
氣不喘地否認公民黨有參與過任何司法覆核，聲稱只是個別黨員參與云云。 道？就如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一役，參與
這是公然捉字虱玩弄語言「偽術」
，核心成員的行為怎可能與所屬政黨無關？ 者上到副主席黎廣德、執委黃鶴鳴，下到地
公民黨為何一再對這些害港官司公開表明支持態度？陳家洛將核心成員的行 區主任提供一條龍服務。外界都看到公民黨
在事件中的角色，陳家洛還想敷衍過關，這
為與政黨分割，是公然誤導及欺騙全港選民，賣弄訟棍顛倒是非的詭辯，反 是當香港市民都是傻瓜。
事實上，公民黨在今屆立法會選舉中，在
將公民黨誠信破產、滿口謊言的本質再次暴露出來。
回應多宗禍港官司時明顯改變了策略。去年
在日前港島區的選舉論壇上，港珠澳大橋 「巧合」地聘請公民黨執委黃鶴鳴。同一時
區議會選舉公民黨候選人一直採取迴避的態
及外傭居港權的司法覆核案再次成為各候選 間，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又為官司不斷製造
度，對提問顧左右而言他，刻意淡化事件影
人質詢的問題，多名候選人都指兩宗司法覆 輿論；黨魁梁家傑接受香港電台採訪時，更
響，余若薇更指外傭來港有利改善本港的人
核都是由公民黨核心成員擔任代表律師，但 說漏了口招認公民黨曾於地區層面向朱婆婆
口結構。然而，公民黨的策略卻引起市民的
公民黨竟然一直否認是「幕後黑手」，這是 提供過意見，是黎廣德去接觸朱婆婆的。這
極度反感，特別是公民黨敢做不敢認的處事
公然撒謊。面對候選人的質疑，陳家洛繼續 些都說明大橋一役是公民黨一手策動組織，
作風，引起了廣大市民包括中產支持者不
鸚鵡學舌的重複說公民黨「從沒參與任何司 面對這些確鑿事實，公民黨竟敢否認參與其
滿，令公民黨基本盤大量流失。在沙田第一
法覆核官司」，陳淑莊也聲稱「兩單官司都 中？
城選區落敗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也承
陳家洛、梁家傑不斷強調參與司法覆核的
不是公民黨的官司」
，並指公民黨「被抹黑」
認：「公民黨 中產區冇晒支持，呢個係同
云云，結果招致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反唇相 只是公民黨人，但不代表公民黨支持有關行
我 創黨目標、吸納中間選民有好大分
動，意思是黨員行動與政黨無關，這種說法
稽指公民黨才是為選票「抹黑香港」
。
別。」
相當可笑。所有參與政黨的人士，都理解到
為了「拆彈」，公民黨在立法會選舉中明
策動多宗禍港官司罪證確鑿
其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外界觀感，特別是當涉
顯改變了策略，由迴避改為捉字虱玩否認，
陳家洛說公民黨「從沒參與任何司法覆核 及到社會議題時，黨員的行為都會被視為黨
將黨員的行為與公民黨分開，捩橫折曲的說
官司」
，這是在玩弄語言「偽術」
，企圖誤導 的立場，這是基本的常識。如果政黨不認同
公民黨沒有參與司法覆核，但問題是一大批
選民的訟棍伎倆。港珠澳大橋、外傭居港權 黨員的行徑及立場，應該對外宣布並作出處
黨內高層、立法會議員、執委有直接或間接
以至當年的「莊豐源案」，表面上雖然不是 分，甚至可能要將他逐出黨。而且，在多宗
參與司法覆核，兩者豈能分開？陳家洛在選
以公民黨的名義發動的，但多名主角都是公 禍港官司中，參與官司的公民黨成員都不是
舉論壇上不斷玩弄語言「偽術」，不斷公然
民黨的核心成員，他們的行為怎可能與公民 一般黨員，而是黨內核心。在「莊豐源案」
撒謊，反顯得其人其黨更沒有誠信。難怪近
黨無關？在港珠澳大橋一役，提出司法覆核 中代表莊豐源的大律師以及在外傭案中為事
日不少網民紛紛將陳家洛當日的發言配圖放
的朱婆婆直認背後有人策動，「有人叫我打 主提交入稟狀的是公民黨創黨成員兼憲制及
上綱，並加上諸如「大話精」、「當市民白
官司」，而朱婆婆的「契女」更加一直協 管治支部副主席李志喜。當年余若薇等一眾
痴」的評語；有網民又批評陳家洛將「副教
助、推動朱婆婆發動官司，此人正是公民黨 大狀都有支持終審法院判決，並認為「雙非」
授」變「教授」的欺騙行徑已有前科。民心
的東涌地區主任並曾代表公民黨參與區議會 子女湧港是「杞人憂天」
。
向背一目了然，公民黨機關算盡也只會自食
選舉。在朱婆婆成功申請法援後，竟然又
「黨員不代表黨」 當市民是傻瓜 其果。

經歷去年區議會選舉全線崩盤的慘重教訓，公民黨深知阻停港珠澳大橋、

中國：從民間外交到區域整合
孔永樂 劍橋大學人文、社會及政治科學學院碩士
最近，黃伯農教授在《信報》撰文，論述在
外交問題上，各國政府可善用民間層面的優勢
以補足傳統國家層面的不足。黃伯農更以其親
身經驗，指出不少海外華人組織編輯期刊，定
期向公共大眾分享區內社會、經濟及政治的發
展議題。當中的資訊公開、透明，可讓中國政
府在東南亞的外交政策制定提供參考，更可彌
補傳統情報收集之不足。本文嘗試從海外華僑
團體的方向切入，進一步探討中國與民間層面
的互動對區域政經局勢之影響。
從歷史上看，Charles Tilly指出「國家製造戰
爭，而戰爭製造國家」(States makes wars and
wars make states)。人類學家，著名東南亞研究
學者James C Scott以其超過四十多年的研究作
出修正：「國家製造戰爭，而戰爭製造大批移
居者」(States makes wars and wars--massively-make migrants)。Scott觀察東南亞的軍事行動往

往比歐洲戰線鼓動更多民眾參與。由此觀之，
民間層面，或更簡單直接來說，普羅大眾提供
的「公共訊息」，在東南亞重大外交議題上更
具舉足輕重之份量。民眾運動參與和訊息流通
及傳遞息息相關，政府對民間訊息掌握愈深，
對其制定相應外交政策更能得心應手。
回到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問題上，華人對近
代區內發展影響頗大。以印尼為例，國內人口
佔東盟總人口三分之一，印尼華僑亦佔有一定
比重。基於歷史因素，印尼華僑在不同社會層
面成立眾多會館、商會及社團組織。更重要的
是，根據廣州暨南大學華人研究學者黃昆章的
分析，從2000年後新成立的華人社團在形態上
除了堅持固有傳統愛國情懷外，同時亦逐漸重
視對印尼國家的本土利益。可見，若中國政府
能整合民間層面上的華僑組織資料，加強交流
及有系統的分析，對中國與印尼的正規外交亦

能有所補足。畢竟華人在當地居住多年，對當
地社會局勢或更有現實可行之觀點。以筆者對
非洲華人的認識，一些海外華人組織領袖更可
陪同國家元首一同出席與中國政府的外交禮會
及提供意見。長期來說，有助尋求中國與外國
發展「共同開發」關係，畢竟民間層面上的發
展空間更大，有時候比在正規的國家層面上更
能解決問題。
再者，自中國經濟及軍事力量迅速發展後，
東亞及東南亞的權力分佈漸漸發生變化，而民
間及非政府組織的意見在各國政府亦趨重視。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曾以反恐理由要求印尼在
軍事上提供更多配合，但當時在民間引起群眾
不滿。以「大國平衡」的觀點來看，印尼亦可
以從民間層面多與中國緊密聯繫，從而制約美
國或日本在區內的軍事力量，以達至區內安全
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