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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依舊在全球肆虐，對
全球經濟和民生帶來重大影響，
僅僅美國確診病例就已經突破
1,600 萬，死亡人數超過了 30
萬。新冠疫苗無疑是重振經濟、
拯救生命的最優選擇。如今，世
界主要發達國家都在紛紛搶奪疫
苗，希望盡快完成本國公民的疫
苗接種。美國總統特朗普甚至動
用行政命令，強制輝瑞等疫苗製
造公司把疫苗留在國內，確保美
國公民優先接種。
世衞組織希望把全球疫苗統一起

來，按實際需求分配，確保所有國
家都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但沒
錢、沒疫苗的世衞組織根本做不到
這一點，只能讓全球疫苗市場各自
為政。疫苗作為重要的防疫手段，
要如何定位，究竟是奇貨可居的商
品，還是中國和世衞組織所倡導的
公共衞生產品，如果是後者就要打
破壟斷，甚至要求研製廠商放棄疫
苗專利，允許更多國家獲取生產能
力。
目前而言，疫苗已經被國際社會

嚴重政治化，甚至形成所謂「疫苗
霸權」，導致發展中國家，尤其是
窮國弱國無法得到足夠疫苗。儘管
歐盟願意把已經訂購的5%疫苗提
供給窮國弱國，但也是杯水車薪。
疫苗市場的爭奪戰已經開始，很可
能一項治病救人的責任變成國際政
治、科技博弈。
新冠肺炎如此猖獗，除了病毒

狡猾之外，另一原因在於國際合
作太少，尤其是主要醫療科技強
國的競爭敵視大於合作，導致不
能共同對付病毒，尤其是特朗普
政府的管理無能、亂扣帽子，把
疫情嚴重政治化，同時給疫苗戴
上意識形態的帽子。致死率遠高
於新冠病毒的埃博拉病毒沒有全
球肆虐，就是因為各國在西非充

分合作，讓埃博拉疫症沒有在全
球爆發。要徹底根除新冠病毒，
必須強化全球合作而不能相互指
責和推諉。
新冠肺炎和疫苗接種在香港也

存在被政治化的問題，這也是妨
礙香港防疫取得成功的最大原
因。香港疫情一再反覆，沒完沒
了，就是因為被少數人上綱上
線，借「維護人權自由」之名干
擾防疫工作。例如，今年9月份，
在內地支持香港進行社區普檢，
由於少數人污名化內地檢測，導
致參與普檢人數未如理想。而至
今，即使香港疫情相當嚴峻，仍
沒有展開全民強制檢測。全民強
制檢測是有科學根據的，無論在
內地還是西方一些國家都在做，
香港要迅速控制疫情，必須經歷
全民強制檢測、強制隔離的短
痛，才能避免疫情持續甚至惡化
的長痛。其實最大的人權是生存
權，最大的自由是港人安全、不
受限制地與內地和全世界來往，
借「維護人權自由」之名抗拒全
民強制檢測、強制隔離，任由疫
情不能受控，根本是漠視、損害
全體港人的人權和自由。

英美等西方國家開始為民眾接
種疫苗，特區政府也公布已訂購
了三款疫苗，包括內地、美國和
德國製造的，但內地疫苗又被別
有用心的人抹黑。抹黑內地疫
苗，美其名曰是擔心內地疫苗的
質量，為港人安全着想，其居心
同樣是不希望香港盡快控制疫
情，干擾香港的抗疫工作，借疫
情「攬炒」香港。對於有人造謠
詆毀內地疫苗，特區政府必須嚴
肅對待，依法制止，不能讓謠言
氾濫，以免影響市民對接種疫苗
的信心，令香港控疫工作事倍功
半。

疫苗帶來抗疫曙光 抹黑言論其心可誅
政府日前公布訂購三款新冠疫苗。疫情持續一年，香港經濟民

生遭受重創，疫苗正為香港的抗疫與「復常」帶來曙光，各界理

應支持和配合政府的接種疫苗計劃。然而，一些別有用心者卻不

斷散播各種毫無實據的謠言，肆意抹黑內地疫苗，更將政府購買

疫苗說成是政治任務云云。中國是全世界應對疫情最有經驗、最

有能力的國家，也是最先研發疫苗的國家之一，中國的疫苗已經

獲得多個國家使用，一些別有用心者既不是疫苗專家，又不具備

專業知識，卻繪影繪聲地質疑疫苗效果，目的不過是動搖市民對

內地疫苗的信心，阻礙接種工作，抹黑言論其心可誅。特區政府

理應嚴正駁斥及澄清有關謠言，以免影響接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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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困擾全球，面對數以千萬計的確診數
字，各國基本上只能依靠疫苗控制疫情。多個國家
及地區近期都積極採購及安排國民接種疫苗：俄羅
斯和英國已先後開始大規模接種，美國的接種計劃
即將進行，法國和德國更計劃繞過歐盟的監管機
制，提早讓國民接種，鄰近的澳門亦表示採購的
140萬劑疫苗明年上半年抵達當地，而應急疫苗更
可於本月抵澳並進行接種。可以說，疫苗已經成為
了全球遏止疫情的主要利器和希望。

早一日完成接種早一日復常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亦宣布，特區政府在採購

疫苗工作上取得突破性進展，並且已與兩間疫苗製
造商達成了協議，各供750萬劑疫苗，其中首批國
產疫苗料最快會在2021年1月抵港，政府目標為於
2021年內為全港大部分巿民免費注射疫苗。如果按
照政府的時間表，香港的疫情有望在明年逐步遏
止，經濟可望全面重啟，市民也可以恢復正常生
活。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各界當前的首務，是

支持和配合政府的購買和接種疫苗工作，並且推動
政府加大採購力度，爭取中央支持為香港提供足夠
的疫苗，盡早在香港進行全民接種。早一日完成接
種，香港就可以早一日復常。

然而，一些人卻惟恐天下不亂，在沒有掌握足夠
的知識和證據之下，肆意對內地疫苗潑污水、播謠
言，又或是「厚外薄中」，總覺得外國的疫苗一定
較中國的有效，更要求政府必須採購外國的疫苗云
云。這些抹黑言論不但毫無理據，更是別有用心。
首先外國疫苗不見得百分百安全。在2020年12月
11日，美國藥廠輝瑞與德國BioNTech研發的新冠
肺炎疫苗，雖然獲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CDC」）批出緊急使用許可，但CDC同日也證
實，4人在接種疫苗後，出現貝爾氏麻痹症，面部癱
瘓。在其他國家，外國疫苗的後遺症亦屢屢出現，
例如英國向公眾注射首日便出現兩宗注射後過敏反
應的案例，這說明任何疫苗都可能存在一些不良反
應，為什麼不見這些人出來質疑有關成效？
至於中國的疫苗，技術已非常成熟，目前中國已

進入三期臨床試驗的五款新冠疫苗中，三款屬於滅
活疫苗。其中，國藥集團中國生物研製的滅活新冠
疫苗已在中東、非洲、南美等地多國展開三期臨床
試驗。據摩洛哥媒體報道，該國負責中國疫苗試驗
的首席研究員阿布卡爾教授對中國疫苗功效充滿信
心，認為這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希望的候選疫苗之
一。他表示，在一期和二期試驗中，中國疫苗顯示
出幾乎百分之百的有效性。不少專家都高度評價中
國疫苗，法國知名科學家及遺傳學家卡恩在接受媒
體採訪時表示，如果自己要注射新冠疫苗，那肯定
會選擇中國研發的疫苗，因為中國疫苗不僅進展
快，所用技術也是最為成熟的滅活疫苗，值得信
任。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
勇亦指，他本人會接種的疫苗是由內地生產製造。
這些專家都對中國疫苗投下了信心一票，當然比一
些別有用心者更具權威和可信性。

中國疫苗得到國際肯定
中國疫苗得到國際肯定，不但反映了中國在疫苗

研發上的技術過硬，更由於中國對於人民安全的重
視，沒有為了利潤而急急將疫苗推出市面，中國是
最早大規模爆發疫情的國家，具有最前線的抗疫經
驗，也是其中一個最早研發疫苗的國家，在疫苗研
發上自然更令人有信心。當然，對中國疫苗不是不
可以提出質疑，但前提是必須建基於事實和科學，
而不是政治掛帥，凡中國都是差的，凡外國都是好
的，毫無理據地抹黑中國疫苗，藉此損害市民對中
國疫苗的信心，從而阻礙接種計劃，這些人是在靠
害香港，必須嚴正駁斥及譴責。
抗疫如救火，香港第四波疫情仍在爆發，要在短

時間內遏止疫情，只能期望及早進行大規模接種疫
苗，特區政府應該拿出意志和決心：一是主動要求
中央支持，加大中國內地疫苗的採購數量。二是及
早就全面接種進行各項準備工作，包括法律上的配
套、場地、人手等。三是制訂接種計劃，讓大多數
市民進行接種，形成全港性保護，這些都需要有全
面的計劃和部署，更要有雷厲風行的執行，共同抗
擊疫情，及早達至「清零」。

特朗普謀求連任已遭徹底失敗，再無翻盤機會。這是
美國大多數選民的選擇，也是特朗普狂妄自大、自作自
受的結果。美國和國際主流輿論支持這種結果。
美國總統選舉並非直選，而需先選舉產生選舉人，再

由選舉人根據各州普選「贏者通吃」的法規和慣例投票
選舉總統。12月14日，由全美50個州加哥倫比亞特區
的538名選舉人在各州各地分別投票，正式選舉美國下
任總統。結果已在15日公布，拜登得票306票，遠遠
超過當選美國下任總統所需的270票，而特朗普僅獲
232票。

特朗普仍不肯認輸
這一結果與11月大選中拜登和特朗普所獲的選舉人

票完全相同，選舉人無一背叛本州選民對拜登投反對
票，特朗普曾經期盼的「叛徒票」徹底落空了。這一選
票結果與2016年特朗普與希拉里競選時選舉人票結果
也恰好相等。上次特朗普曾稱自己在大選中獲得了壓倒
性勝利，這次則意味着他遭到了壓倒性失敗。
自11月7日美國媒體根據大選計票情況，預測拜登贏得足以當

選下任總統所需的選舉人票後，特朗普極不甘心，他不僅否認自己
是輸家，而且一直生活在「政治夢幻」之中。特朗普本人及其幕
僚、律師和鐵桿支持選民，一直都在毫無根據地指責此次大選存在
普遍的腐敗、欺詐和舞弊，並在多個州和聯邦層面，幾十次提出法
律挑戰，甚至狀告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要求重新計算選票，推翻
選舉結果。但這些法律訴訟不是被駁回，就是在受理後被裁決為缺
乏事實根據。
但特朗普仍然不服不甘心，多次煽動其鐵桿支持者在美國國會大

廈門前等地，舉行抗議示威，甚至進行武力威脅，企圖對12月14
日的選舉人投票施加壓力，製造翻盤輿論，但這一切也都失敗了。
選舉人投票是特朗普的最後一根稻草，特朗普失敗後再也掀不起大
浪，只能等着灰溜溜地離開白宮。
拜登自競選獲勝以來，已多次發表講話，呼籲美國國民團結一

致，共同療傷，並向美國的世界盟國發出了修復關係的呼籲。12
月15日選舉人投票結果公布後，拜登再次發表聲情並茂的長篇講
話，呼籲國民團結療傷，並稱願為沒有投其票的選民提供同樣的服
務，顯示其高姿態。

美國政治土壤已惡變
拜登宣稱，美國過去的一頁已經翻過，美利堅新的歷史進程即將

開啟。拜登的講話精心準備，顯得大度漂亮，基本意思是呼籲國民
從此在其領導下，讓美國盡快控制疫情，恢復秩序，恢復元氣，恢
復團結，恢復經濟社會良性發展。拜登的當選和講話得到了共和黨
內相當一批人的認同。

表面看來，美國混亂時期似乎就要結束了，兩黨的爭鬥將平息下
來。但事情恐怕遠沒有這麼簡單。即便拜登有意願和決心為分裂的
國家療傷，這個傷口和傷疤也未必能治癒。
其一，特朗普雖然競選連任輸了，而且輸得很慘很沒有面子，但

「特朗普主義」依然存在，而且有可能進一步惡化。「特朗普主
義」不僅僅是美國的一種政治社會思潮，更是一種已經滲透到美國
政治、社會、種族、宗教、軍事、安全、經濟、貿易和國際關係之
中的一種毒素，一股僅比拜登獲票少700萬張的美國7,000多萬特
朗普的鐵桿選民勢力，依然相當強大，他們都活生生地存在着，且
早已結成思想意識和各種利益共同體，今後將從各個層面對拜登執
政發起挑戰和攻擊，直至他們再次奪回政權。

其二，特朗普是個從不認輸和服輸的人，也是從不講理的蠻橫
人。他至今認為自己沒有輸，相反贏了，因為他此次獲得的選票比
上次大選時還多了1,200多萬，只是因為疫情和美國「贏者通吃」
的選舉規則才輸的。有如此龐大的支持者隊伍，特朗普變得更加有
恃無恐。下野後的特朗普料將不會善罷甘休，他會繼續不擇手段地
出手，組織「宮外政府」，對抗拜登政府，並試圖東山再起，至少
會給拜登執政不斷製造麻煩。
其三，美國的政治社會土壤已經惡變。黨派之爭、理念之爭、社

會矛盾、種族衝突和利益衝突早已激化。即便是民主黨內也思想多
元，主張不一，此次表現出團結，不過是為了一致擊敗特朗普。這
幾年來，特朗普以其極端民粹主義和右翼保守主義深度誘惑和綁架
了美國，在任期的最後一年更是為可能的連任失敗埋下了伏筆，為
拜登執政設置了各種障礙，埋下了不少的「地雷」。拜登要為美國
的分裂療傷，談何容易。

特朗普徹底敗選 但美國不會消停
周錫生 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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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早前出席民建聯主席李慧琼的直播
節目，講解政府未來短、中、長期的土地開拓和建屋發
展計劃，內容有模有樣，與坊間普遍認為政府沒有一套
較有效地解決土地和房屋問題的規劃，有一定出入。這
反映政府在宣傳和解說公共政策上，仍有一定進步空
間。
另一個問題，是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延續方面，「一朝

天子一朝臣」，部分大型發展策略或規劃，會隨着政府換班而出現轉
變、淡化、甚至擱置。以九龍東為例，筆者和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在今年
4月撰寫「政府欠九龍東的兩段鐵路」一文中曾指出：政府不應因為管
治班子更替，或以先集中處理當前其他線路的問題作為藉口，把「九龍
東高架單軌鐵路」和「東九龍線」停擺。
剛宣讀的《施政報告》，政府正式擱置「九龍東高架單軌鐵路」方

案，令九龍東長期爭取興建的社區工作者和居民感到非常失望，也無法
兌現政府對市民的民生承諾。至於「東九龍線」，則一直沒有下文，令
一直困擾九龍東的交通擠塞、鐵路迫爆等問題無法紓緩。政府銳意將九
龍東打造成新一個香港核心商業區，若大型規劃繼續一個又一個被擱
置，交通隱患或成為核心商業區的發展障礙。

香港不少大型民生規劃涉及年期超過10年，就算某行政長官在上任首
年即提出有關規劃，並在換屆時成功連任，如該規劃未能在10年內完
成，仍須由下一位行政長官當選人接手。那麼，如何能確保這類跨屆政
府的大型民生規劃得以延續？筆者建議中央政府可考慮在這問題上發揮
角色，鞭策跨屆特區政府持續落實執行，不能隨意因政府換班而影響公
共政策的延續性、連貫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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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毅強 香港群策匯思時事評論員

「公民黨」三字，目前在反對派陣營內變成比「新冠肺炎」更毒
的名字，自陳淑莊9月退黨，黨內立法會的「一線明星」與區議會
「二線梯隊」陸續跳船，包括被視為「公民黨的未來」的東區區議
員鄭達鴻也割席求去，這是否代表公民黨「已無未來」？

再度回鍋做黨主席的梁家傑與譚文豪等元老，對於公民黨走到
「沒有未來」應負上很大責任。如果我們回看公民黨的歷史，公民
黨挾大律師、學者等精英的頭銜，自2006年創黨後快速發展，已
成反對派第二大黨，更曾威脅民主黨第一大黨的地位。

如果公民黨秉持初心，發揮專業人士的專業精神，運用不凡識
見，做好「是其是、非其非」的反對派角色，在政策上、政治上促
進施政，貢獻智慧，推動香港進步，既是香港之福，相信也可以贏
得大部分市民的支持。這本是公民黨可以爭取的優勢。

當然，這種理想的情況沒有出現，或許因為公民黨在創黨之後的
某天開始已變質。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也曾是公民黨成員，他不但
是公民黨的創黨成員，也是早期公民黨的中堅分子及立法會代表，
但他在2015年中退出公民黨。在他給黨員的告別信中，坦言因為
公民黨所走的路線與當日創黨理念日漸偏差。
湯家驊求去，顯然沒有引起余若薇、梁家傑等黨內當權派的重

視，自認為聰明過人的這批「精英」，大多熟讀法律，可惜知法不
守法，政治立場越走越偏，忘記香港是在「一國兩制」下的中國特

別行政區；忘記了香港的法律以基本法為基礎。
去年反修例風波，梁家傑顛倒黑白稱「暴力有時

可以解決問題」；楊岳橋鼓勵學生衝擊警察，竟稱
「坐監令人生更精彩」；郭榮鏗跑去美國要求制裁香港、制裁國
家；「喜愛夜蒲」陳淑莊，當律師同行陳子遷遭暴徒襲擊時，她袒
護黑暴勢力，對媒體詢問會否譴責暴力時竟表示「無嘢講」。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早前公開明言「愛國愛港者治港，反

中亂港者出局」。本港從政者一旦逾越本分，不守規矩，自然被罰
「紅牌出場」。所以當香港國安法生效以來，陳淑莊9月率先退
黨，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被DQ後宣布淡出，黨內「明星」幾
乎全軍覆沒。
但是，連任黨主席的梁家傑仍然一度豪言，多數黨員「不忘初

衷」，不會再有退黨潮，未料日前再有葵青區議員譚家浚、冼豪輝
同南區區議員俞竣晞宣布退黨，連被視為「未來接班人」的鄭達鴻
也「忘記初衷」而退黨。

梁家傑對退黨潮除了「尊重」外，對該黨的發展路線沒有任何調
整，說明公民黨不反省檢討，找不到發展新方向，更不願拋棄挑戰
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底線的「掘頭路」。難怪有政圈人士稱，公
民黨逃亡潮仍未結束，相信陸續有人脫黨求去。公民黨的故事，對
於熱衷「攬炒」的政棍，可有當頭一棒的效果？

公民黨大逃亡 早知今日何必「攬炒」？
吳志隆 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 就是敢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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