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州的亞殘運會昨日閉幕，民政事
務局局長曾德成早前亦特意到廣州探

望了於此次亞殘運會取得了佳績的香港殘疾運動員。
他昨日於《局長隨筆》中形容，香港殘疾運動員同樣

關心申亞的進展，因為申亞成功了，亞殘運會就能隨亞
運會在香港舉行，讓香港的殘疾運動員能夠爭取更出色
的表現。

支持與努力 相輔相成
曾局長說，運動員能夠取得出色的成績，與本人的艱

苦努力分不開，然社會各界及政府的推動，運動員的付

出，兩者亦是相輔相成。他以肌肉痙孿的短跑好手蘇樺

偉為例，他3次在殘奧會拿到金牌，得到「神奇小子」的

稱號。其實「神奇」的不是他的成績，而是他的努力，

他不過是香港所有殘疾運動員中最為人熟悉的一人而

已。其他運動員沒有創出同樣耀目的成績，可是每個人

的堅毅意志都同樣「神奇」。

殘運新紀錄 令人感佩
他表示，廣州亞殘運會創造了很多新紀錄，也傳出了

很多令人感佩的故事，其中不少來自香港運動員。「這
不是偶然的，因為香港有關愛殘疾人士、重視殘疾人體
育運動的傳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民主黨「少壯派」昨日宣布
退黨，同一時間，他們成立的
新民主同盟(新同盟)亦即由社

運組織升級為參政團體，準備明年打正旗號，參加區
選。政圈人士指出，此次民主黨「重組」，看似結束了
10多年來的黨內「圍城」困局，但細看下，分裂後衍生
出的各組織間的關係，實質上變得十分微妙，逐漸形成
一個由多個針對不同選民對象的政治組織組成的、關係
微妙的「民主黨系」政治集團，覆蓋的政治版圖實際上
更加廣泛。

「民主青年」鎖定80後
民主黨自政改一役後不斷遭到反對派激進派的狙擊，

便逐步開始進行「李澤楷式」的分拆「上市」，以民主
黨「主流派」作為核心業務，再將有力吸納其他類別選
民的力量分拆出去，進行獨立運作。「分拆」的第一步
是於上月將黨的青年委員會分拆，成立獨立運作的「民

主青年」。首先，「民主青年」的成員不需要是民主黨
黨員，有利於吸納無意馬上加入政黨的青年社群加入，
明顯是針對近年冒起的80後社群。

新同盟拉攏激進派選民
政圈人士分析指，此次「少壯派」退黨自立問戶，成

立新同盟則有兩大作用，一是釋放黨內「少壯派」的不
滿力量，同時亦可藉他們拉攏反對派中的激進派選民。
新同盟成員講明會標榜為「堅定反對派」，並以此與民
主黨作切割，亦即他們未來主要會與社民連和選民力量
爭奪激進派的選民。
不過，最弔詭的還是范國威於記者會上透露，新同盟

中還是有民主黨黨員，言下之意即他們還是願意接納前
東家的黨員參與到他們的組織之中，並非一刀兩斷地進
行切割，但他們不願透露退黨30人中有多少人是新同盟
成員，更不願透露有多少名民主黨黨員在新同盟中。與
此同時，民主黨領導層和新同盟成員在回應雙方關係

時，亦巧妙地把矛盾局限於政制問題，對其他民生議題
則表明有合作空間，區選亦已協調好，雙方不會出現撞
區的情況。
換句話說，新同盟與民主黨看似分家，實則藕斷絲

連，錯綜複雜，箇中更牽涉極為微妙的利益瓜葛，「我
中有你，你中有我」，莫怪民主黨主席何俊仁亦說退黨
之舉影響不大呢。

藕斷絲連仍存政治聯繫
而據新同盟成員解釋，暫時不定性自身為政黨，主要

是因規模和資源不足，不希望給市民有過多或錯誤的期
望。政圈人士直言，事實上，他們的性質與政黨已無實
質分別，但卻可以容納有其他政黨成員加入，除非他們
真的擁有「無私胸襟」，否則只剩下另一種可能性，即
他們之間仍存有很大的政治聯繫，而這個聯繫，相信正
是捐款資助新同盟的民主黨元老李柱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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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30「少壯派」退黨
涉4創黨成員十分之一區議員 何俊仁稱影響不大

鼓勵堅毅

分裂各攻不同選民「民主黨系」現雛形

曾局長盼申亞 港殘運同受益

民主黨改選 何劉單連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主

流派」和「少壯派」終分道揚鑣，30名主要屬

於「少壯派」（或稱改革派）的黨員昨日趁民

主黨舉行周年會員大會之際，正式宣布集體退

黨，其中包括前黨副主席陳竟明在內的4名創

黨黨員，以及7名現任新界東區議

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
主黨昨日出現成立以來第二次大規模
退黨潮，有學者分析，民主黨這次的
退黨潮，對他們的地區實力，尤其是
新界東方面會造成一定打擊，特別是
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時，民主黨的部
分選票可能會被新民主同盟分薄。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昨日回應
有關問題時則稱，不同的黨派有不同
的重組和變更是自然現象。

蔡子強：不會影響民主黨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

子強指，這次是民主黨成立以來第
二次的大規模退黨潮，但由於退黨
成員組成的新民主同盟會繼續參與
反對派區議會協調，相信此次退黨
問題對民主黨的影響不會即時反
映。不過，民主黨在2012年立法會選
舉時，部分選票則可能會被新民主
同盟分薄。

林瑞麟：政黨重組乃自然
被問到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而令有

黨員退黨，是否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林瑞麟昨日出席一活動後表示，在香
港這樣自由、開放的社會，不同的黨
派有不同的重組和變更是自然現象。
「我相信每個政黨都是經過深思熟
慮，而在過去多年來，在立法會內外
亦是辯論過、討論過政制發展的事
宜，他們才作最後決定，採取怎樣的
立場來投票。」
他續表示，每個政黨都是按照在社

會上接收到的意見，認為市民會支持
哪個方案，對香港長遠的政制發展進
一步民主化最為有利，及按香港整體
利益來辦事，相信市民會理解。

選民力量發聲明「贈慶」
至於已表明將於明年區選狙擊民主

黨的選民力量昨日亦「大湊熱鬧」，
發表聲明「贈慶」，稱對30人決定退
出民主黨，甚表欣慰。選民力量指民

主黨「主流派」長期把持政局，幾乎是「死而後
已」，「選民力量歡迎新民主同盟，選擇了一條正
確的道路」。

特首今赴京述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曉樂）特首曾蔭權於今日

赴京展開述職之行。在北京期間，曾蔭權會向國家
領導人匯報過去一年香港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等
各方面的情況，亦會與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國
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外交部、中國人民
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及中國證券監督
管理委員會等中央部委官員會面。

先晤張平 商「十二五」規劃
據了解，曾蔭權下午將先後與國家發改委主任張

平及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會面，預計前者將會論及
在國家「十二五」規劃下，香港可如何發揮作用；
後者則主要討論與金融相關議題，包括美國第二輪
量化寬鬆政策的影響及香港的人民幣業務等。
曾蔭權離港期間，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將署理行政

長官職務。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是《基本法》頒布20周年，
政府昨日為此舉行慶祝嘉年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林瑞麟致辭時表示，香港在回歸後能保持繁榮
安定，持續穩步發展，實在有賴《基本法》的貫徹
執行。《基本法》是香港非常重要的憲制文件，政
府亦非常努力推動《基本法》，每年動用1,600萬元
的財政資源，讓不同的社會機構來參與推動，包括
學校和其他社會團體。有見香港年輕一代喜愛香港
的歌星和明星，政府也邀請了演藝界的朋友一同來
推廣《基本法》。

潘潔力撐「C18」
舊名片盒換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打正旗號走入社區
的「社區18」，在立法會議員林大輝的牽頭下，地區
活動一浪接一浪。繼早前在觀塘舉行的「社區身心
健康日」後，「社區18」昨日又在何文田培正道遊
樂場，舉行名為「樂在其中反斗環保嘉年華」的以
物易物派對，打造平台與民同樂，環境局副局長潘
潔亦專誠抽空出席。席間，潘潔更自攜舊名片盒換
取書籍，身體力行支持活動。

明年1月千人盆菜宴
林大輝透露，「社區18」將於明年1月舉行兩場大

型活動，包括千人盆菜宴及「社區共融嘉年華」，
「我們首先會於1月16日在上水舉行嘉年華，至於23
日就會在元朗荔枝山莊舉行盆菜宴，筵開100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詠儀）民主黨昨日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改選正、副主席、中央委員會等最新一屆領
導層，主席何俊仁、副主席劉慧卿與單仲偕成功連任。
何俊仁形容，會議充滿生氣，體現了黨內團結，黨員對
未來的選舉有信心，民主黨未來會以社會運動、議會壓
力，以及與政府對話的方式，推動民主，即不遲於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及2020年普選立法會。

何俊仁：民主不能單靠壓力
何俊仁表示，要爭取香港民主發展，單靠社會運動和

議會壓力並不足夠，需要以和平的方式與政府談判，雖
然社會上對他們採取的方法存在分歧，但屬自然現象，
民主黨已盡最大努力爭取諒解，接受的人數亦逐漸增
加，他亦發現，民主黨支持者的界別亦有擴闊，有信心
民主黨將來的政治路向和選舉結果會獲得大部分市民的
認同，更相信只要民主黨以行動繼續清晰的路向，會得
到市民信任。
身兼普選聯副召集人的新任民主黨中委會成員黃碧雲

則形容，現時民主黨正處於「內憂外患」的境地，「內
憂」指有一班黨友退出，雖然人數不多，但亦造成一定
影響。

黃碧雲：勸社民連勿再攪局
至於「外患」則指社民連將於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中

狙擊民主黨，她透露現時黨正透過不同的渠道及人脈網
絡與社民連接觸，與之解釋箇中的利害關係，包括若社
民連攪局會令一些贏面不大的選區輸掉，進一步影響行
政長官選舉的入場券及立法會選舉的部署，對爭取民主
並無好處。而經初步游說後，已有部分人士減低狙擊民
主黨的意慾。
至於原先欲增設多一名副主席的建議，因支持票未達

7成半的要求，最後在124示支持、37票反對、41票棄權
下，再度遭到否決。黃碧雲表示，討論時有黨員認為，
現階段並非合適時間，加上領導層未有明確解釋新增副
主席的職權範圍，更有黨員希望由女性年輕黨員出任，
故建議最終未獲通過。

退黨者之一、「新民主同盟」發言人范國威稱，民主
黨在政改一役妥協，完全違背08年有關「2012年雙普選」
的選舉承諾，是出賣和遺棄支持的選民。民主黨主席何
俊仁回應時指，過去兩、三年，這批黨員已經多次表達
對黨的不滿，早前成立新組織時，黨內已預計他們會退
黨，又指退黨人數佔整個黨的比例不足5%，退黨會員約
佔區議員議席1/10，對民主黨的實力和之後的區議會選
舉影響不大。
15名參與新同盟的退黨者昨日宣讀名為《退黨以明

志，緊守民主承諾》的退黨聲明，指民主黨在2012年政
改方案投下贊成票，是沒有緊守信念、失信於民。聲明
的矛頭直指黨內領導層，批評領導層對他們的不同聲音
置若罔聞，在轉 妥協前又缺乏諮詢，事後又沒有充分
交代解釋，也不肯道歉，且至今堅持不認錯，是對選民
失信，對盟友黨及成員寡情薄義。

新同盟定位鐵桿反對派
對於新同盟未來與民主黨的關係定位，范國威稱，今

時今日的民主黨已經變了質，已變成溫馴的反對派，而
他們則是堅定的反對派，他們在區選時亦會以此與民主
黨作區別。雖然他們未討論到2012年立法會選舉的問
題，但一定不會再為民主黨做選舉樁腳。至於民生問
題，他認為，新同盟與民主黨等其他反對派政黨還是有
合作空間。對決定於民主黨的周年會員大會之際宣布集
體退黨，范國威形容，選擇昨日退黨是希望同日產生的
民主黨新領導層，反思6月政改方案投贊成票後的結果。

何俊仁稱未嘗不是好事
何俊仁回應集體退黨事件時表示，政黨人士基於策略

上的分歧，自立門戶，屬自然現象：「與其在黨內不斷
爭拗、撕裂，他們選擇自立門戶，有尊嚴地爭取自己的
目標，而不是在黨內不斷做出負面批評，這亦未嘗不是
一件好事。」
他並指，今次退黨的會員約佔區議員議席1/10，對區

議會選情會有影響，但不會很大，黨內亦已作好部署，
包括安排副主席劉慧卿及黃成智在大埔區設立辦事處，
增加新界東的地區服務，以鞏固民主黨在該區的實力。
何俊仁又認為，黨員退黨後與民主黨仍然有合作空

間，未必會變成惡意攻擊，對民主黨來說可能有正面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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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名民主
黨員退黨，
聲言做鐵捍
反對派。
香港文匯報
記者潘政祁

攝

■市民踴躍參與基本法20周年嘉年華攤位遊戲。

何厚鏵獲頒大蓮花勳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婉琪 澳門報道）澳門特區
政府昨(19日)公布，根據勳章、獎章和獎狀提名委員
會的建議，頒授勳章、獎章和獎狀，表彰他們在個
人成就、社會貢獻或服務澳門特別行政區方面有傑
出的表現。其中，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何
厚鏵獲頒授大蓮花榮譽勳章。

稱榮譽屬於澳門人 感謝中央支持
何厚鏵表示，10年在行政長官的工作崗位上服務

特區，有賴全體澳門居民的支持和配合，榮譽不屬
於個人，是屬於所有為特區建設付出努力的全體居
民、公職人員和各界人士。他又衷心感謝中央人民
政府一直以來的全力支持和信任。回歸10年來，共
事的施政團隊和各級公務員通力合作、各界人士積
極參與特區建設、全體澳門居民愛國愛澳，同心同
德，共同面對和克服各種挑戰，此項榮譽，是大家
為特區實踐、開拓、發展共同努力的成果。
此外，胡順謙獲頒金蓮花榮譽勳章，姚鴻明獲頒

銀蓮花榮譽勳章。

■潘潔專誠自攜舊名片盒參與以物易物；席間，
林大輝更陪伴潘潔到各個攤位挑選心水書籍。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

■民主黨舉行黨員大會，正、副主席成功連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基本法20周年嘉年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