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涉嫌兩宗強姦及非禮案的社民連「維園阿哥」任亮憲，連日

遭不少市民和輿論強烈譴責，但社民連前主席黃毓民公然把任

亮憲涉強姦案，指為「共產黨」所施的「美人計」，惹人譁然。

黃毓民污衊說：「今次有個成員馬草泥（任亮憲）俾人話強

姦，九成係共產黨做，後生仔頂唔住美人計，有乜出奇⋯⋯要

有警覺性，同共產黨鬥爭呀⋯⋯」這段指鹿為馬的話，惹起網

民的憤怒。

死撐任亮憲反映「台獨」勢力向香港滲透
實際上，黃毓民詆毀辱罵共產黨的手法，與台灣民進黨的陳

水扁一脈相承。陳水扁高舉反共旗幟搞「台獨」，通過鼓吹「反

共反中」製造不同族群、省籍、階層階級之間的政治對立，分

裂族群，破壞兩岸和平發展。社民連黃毓民亦步亦趨效法民進

黨，企圖在香港「複製」民進黨起家篡權的歷史。黃毓民在任

亮憲涉嫌強姦及非禮案上又打出「反共反中」旗幟，根本騙不

了人。有網民批評黃毓民侮辱市民智慧︰「黃先生請你不要認

為社會上的大部分人會如你和社民連一樣，認為每件事都是中

共搞出來，我們是有智慧的。」有網民狠批社民連公然侮辱受

害者，呼籲一眾婦女站出來聲討這個侮辱女性的政黨。

從黃毓民青睞任亮憲乃至使他成為其「指定接班人」，到不惜

一切代價企圖保護任亮憲過關，都明顯反映「台獨」勢力向香

港的滲透。黃毓民雖自稱是國民黨成員，但其實是鐵桿「台獨」

分子，他曾引用他所崇拜的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的名句搞「五

區公投」，露骨地顯示他創立以及現在仍然掌控的社民連，就是

一個民進黨式的政黨。任亮憲之父任善寧是當年台灣勢力在港

的代表人物，黃毓民死撐任亮憲，實際上是死撐向香港滲透的

「台獨」勢力。

黃毓民賞識任亮憲的玄機
去年香港反高鐵事件，突然出現了一名惹人注目的「憤青」

任亮憲，他走在一群「憤青」最前線，帶領他們包圍立法會。

今年以來，任亮憲開始轉換到另一戰場—《城市論壇》，以搶

咪叫囂的手法及偏激火爆的言論迅速上位，以尖銳言辭，不斷

謾罵建制派，獲封「維園阿哥」稱號，風頭一時無兩。任亮憲

於今年5月加入社民連，獲得黃毓民高度賞識，並與社民連主席

黃毓民一起主持網台節目。黃毓民之所以賞識任亮憲，一是任

亮憲繼承了黃毓民恣睢暴戾、張狂謾罵的衣缽，二是任亮憲具

有台灣「反共反中」勢力的背景。

任亮憲的父親任善寧，是曾經在香港相當活躍的親台政黨

「一二三民主聯盟」主席，並且擔任立法局議員。退出香港政壇

後，任善寧仍然繼續其「反共反中」行徑，他曾污衊中共在香

港的「一國兩制」是「政經分離」，經濟上是百分之百的兩個制

度，但在政治上偏向「一國」，只有經濟是「兩制」。

黃毓民是「台獨」勢力在香港的代表
其實，黃毓民本身就是台灣「反共反中」勢力在香港的突出

代表之一。黃毓民早年讀書不成，於是他的父親將他送到台

灣，讓他投靠曾是國民黨少將的同鄉。在2006年，黃毓民與陳

偉業、梁國雄成立社民連，該組織一成立，就把台灣政治文化

和議會模式引入香港。社民連三惡在議會內擲蕉、掃 、爆粗

和襲擊官員，並將暴力政治從議會推移到社會，包括反高鐵暴

力衝擊立法會、暴力狙擊「起錨」行動、暴力衝擊中聯辦等。

黃毓民更鼓動屬下以任亮憲為首的「憤青軍團」，到處大打出

手，包括在維園《城市論壇》對不同政見者圍攻謾罵，製造白

色恐怖。

社民連是香港民進黨式政黨，首先的明顯標誌是民進黨搞

「台獨」，社民連搞「港獨」。陳水扁執政期間，把「台獨」意識

形態凌駕於各項政策之上，以「台獨」意識形態指導民進黨的

各項戰略。利用「公投」搞「台獨」，是陳水扁和民進黨的一貫

主張，陳水扁當政時，「公投」是他綁架島內民意，挑釁大

陸，推行「台獨」進行政治豪賭的工具。社民

連與公民黨策動的「五區公投運動」，是步陳水

扁後塵謀求「港獨」，對抗憲制，挑戰中央。社民連與公民黨的

「公投綁補選」，乃抄襲陳水扁「公投綁大選」，與當年陳水扁藉

推動「公投制憲」搞「台獨」，屬同一個模式，走的也是同一條

路，背後的意圖是謀求獨立和分離。實際上，黃毓民在2007年

已在香港傳媒鼓吹「聯合國可以容許『一國兩席』」，為民進黨搞

「入聯公投」（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造勢。

社民連道德墮落也複製民進黨基因
社民連是香港民進黨式政黨，其次的明顯標誌是社民連的道德

墮落與潰爛，與民進黨一脈相承。民進黨在陳水扁當政時，上下

交相競逐權位名利，搞錢弄權，無所不為，性醜聞也不絕如縷。

陳水扁的親信及家人的貪腐幾乎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陳水扁

之子陳致中不僅貪污洗錢，而且被證實涉嫌多次背妻召妓。

與五毒俱全、道德墮落的台灣民進黨相比，醜聞不斷的社民

連可謂無獨有偶。事實上，社民連屢屢爆出桃色穢行、錢財醜

聞及不道德言行，包括前秘書長季詩傑被女友狠斬三刀，季詩

傑與陶君行被傳到夜總會冶遊，任亮憲與季詩傑因為桃色糾紛

而在網上罵戰，陳偉業處理捐款不清不楚，長毛領取立法會豐

厚薪津依然霸佔公屋，社民連主席陶君行公然提倡青少年試吸

毒，再到任亮憲被揭發涉嫌虛報持有資產管理牌照以至被控強

姦，社民連「太上黃」黃毓民死撐任亮憲涉嫌強姦的行徑，亦

暴露這位「幫主」性道德觀念的不堪。傳媒亦經常揭發，這位

「幫主」「更像是一個欠人巨債不還錢的避債者」，其長子黃特漢

因被指藏有疑似可供販賣危險藥物罪被捕，真是有其父必有其

子，乃至於有其「幫主」必有其「維園阿哥」。

民進黨從瘋狂到潰爛的過程充分表明，違逆歷史潮流的「台

獨」意識形態嚴重影響了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陳水扁

本人及其家庭、親信，甚至整個民進黨集團的唯權是圖、唯利

是圖、貪污腐敗，終於引起天怒人怨，導致民進黨下台。社民

連從瘋狂到潰爛的過程同樣表明，香港主流民意不歡迎香港出

現一個台灣民進黨式的政黨社民連。社民連亦步亦趨效法民進

黨，企圖在香港搞「港獨」，連道德墮落潰爛也複製民進黨的基

因。社民連雖然是香港政治的一個「毒瘤」，但這個「毒瘤」卻

因極度瘋狂而自行潰爛，應了古語所說「多行不義必自斃」。

■責任編輯：袁偉榮　

2010年12月29日(星期三)
A15

「維園阿哥」任亮憲爆出性醜聞以
來，社民連黨內在處理任亮憲問題上
一直存在角力。「陶派」希望藉此打
壓「倒閣派」，將黃毓民派系掃地出
門；「倒閣派」則全力為任保駕護
航。黃毓民眼見愛徒四面楚歌，心急
如焚，先是越洋痛責陶君行「保任不

力」，之後更張冠李戴地指任亮憲事件是「美人計」，
「九成是共產黨做」，並指「後生仔頂不住『美人計』
好易，這些有甚麼出奇，大佬你讀歷史就知道⋯⋯錢
銀、女人兩樣東西就可以弄死你。」
社民連在任亮憲性醜聞後最常見的一套說法是不要

「未審先判」，事件真相仍有待釐清。然而，黃毓民遠
隔重洋就斷言任亮憲是清白，說這是「美人計」，正是
名副其實的「未審先判」，黃毓民是自打嘴巴。更可笑
的是，他說這次事件「九成是共產黨做」，很明顯是轉
移視線之舉，將失德行為當成政治迫害，是他過去的
慣技。不過，任亮憲在接受周刊訪問時已經和盤托出
與受害人的關係及事發經過，與什麼「美人計」相差
十萬八千里，黃毓民的說法是對受害女性的侮辱，本
身已經可以構成誹謗。
過去社民連在面對黨內醜聞時，最常用的藉口是

「建制派打壓」、「政府打壓」、「共產黨打壓」，總之
千錯萬錯就是社民連無錯。不過，這次事件引起社會
反感，重點不是任亮憲，也不是社民連，而是社會不
能接受從政人士的道德品格如此卑鄙，不恥社民連偏
私護短，顛倒是非。黃毓民以為找代罪羔羊就可以證
明任亮憲無罪，這究竟是天真幼稚或是狗急跳牆只有
他本人才知道。
黃毓民的反智言論影響一班憤青還可以，但卻難以

改變社會的看法，難怪不少網友紛紛留言，指黃毓民
「陰謀論」，侮辱市民智慧只是為了政治需要，更有人
呼籲一眾婦女站出來聲討這個侮辱女性的政黨。可見
黃毓民的伎倆瞞不過市民眼睛。
儘管輿情難以扭轉，不過黃毓民卻成功將社民連與

任亮憲綑綁在一起，自從他越洋指揮「救任行動」，
斥責陶君行對任亮憲的情況坐視不理，威脅大不了
「散檔另組黨」後，陶君行經此一嚇，馬上宣稱社民
連不會召開聽證會，並勒令黨員「一人講少一句」，
他為的不是任亮憲，而是怕黃毓民真的來個「倒
閣」，他失去了現時的權位，現在唯有臥薪嘗膽，唾
面自乾，再圖後計。不過，黃毓民愈是全力保任，愈
顯示任的壓力正不斷加大，狗急跳牆恐怕只是垂死一
博。

為保任亮憲黃毓民狗急跳牆 卓偉「選民力量」狙擊民主黨把戲揭秘 蕭何

最近，「選民力量」大
舉做騷，高調說參選是為
了狙擊民主黨。這是反對
派在新形勢下的一個新策
略。因選舉的遊戲規則改

變了，區議會已經和立法會選舉有所聯繫，和將來
的行政長官選舉又有聯繫。所以，區議會選舉將來
一定變得更加政治化，光譜也要擴大化。
怎樣才能把區議會選舉文化變得更加激進？這需

選舉工程。反對派乃放出了一批沒有準備當選的干
擾分子，言必政治對立，把選舉的火藥味炒得更
濃，吸引更多電子傳媒現場轉播。現在，他們的口
號說：「要狙擊民主黨。」戲碼有吸引力。
但是，兵不厭詐，到了選舉時，他們說不定又會

「維園阿哥」上身，轉為狙擊民建聯，實行二打一。
香港島薄扶林道選區的補選，公民黨、民主黨、社
民連三黨團結一致、全力支持公民黨的司馬文，打
敗建制派便是一例。
區選聯繫 立法會選舉，若果區選的地區樁腳牢

固，贏了小地區選舉，固然增加了立法會勝算。即
使沒有取得議席，但也鞏固了一大批選民，集腋成
裘，取得了選民名單和數據。將來在立法會選舉

中，也可以進行精確配票，以利低票策略奪多議
席。
立法會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掌握餘數是高超的

學問。這種選舉遊戲的奧妙之處：就是有利於小型
黨，所以分拆名單的技術非常重要，名單越分拆，
取得議席就越多。大黨以全票取一個議席，需五萬
票；大黨若拆細為兩三個名單，三萬票即可取一
席。劉慧卿、何秀蘭就是低票當選。故曰：「高票
當選，最為老襯」。
反對派怎樣才可拆細，又能準確分票？就是要在區

選中做好測票工程，參選的人要有不同的政治光譜，
不要混淆或近似，這就可以有效吸納不同理念的選
民。「選民力量」、社民連說全力狙擊民主黨，立即
把選民分開兩撥。公民黨搞「公投」，民主黨不搞
「公投」，又分成兩撥。「選民力量」大罵民主黨是建
制派，民主黨、教協又全力搞「民運」、支持劉曉
波，結果政治光譜擴大，吸納中間游離票，和激進的
社民連分成兩撥。這是光譜定位法，光譜闊，能把名
單拆得細，票源又分得準。建制派光譜太窄，玩起立
會分拆戰來，就有想分又不敢分之遺憾。
「選民力量」追擊民主黨的戲碼？選民信一半都

嫌多。

社民連成員任亮憲從到處圍攻謾罵，大打出手，製造白色恐怖，到涉嫌兩

宗強姦及非禮案，其從極度瘋狂到迅速潰爛的過程，實際上是香港民進黨式

政黨社民連的一個縮影。民進黨從瘋狂到潰爛的過程表明，「台獨」行徑嚴

重影響了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陳水扁和他身邊的重臣、近臣、親信

的唯利是圖、貪污腐敗，終於引起天怒人怨。任亮憲及其教父黃毓民都有台

灣「反中反共」勢力的背景。社民連從瘋狂到潰爛的過程充分表明，香港主

流民意不歡迎香港出現一個台灣民進黨式的政黨—社民連。社民連亦步亦趨

效法民進黨，企圖在香港搞「港獨」，連道德墮落也複製民進黨的基因，簡直

讓港人大開眼界。

社民連的瘋狂與潰爛同民進黨驚人相似

會址基金搞「公投」「太上黃」有借冇還

香港《文匯報》日前率先報道黃毓民等在任
時，曾向外界籌款作購買該黨永久會址之用，
而該黨「倒閣派」及「挺閣派」近日再就基金
帳目爆發內鬥，互相指責「有人」涉嫌侵吞款
項，更揚言應向廉署舉報徹查事件。社民連前
秘書長季詩傑日前接受傳媒查詢時亦曾透露，
會址經費曾在經同意下被借用當中數十萬元作
所謂「公投」經費，並獲承諾會歸還。陶君行
則承認，有關款項至今尚未獲歸還。

收數十萬選舉資助未還錢
彭義桄為表清白，昨日在facebook專頁爆料

說：「在我年初上任之前，會址基金已經據稱
有一半被用作『五區公投』的經費。決議過程
我就不知道了，恐怕都是一個人話晒事。補充
一句，我在職期間沒有動用過會址基金的一分
一毫！」彭義桄的facebook好友「林志成」回
應留言時，就暗批有人借發動所謂「公投」名
利雙收，「聽聞有人同政府拎番每票$11資助
後， 錢冇交番畀黨填番條數，自己又食又拎
袋 幾廿萬」。
彭義桄的言論激起憤青在「香港人網」熱烈

討論。網友「Lifeguard」向陶君行及其行委會
提出12點公開質詢，促請交代會址基金不翼而
飛的連串疑團，包括該黨曾為所謂「五區公投」
借出「幾多錢幾多仙」、「誰人可以借？誰人
不可以借？誰人批出借款？請列明利息計算方
法」、「社民連中誰授權批出該欠單」、「何時
公開報告(會計)」、「『五區公投』期間收到的
捐款如何運用」等。

網友聲稱掌握真相等爆料
網友「還我藍天」則力撐黃毓民等人，「沒

有3子有社民連嗎？是誰籌款最多？不要忘
本，行委和民台如果夠薑，自己搞棟督(篤)笑
籌番百幾萬俾我睇囉！」
還有網友「alvincyt」揚言掌握資料得悉8成

「真相」，但暫不公開細節，反而呼籲黨友「出
盡平生所有重炮狂轟」，並公開挑戰領導層
說：「誰愈是抵賴死撐，最後會死得愈慘。」
網友「lsd_supporter」則聲言，「大口舊」陳偉
業將於明晚的網台節目，逐一反駁坊間對「公
投」財政及買會址款項的質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近日因「維園阿哥」任亮憲涉嫌強姦及非禮案而陷入
新一輪內訌的社民連，為向外界證明旗幟鮮明形象，現

任主席陶君行昨日號召黨員，並帶隊到中聯辦門外示威，希望借爬欄杆
及擲示威牌等例牌「搞激」行動，吸引傳媒報道，可惜只得10多名黨友
響應，場面冷清，不消半小時已謝幕收場。有「挺陶派」支持者更開始
對陶幫主大感不滿，形容面對「挺黃派」不斷出招，陶幫主只是「企定
定任人打」，還不斷退讓，根本無還手之力：「黨內士氣相當低落！」

3丑缺席 懶理做騷
10多名「挺陶派」支持者昨早高舉標語、橫額，由西區警署遊行至中

聯辦，沿途高喊口號，要求釋放趙連海。陶幫主宣讀聲明後，欲爬上鐵
欄，把一瓶奶粉及橫額擲入中聯辦大閘內，但未成功。對只得10多名示
威者出席，陶幫主歸咎於「太早」及「非假期」，聲言「有此人數已很
好」，至於3名立法會議員均無現身，他則以「長毛病」、「黃毓民身在美
國」作解釋，但被黨員踢爆前晚還與長毛通過電話：「他很正常！」

陶幫主又表示，終於成功聯絡「維園阿哥」，查詢是否需要為他提供
法律協助。陶幫主直言，若女事主所言屬實，個人認為「阿哥」應承擔
個人責任，社民連亦需凍結其黨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進入「後
政改時代」，

各大政治勢力重組、更新版
圖，作為反對派陣營「第一大
黨」的民主黨更上演一幕「退
黨潮」。對坊間分析指，改革
派因政改而另起爐灶，將削弱
民主黨實力，網上更盛傳民主
黨將再現第二輪退黨潮，民主
黨主席何俊仁笑說「聞所未
聞」，但相信「道不同不相為
謀」下，分開有助他們體會
「當家」的痛苦及艱難，「他
們動不動就批評黨出現『大佬
文化』。其實政黨總要有人抉
擇及領導。我仍然會視他們為
朋友。」政界中人直言，民主
黨看似飽受內憂困擾，實質經
過把黨內派系「分拆上市」，
化整為零下，反有利開拓票
源。　
何俊仁昨日接受電台訪問，

聲言民主黨不可繼續盲目站在
道德高地，擔演反對派眼中的
「政治清流」，故決定從「理念
政治」走向「責任政治」，但
強調該黨走的依然是「中間偏
左」路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繼「維園阿哥」任亮憲爆出性醜聞後，社民連再被黨內

大爆涉及百多萬元的會址基金糊塗帳。遭「倒閣派」暗批

未有交代捐款去向便退黨的前社民連財政彭義桄，昨日在facebook專頁反駁指

購址一事拖足兩年無下文，皆因「太上黃」前主席黃毓民早已挪用一半基金作

為所謂「五區公投」的經費。有網友就此要求黨主席陶君行和盤托出真相，亦

有網友聲稱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將於明晚在網台搶閘交代「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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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氣低落

不做清流

■社民連昨

到中聯辦外

示威，並將

一瓶奶粉擲

入大閘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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