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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與「人民力量」同是激進派 怎可能切割？
區選後，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先是拋出「蛇齋餅 論」
，把公民黨的失敗歸咎於選民貪圖小
惠，令港人大為憤怒。其後梁家傑又拋出「割蓆論」
，指公民黨受到「人民力量」激進形象
拖累，聲稱要與「人民力量」切割云云。然而，公民黨與「人民力量」茍合搞「五區公
投」
，兩黨不過是一個銅板的兩面，一個表面上「說話斯文一點」
，一個搞政治暴力走火入
魔，但骨子裡都是民進黨式「港獨」政黨。兩黨同是激進的根子，又死死絞纏在一起，怎
麼可能切割？

2005年4月6日，梁家傑在立法會緊急休會辯論上大 公民黨的「顯性獨港」與「隱性港獨」
發謬論，聲稱回歸至今「見到的事實是香港只由一個
公民黨在政治上是「顯性獨港」
，在經濟上則是「隱
英國殖民地變成為一個中國殖民地。我們可不可以感
性港獨」
，二者互為表裡。公民黨在經濟上「逢融合必
覺到被騙呢﹖我們可不可以感覺到無奈呢﹖」對梁家
，從來沒有停過阻止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凡是
傑的發言，連在港的英美傳媒亦指梁家傑「把政治 反」
常識、國家概念顛倒混淆」，認為「在（西方）議 有關兩地融合的政策，公民黨必定設法出來阻撓。公
，又將香港
會絕對不會有這類無國格的議員」。2007年9月19 民黨曾形容「灣區規劃」為香港「被規劃」
納入「十二五」規劃一事，形容為「被規劃」
，並由
日，梁家傑在美國「傳統基金會」的演講公然稱，「香
「被規劃」扯到香港「被吞併」
，「一國兩制」
「被廢除」
港主權」移交中國之後，「香港已經消失」
，他呼籲國際
社會關注香港，「將香港重新放回地圖上」—這是又一 云云。公民黨「暗盤操作」司法覆核，狙擊港珠澳大
篇極端仇視香港回歸祖國，竭力鼓吹「港獨」的自白 橋香港段工程，就露骨蘊含了「隱性港獨」挑戰「十
二五」規劃，阻礙本港與珠三角融合的進度。
書。

貞昌、謝長廷均是代表，民進黨現任主席蔡英文也是
學法律出身，大學就讀台灣大學法律系。訟棍的詭辯性
格，成了民進黨的主要氣質。香港的公民黨骨幹，也
主要由大狀和律師為主體的政治群體組成，公民黨前
黨魁余若薇是大狀，現黨魁梁家傑也是大狀。公民黨
「人民力量」是帶有幫會性質的民進黨式政黨
公民黨與社民連聯合搞「港獨」
一開始就主張「港獨」路線，該黨屢屢操弄司法程序
2006年黃毓民與陳偉業、梁國雄成立社民連時，就
公民黨與社民連骨子裡都是香港的民進黨式政黨，
搞「港獨」和禍港殃民，市民都蔑稱公民黨為訟棍
把民進黨「台獨」路線和議會暴力引入香港。社民連
黨，並揭露訟棍黨蛻變為「包訟集團」，使司法程序 最露骨的是兩黨聯合策動違憲違法的「五區公投」。
成為他們謀財、謀權、謀「港獨」之工具。民進黨與 「五區公投」的實質，是激進反對派在政制發展上對 「三惡」在議會內擲蕉、掃 、爆粗和襲擊官員，將
公民黨在政治群體組成和頑固堅持分裂立場方面，何 國家憲政體制的挑戰，是具有「港獨」傾向的危險玩 民進黨式暴力政治從議會推移到社會。在政治上，社
火行徑。兩黨的「公投綁補選」，乃抄襲陳水扁「公 民連作為香港一個帶有幫會性質的民進黨式政黨，與
其相似乃爾！
投綁大選」，與當年陳水扁藉推動「公投制憲」搞 其在政治上的極端激進和抗中亂港，關係密切。
公民黨的「港獨」立場由來已久
因權鬥從社民連分離出來的「人民力量」，其帶有
「台獨」屬同一個模式，走的也是同一條路，背後的
幫會性質的民進黨式政團的性質，更加彰彰明甚。
公民黨的前身是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 2002年12 意圖是謀求獨立和分離。
「人民力量」的極端激進，就是步陳水扁後塵在香港
中央明確指出「五區公投運動」違憲違法後，公民
月，以公民黨前身四十五條關注組為重要成員的大律
師公會，當時由梁家傑擔任主席，竟然拋出要求特區 黨不但沒有改弦易轍，反而比社民連更激進，提出所 大搞破壞和分裂活動，民進黨搞「台獨」，「人民力
民進黨與公民黨何其相似
政府「尊重在正當政治過程中推動分裂的正當性」、 謂「全民起義、解放香港」口號，危言聳聽的背後， 量」搞「港獨」。公民黨與「人民力量」不過是一個
民進黨一開始就是以美麗島事件的辯護律師群為主 「民族自決」、「高度自決」論，公然主張搞「港獨」 是挑戰《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底線，甚至不惜訴 銅板的兩面，一個表面上「說話斯文一點」，一個搞
體的政治群體組成，這些律師都主張「台獨」。所謂 分裂國家，其論調與「台獨」勢力的分裂論調如出一 諸非理性和暴力行徑，其目的就是要在香港建立一個 政治暴力走火入魔，但兩者骨子裡都是香港的民進黨
「起義政權」
，其搞「港獨」的險惡禍心暴露無遺。
式政黨，兩黨本是同根生，怎麼可能切割？
「律師團」世代成了民進黨的核心領導，陳水扁、蘇 轍。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聲稱要與「人民力量」割蓆，
「人民力量」幫主黃毓民怒斥，公民黨的「割席論」令
他不明所以，他揶揄梁家傑作為資深大律師及公民黨
黨魁語無倫次：「
『五區公投』我們一起合作，今次你
在外傭事件上飽受打擊，唯一一個撐你的就是『人民
力量』
，結果你現在卻轉 ！」黃毓民要求梁家傑澄清
他是否有權把「人民力量」踢出「泛民」
，「我們說話
斯文一點又是否容納我們重返『泛民』？」黃毓民怒
斥梁家傑並非意氣用事，因為公民黨與「人民力量」
都是民進黨式政黨，兩黨茍合搞「五區公投」
，恰恰是
「本是同根生」的最好注腳，怎麼可能切割？民進黨的
立場是「台獨」
，公民黨的立場是「港獨」
，從社民連
因權鬥分離出來的「人民力量」
，其帶有幫會性質的民
進黨式政團的性質更是彰彰明甚。公民黨與「人民力
量」都是民進黨式政黨，怎麼可能「割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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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以一
句「我們會繼
續 努 力 」， 避
談公民黨領導
層過失。
資料圖片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在區選遭遇滑鐵盧
後拒絕問責下台，並試圖以「向前看」
掩蓋領導層的失職。他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承認該黨區
選失利最主要原因是地區工作不足，但被問到前黨魁余若
薇早在4年前以同一理由總結區選「死因」
，是否應先向她
未有打好根基問責時，他即發揮大狀的詭辯本色，以一句
「我們會繼續努力」避談領導層的一錯再錯，又諉過資源
不足才令地區工作難以開展。
在節目中，黨魁梁又死撐坊間指公民黨與「人民力量」
及社民連「割席」、「歸隊做民主黨細佬」等形容不恰
當，又避談昔日糾結社民連策動所謂「公投」是否策略錯
誤，只反覆稱目前最重要「向前看」
，「凡合作的也會合
作」
、「對事不對人」；但倘若有人繼續狙擊或厭煩，會
再看如何處理，「如果有人說我們不能合作，我們惟有接
受」
。至於有年輕黨友質疑他要就外傭案風波問責，他亦
聲言，法庭就3宗居權案判決後，可發現入境處權力大，
「(集思會)會上全部都接受我沒有轉 的」
。

於破壞香港法治。公民黨

拒不落台

余若薇稱反對聲非對立
余若薇在出席另一場合亦全力為黨魁梁「護航」
，聲言
集思會只是討論該黨未來路向，雖部分人曾提出是否需要
撤換黨魁，但贊成與反對黨魁梁留任的論調，卻非對立情
況，又強調「求變不是變黨魁」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則死撐
外傭應享有申請居港權的

李卓人：外傭湧港不損本地勞工

權利，並重提「四大關
卡」，聲言看不到「大量」
外傭湧入本港的情況云。

■香港大學昨舉辦論壇，討論外傭居港風波，與會的謝偉俊、李卓人及余若薇在台上唇槍舌劍。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謝偉俊：首宗官司關鍵
香港大學昨日舉辦了一個「外傭居港風波—
論其對社會的影響及本港種族關係」的論壇，
謝偉俊、李卓人及余若薇在議事堂外繼續唇槍
舌劍，論辯外傭居港權風波。謝偉俊直言，外
傭爭取居港權事件惹來社會極大關注，當中尤
以第一宗官司至為重要，因已令外傭申請居港
權的「大門打開」
，擔心隨之而來的司法覆核
申請將「無日無之」
。
他指出，每個國家或地區都有一套勞動政
策，就如最接受外籍人士的加拿大都說要收緊

法例，暫時凍結2年團聚政策；日本及瑞士更 「請大家冷靜認清問題，並非『all or nothing』
不能申請配偶入籍，現實是居權政策必須以社 (全部或沒有)」
。她聲稱，本港人口老化，外傭
區及家庭為先，不能過於天真及理想。他不點 若取得居港權，只會利多於弊，又說若一下子
名批評公民黨突然搬出議題，破壞一直行之有 就釋法將對香港的司法獨立造成很大衝擊云。
效的制度，更令融和的族群出現互相責罵：
指釋法不破壞法治
「從前未曾聽說外傭阻街的言論，如今卻出現
了，正因為大眾已將焦點集中在事件上。」
謝偉俊反駁指，事件反映《基本法》出現漏
余若薇則繼續大玩文字遊戲，指如何定義 洞，令外傭居港權大門打開，由於不能輕言修
「大量」或「小量」往往引起爭議，並說《基 改《基本法》，更應按市民意願考慮提請釋
本法》第24條已說明，任何非中國籍人士合法 法。他說：「釋法是重大議題，應小心行使，
來港並居住滿7年，便有權申請居港權，外傭 但不等於破壞香港法治，只是迫不得已，可以
只要符合條件，便有權申請，由入境處把關， 選擇的合理方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梁家傑的虛情假意
區選之後，部分反對派頭頭已承認
地區工作不足是失利主因，惟獨公民
黨黨魁梁家傑大言不慚，妄言「蛇齋
餅 」物質利誘選民是建制派致勝原
因，把地區工作疲弱及兩宗禍港官司
等導致大敗的責任，諉過選民和對
手，即使他日前為求「補鑊」而反省，也不過怯於
眾怒難犯，虛情假意，強裝愧歉，不能掩飾毫無悔
意的態度。公民黨骨子裡不知悔過死不服輸的態
度，根本毫無民主氣量，無怪乎立黨至今逾5年，該

馬彥

黨形象一落千丈。如此民主胸襟，輕視勤幹務實的
得勝之道，公民黨只會越益遠離群眾。
反對派內部經常抹黑建制派以物質籠絡選民，他
們喜以「蛇齋餅 」概括建制派向社區提供福利和
服務，從而矮化建制派服務基層的成果和誠意，梁
家傑不過將這種流言在傳媒面前宣諸於口。然而，
如果大灑金錢盡可收買人心，輕巧奪取議席的話，
黎智英只要大花金錢，洋洋灑灑，反對派議席早已
到手，何用兜兜轉轉，今日卻大敗收場？如此足可
說明，物質恩惠並非選舉大勝關鍵。

反對派在新一屆區選中受挫，多位政治明星均以失敗
告終，反映其政治理念遠離民意。然而，職工盟秘書長
李卓人在區選敗給工聯會「小花」劉桂容後，非但沒有汲取教訓，總結
落敗原因，卻反過來點名批評工聯會藉 外傭居權議題煽動排外情緒，
死撐本地打工仔的飯碗問題與外傭無關，完全將本地工人權益棄之不
顧。
李卓人昨日在港大的「外傭居港風波」論壇上，甫開口便指責一些工
會的做法，「成件事上，有些工會煽動排外情緒以爭取本地工人支持，
我們不屑」
。他其後更點名指責工聯會反對外傭爭取居港權，只為爭取本
地工人支持，更說工聯會於選舉單張上指「外傭工資暴漲，中產階級大
鑊」是誇大其詞。
李卓人強調，即使外傭有權申請居港權，仍需通過許多關卡，「絕難
成功」
，今次只是一個假議題。他又說：「葉劉淑儀以前也做過入境處
（處長），明知（外傭）成功申請的機會有幾高，仍說香港人養唔起佢
，把口好賤，最好香港以後再無司法覆核就開心了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不知自省

社區關係並非用錢就能買到，鄰舍網絡絕非只靠物
質就能維繫，單靠物質收買到的人心也不會持久，不
能獲取選民總動員牢靠的支持。福利服務只是和街坊
打開話題、建立關係的社區工作方法，堅實長久的感
情，仍須議員日積月累地維繫鞏固。公民黨以為用福
利服務可收買人心，只觸表象，觀點非常膚淺，根本
不了解建制派所以能夠總動員的原因。
黃大仙竹園北選區社民連主席陶君行，被獨立參
選人丁志威挑戰成功，憤青便指丁志威大打「物質
牌」
，「蛇齋餅 」源源不絕，然而，如果物質能輕
易打敗陶君行，那只說明陶君行與街坊的關係是多
麼不堪一擊。憤青們不肯正視陶君行近年熱衷暴力
抗爭遠離社區的政治行動，是陶君行失去議席的主

因，檢討仍未對焦。
總而言之，如果物質可以收買民心，這要不說明
香港選民民主理念尚未成熟，香港不適合走急進民
主路線，要不說明反對派議員所建立的街坊關係非
常淺薄，外人只要稍稍干涉一擊即破，不足獲取選
民支持。其實，黎智英早前即被網民以Foxy軟件搜
尋到他過去5年向反對派先後豪捐5,000萬元的證據，
反對派果然窮得毫無章法，不能抵銷建制派在資源
上的優勢麼？梁家傑和部分憤青，參選大敗只怨對
手資源豐厚，動員力強，以酸葡萄心態肆意嘲弄對
手憑鐵票取勝，沒有找準問題核心，這不但是公民
黨以致反對派大敗的箇中原因，而且是香港民主發
展的一大絆腳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