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從公民黨一連串地發動「攻民」行動以來，名聲

掃地，被送進歷史的垃圾堆之期指日可待，但是，那

一幫花崗岩頭腦的馬尾分子仍然人還在、心不死，矢

口否認缺失和錯誤，還企圖倒打一耙把責任推向別

人。種種因由已有不少高人作出分析批判。近日該黨

的頭面人物在報上更刊出謬文，甚至在立法會中以為

拾到救命稻草企圖翻案，反攻倒算。

公民黨靠害港人難以卸責
11月18日，余若薇在立法會財委會討論港珠澳大橋

會議上竟然試圖將大橋工程延誤的責任歸咎於與政府

修改標書有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立馬反駁澄

清：若非有關的由公民黨造成的司法覆核，當局便毋

須修改標書趕工；始作俑者就是公民黨，不容抵賴。

11月23日，公民黨在其網頁上竟又厚顏發出《港珠澳

大橋（香港部分）工程延誤與官司無關》一文，復引

用該黨頭目梁家傑同日在立法會引述發展局舊文件企

圖洗脫阻延大橋興建罪責，更進而惡人先告狀，誣說

大橋工程延誤是由於政府失責並且不認真檢討及改善

規劃和執行程序，「是無承擔，反而把延誤責任嫁禍

別人，誤導公眾」。公民黨這種無賴作風，當然是乖

離了公道。如果不是他們唆使老婦利用法援在大橋臨

近開工時才突然襲擊提出環評問題，大橋工程便不會

突然叫停而且引起一連串的要修改的計劃與進度。公

民黨現在在事實面前也不得不承認大橋工程是被阻延

了，但是，他們千方百計搜索枯腸希望在水浸眼眉之

際找到稻草，不顧時空邏輯、前因後果、本末倒置想

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這種顛倒是非、罔顧事實、歪

曲歷史的做法絕不公道。這批應該是手持天秤、心存

正義的大狀，演出的豈不是一齣很諷刺性的鬧劇？可

是，對作為觀眾的市民，他們這種作為卻摧殘了多少

眼前和未來的福祉，因此，公民黨這些作為完全是罔

顧廣大香港市民的民心。

公民黨創黨伊始便提出綱領性的口號：「公道自在

民心」，但聽其言觀其行，他們的行為已自行暴露在

大眾眼前：本來應該主持公道的大狀卻口是心非、裡

通外國、撩事生非、毫不公正；本來應該為民謀利卻

事事攻民之所好，損害市民褔祉。這種毫不公道的作

為又哪能獲得民心支持呢？難怪他們這次區議會選舉

被市民摒棄。

公民黨大搞「港獨」活動
公民黨創黨提出的口號僅僅是口號而已，實際上自

建黨起，他們便竭力搞「港獨」活動，要求香港特區

政府「尊重在正當政治過程中推動分裂的正當性」、

「高度自決」，向「一國兩制」挑戰：其首腦人物經常

與外國勢力互相唱和沆瀣一氣反中反港；跟 就搞出

「五區公投」，企圖將香港變成獨立政體脫離中央；正

當全港市民熱情投入「十二五」規劃，進一步與祖國

共同建造更美好明天的時刻，公民黨便搬出反對高

鐵、阻礙大橋建設、挑動外傭居港訴訟等一連串活

動，企圖螳臂擋車阻撓香港與內地融合；在法制方

面，打從特區政府成立，梁家傑、余若薇等一夥便大

張旗鼓反對《基本法》，誣衊「一國兩制」是要港人

「做奴才」，囂張地提出「我們不要

做奴才」、「勇敢地表達自己不當奴才

的願望」：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制

進一步發展作出決定，公民黨頭子公然煽動：「人大

決定不是不可以改變」、「從來不覺得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法律上不可以推翻。」明目張膽地反對《基本

法》和「一國兩制」，肆無忌憚地嘶聲吶喊要求「港

獨」，從而歸附國際的反華集團。

違憲「反中」禍害深遠
這種行徑完全違反了廣大市民的意願，對廣大市民

也毫不公道，自然也就失去民心。目前形勢，公民黨

知道「眾怒難犯，恐其不能自全。」（《宋史．上官正

傳》）因此急謀補救對策，但是惡習難除，他們至今

仍舊鼓其如簧之舌，利用其專業訓練得來的本領指鹿

為馬顛倒黑白，企圖洗脫污名，甚至還想否定事實俱

在的劣績重返「道德高地」。這種妙想天開的妄想出

諸這批妄自尊大素來目中無人的藍血腦袋，並不奇

怪，在此僅附一言，希望他們能稍作自省：「公議不

可不恤，獨斷須謹。」（《宋史．鄒浩傳》）。公民黨執

迷不悟，沿 這獨斷獨行的非公義、反市民的道路走

下去，終會被廣大市民徹底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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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
近日不斷借所謂選民登記問題發
難，大肆抹黑現有的選民登記制
度，更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對一
些機構點名指責。其言論之激烈，
推論之武斷，動機之明顯，甚至較
激進反對派人士有過之而無不及，
難怪昨日有文章直指成名就是戴

學者頭銜的長毛，可說是恰當之極，將他的學者
「光環」拿下，活脫脫就是激進反對派最偏激的「學
界長毛」。
而且，他比起部分反對派人士做得更加出格，更

加不避嫌，尤其與「法輪功」媒體的一唱一和，更

令不少反對派中人也「自嘆不如」。眾所周知，《大
紀元時報》和「新唐人電視」是「法輪功」的兩大
媒體機器，為「法輪功」這個邪教組織大吹法螺、
大肆吹捧，以攻擊、抹黑中央政府為本業，在社會
上早已是臭名遠播。就是本港的反對派人士，也不
敢與「法輪功」以及旗下媒體走得太近，對接受其
採訪也有所顧忌，原因正在於此。
唯獨是成名這樣一個學者，卻最熱衷接受《大紀

元時報》和「新唐人電視」的訪問，而且發表的言
辭比在其他媒體更為激烈及露骨，也更合「法輪功」
的口味。例如早前激進反對派的黃毓民、長毛等人
在立法會上向特首施以語言暴力，在議事堂上叫囂
生事，引起社會的批評及憤慨。成名在接受「新唐

人電視」訪問時，不但對於語言暴力沒有一言譴
責，反而批評主席將兩人逐出議事堂是「不公平的
裁決」，是「危險的訊號」，他更上綱上線的指激進
反對派的暴力並非什麼大不了的事，「制度暴力」
才是更嚴重云云。
成名的說法倒是貫徹其作風，就是只有結論沒有

論證論據，一句不明所以的「制度暴力」，竟然可以
為激進反對派的暴力行徑開脫。似乎只要激進反對
派指斥制度不公平，其暴力行徑就是可以接受，那
如果他的學生說現時的大學教育制度不公平，是否
就可以隨意破壞課堂秩序，對教授粗言問候甚至施
以老拳呢？成名的邏輯實在可笑。
又如在區選後，成名再接受《大紀元時報》訪

問，在毫無證據下竟提出所謂「中共操控區選手法」
的指控，但成名至今都提不出任何確鑿證據，怎可
以如此誣陷他人？怎可以利用自身的學者身份亂發
不實之言？值得留意的是，成名發表最偏激最荒誕
的言論時，往往都是在「法輪功」的媒體內出現，
這恐怕並非偶然，一方面其言論都是憑空捏造，胡
亂指控，政治偏見躍然紙上，在其他負責任的媒體
未必能讓他這樣「暢所欲言」，唯獨政治立場同樣偏
激的「法輪功」媒體卻是臭味相投；另方面成名屢
屢與「法輪功」媒體一唱一和，正說明其激進的反
中央政府、反特區政府路線，與「法輪功」是如出
一轍，同一鼻孔出氣，彼此的親密關係也是不說自
明。否則成名過去也不會多次為「法輪功」撐腰，
而他的發言也自然能配合其立場，成為「法輪功」
媒體的「寵兒」自然不難理解。
成名政治立場已是明火執仗，更公然與「法輪功」

勾連，其人其言的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公民黨創黨伊始便提出綱領性的口號：「公道自在民心」，但聽其言觀其行，他們的行為

實際上自建黨起，公民黨便竭力搞「港獨」活動，明目張膽反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依

附國際反華集團。公民黨若執迷不悟，沿 非公義、反市民的道路走下去，終會被廣大市

民徹底唾棄。

公民黨乖離公道「港獨」路線禍港

■責任編輯：袁偉榮　

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正就新年度財政

預算案展開諮詢。自由黨促請今屆政
府在任內最後一份預算案中，切實做
好「4件大事」：幫中產、幫中小
企、幫有需要基層、幫香港增值，否
則只會「4大皆空」，建議政府透過上
限2萬元的退稅額、擴寬邊際稅階、
暫緩中小企繳交本年度的利得稅，並
考慮推出以年租10萬元為上限的租金
免稅額，以惠及中小企及中產階層。

提21項建議惠中小企中產
自由黨今日下午會與曾俊華會面，

表達對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意見。針
對中小企及中產階層，自由黨今年共
提出21項建議。

倡設租金及教育免稅額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昨日在與傳媒

茶敘時表示，他們促請政府在有數
百億元的財政盈餘下，考慮暫緩中
小企繳交本年度的利得稅，即利潤
少於500萬元的中小企獲暫緩繳交，
估計90%中小企可以受惠，而面對歐
美經濟不景及出口放緩，該黨期望
政府在農曆年前重推「特別信貸計
劃」，協助資金周轉困難的中小企渡

過難關。
她續說，目前中產階層的租屋負

擔重，並認為租住者應該與置業者
同樣獲得免稅優惠，倡議推出為期5
年、以年租10萬元為上限的租金免
稅額，並推出6萬元上限的子女教育
免稅額，以實報實銷減輕教育開支
的沉重負擔，又建議推行「舊車註
銷退稅計劃」，鼓勵車主換車以減輕
排放。
據了解，工商專業聯盟亦於昨晚舉

行會議，討論聯盟對財政預算案的建
議，尤其是「特別信貸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自由黨獻策財爺做「4件大事」
剛在區議會選舉中獲

得不俗成績的自由黨，
勢要在明年立法會直選捲土重來，並正重
整旗鼓加緊部署，有意派出「重量級人馬」
角逐港島區、新界東及新界西的議席。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昨日在與傳媒聚會時

透露，自由黨原本考慮派出第二梯隊接棒
參選，但考慮到選舉等同對選民的尊重及
承諾，希望他們先汲取多幾年經驗，現階
段黨內未有就「心水人選」展開初步討
論，而根據該黨進行的民調顯示，榮譽主
席田北俊、副主席周梁淑怡分別在新界
東、新界西有高支持度，但周太最終會否
重出江湖，則要視乎其家人是否支持。

明年3月始有清晰定案
自由黨在上屆地區直選中全軍覆沒，

盛傳有意派出田北俊、周梁淑怡及劉健
儀「擔大旗」，分別角逐港島、新界東及
新界西議席。劉健儀回應時指，自由黨
的確有意全力參與明年的立法會直選，
或不角逐「超級議席」，但現階段未就
「心水人選」展開初步討論，要待明年3
月才有清晰定案。被問及周梁淑怡是否
重返新界西時，劉健儀指，周梁淑怡家
人傾向希望她不要重返議會，但她當然
有權自己作出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自由三星」擬戰立會直選

百仁基金、香港菁英會、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青年委員會及香港潮州商會青年委員

會，昨晚聯合邀請CY就《內地和香港發展與
青年人的機遇》作主題演講。
CY昨日坦言，近年不少人對香港失去信

心，也少了憧憬，更擔心外圍金融巿場變化
可能對香港經濟帶來影響。他認同港人要居
安思危，但同時不能「守成守業」，要善於
「走位」，穩中求變，為香港長遠發展進行研
究、討論及鋪排。

完成任務飛回「港艦」作貢獻
CY強調，眼前的香港社會問題並非50多歲

的一代足以解決，香港未來發展，年輕人同樣
有份，鼓勵大家在面對香港發展空間有限的框
框時，應共同思考如何開拓新發展區、如何鞏
固提升產業發展等新出路。他又打比喻指，倘
香港是一艘航空母艦，香港青年人就是當中的
戰機，必須把握國家發展強勁勢頭，勇於飛出
去尋找機會，並在完成任務後，緊記香港是自
己的家，「飛回家」來為香港作出貢獻。

勉從政「廚房愈熱，愈需要我」
被問及香港政治人才愈趨老化及不足，CY

表示，現有的政府問責團隊人數不足，認為
年輕人可考慮在30歲至40歲之際，投身政府

管治班子鍛煉自己。他承認從政可能要犧牲
自由及私隱，「廚房是熱的，但應有心志，
廚房愈熱，愈需要我」，鼓勵年輕人「衝入
去」，一起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另外，就傳媒報道他15年前曾經以測量師

身份參與華懋集團如心廣場的興建項目時，
被法官質疑其誠信，梁振英指相關指控失
實，指判辭已清楚講明事件純屬涉及專業工
作。被問及會否擔心其誠信受質疑，梁振英
回應時強調，最重要是審視公平事實的全
部，尤其是法官的判詞，強調整份判詞並無
提及其誠信受質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CY戰機論勉港青：
出去尋機遇再回家 年輕人吸毒問題備受社會關注，但原來戒

毒過程同樣是解決吸毒的重要一環，可以避
免已戒毒的人重蹈「毒海」。4位曾吸毒的過來人，重投社會後
於一個社區中心任職活動工作員，向需要接受中心服務的戒毒
人士，分享由誤入歧途到改過自新的經歷。以「社福同心」名
單參加選委選舉的16位註冊社工，昨日就到社區中心，與4位
活動工作員，「夾Band」分享社工心路歷程，同時指出現在的
社福政策欠長遠規劃，期望為業界發聲，更說改過自新的青年
活動工作員 發他們要為業界爭長遠完善的社福政策。
置身於20多歲的年輕活動工作員中，花名「麥兜」的40歲活

動工作員顯得格外突出，他回顧沉淪「毒海」的20年，直言自
己14歲就開始吸毒，曾經試過戒毒又重蹈「毒海」，最後下定
決心戒毒，過程辛酸及幾經掙扎，幸好得到社工協助；又指到
當時接受不了入戒毒村要「剃光頭」，但社工一句要「陪佢剃
光頭」，陪他捱過了那段掙扎的日子，故重投社會後決定以自
己的經歷，改變別人的路。

批現時政策不利合約員工
其中3位活動工作員脫離「毒海」的過程，「社福同心」社

工陳曉暉都曾跟進過，陳曉暉於分享會上多次讚揚青年人戒毒
期間的毅力，同時了解到青年人的心路歷程而大有 發。不少
社工則認同現時政策令上述合約制的活動工作員，欠缺穩定的
工作條件，有礙他們與「同路人」分享，解決社會上不少的社
福問題。
身為「社福同心」領軍的邱浩波坦言，不認同外界一直指社

福界別的選委選舉是「建制派及民主派的對決」，強調團隊的
理念，是不斷向政府反映業界及社會訴求，希望訴求得到正
視，他又希望外界焦點是社工的「專業背景」，而非「政治背
景」。另外，被外界指稱曾經濫藥的卓冰峰，昨日澄清自己無
吸過毒，笑言自己參與協助年輕人的戒毒工作，與他們可說是
「融和」了的關係，但強調並非濫藥的過來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前行政會議召集人

梁振英在周日正式宣

布參選新一屆特首選舉後，首度亮

相交流會與青年人真情對話。CY重

申，香港屬於全港700萬市民，年輕

人同樣是這片土地的主人翁，應就

香港未來發展與上一輩跨代合作；

又認同現時特區問責團隊人數不

足，勉勵年輕人勇於犧牲，積極參

政議政，「廚房愈熱，愈需要我」。

社
福
同
心
北
斗
為
戒
毒
同
工
發
聲

學界長毛成名與「法輪功」媒體一唱一和 卓偉

真情對話

助渡難關 集中火力

分享經驗

■參加選委選舉
的「社福同心」
1 6 位 註 冊 社
工，與戒毒人士
夾Band。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攝

■梁振英出
席百仁基金
講座，強調
年輕人同樣
是這片土地
的主人翁，
應就香港未
來發展與上
一輩跨代合
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慶威 攝

■自由黨有意派出
「份量級人馬」，集中
火力角逐立法會直
選議席。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