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劉夢熊在文匯報專欄發表《成名是科大副教

授還是極端職業政客》一文，指出本港部分學者「政

客化」的問題，文章強調：「成名如果對當政客最有

興趣，他可以辭去科大教職，去加入反對派政團，或

者加入『法輪功』成為李洪志的信徒，沒有必要打

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的名義在政壇招搖撞騙、煽風點

火、蠱惑人心。」

「只許成名放火，不許他人點燈」
劉夢熊的文章，惹來成名的同門拔刀相向，香港中

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發表文章，指

責劉夢熊「以言入罪」，「大搞政治迫害」、「其餘的

香港人也都不能獨善其身」。與此同時，香港科技大學

學生會幹事會發表捍衛成名教授學術自由的聲明：

「日前有報章評論指本校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以教

授名義過問政治和社會敏感議題。報章更批評成教授

是極端職業政客，褻瀆師德，誤人子弟。本會對此深

感憤怒及表示強烈譴責，並要求撰文者作出道歉。」

乍看之下，是劉夢熊侵犯了言論自由，得罪了這群

高高在上的「知識分子」，故激起惱恨，群起而攻之，

其實，這剛好說出香港社會的畸形狀態，那就是「只

許成名放火，不許他人點燈」。

所謂學術不過是掩飾反共本質的外衣

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的方針，香港知識界的極端分子利用這道護身符，

對自己的同胞肆意冷嘲熱諷，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制度無情的攻擊，似乎惟有在中國及香港實行「茉

莉花革命」，13億人才有生路。其狂妄自大、井底之蛙

的心態一覽無遺，已到了幾近瘋狂的地步。

劉夢熊空有一番政治熱情，但對成名之流仍未看得

透，所以才耐心的和他們講理，說什麼著名的「三A

原則」：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學術自治

（ Academic Autonomy） 和 學 術 中 立 （ Academic

Neutrality）。希望他們本 學術研究的良心，在敏感問

題上保持中立的態度和立場。

其實，香港的有些政治學者，本來就沒有什麼中立

可言，因為他們皓首窮經，所學的正是西方強國用以

絕殺中國的伎倆。就像《趙氏孤兒》一劇中的屠岸

賈，將狗食藏在以他的政敵趙盾等人作模型的草人身

上，訓練惡犬予以攻擊，這些惡犬已習慣了見到指定

的敵人便咬，根本已成為一種條件反射，屠岸賈稱之

為能辨忠奸的神犬，利用它們消滅自己的政敵。同樣

道理，成名之流從小就接受西方教育，被訓練作攻擊

社會主義中國的武器，他們只要看到一點紅色的影

子，就會不顧一切地撲上去瘋狂亂咬，所謂學術，不

過是掩飾其反共本質的外衣，所謂學者，也不過是屠

岸賈所訓練出來的「神犬」而已。

成名並不了解中國
成名為臭名昭著的「法輪功」辯護說：「中國一路

都是強調維穩的，在這個維穩的過程，基本上有很多

不同的聲音中央政府都不能夠容忍的、打壓下去的，

其中包括宗教活動，包括『法輪功』，而且對『法輪功』

的打壓我都在外面聽到很多新聞是非常之嚴厲的，反

而引起國內很多的人民，他本身之前是對這個執政黨

完全沒反感的，變成一個很大的反感。」

事實上，成名並不了解中國，因為，令中國人民反

感的不是執政黨而是「法輪功」。舉一個例子，「法輪

功」雖然在中國不合法，但在香港及國外卻可以自由

活動，在外國資金的支持下，他們可以擁有自己的電

視台及報紙，在香港也經常可以見到「法輪功」的宣

傳，已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但是我們也可以看

到，「法輪功」這些花費不菲的宣傳毫無作用，宣傳

攤位冷冷清清，而「法輪功」的電台及報章也乏人捧

場，通街派「法輪功」宣傳單張的人更被視為厭惡性

的動物，路人避之惟恐不及，這都是有目共睹，擺在

眼前的事實。

說句老實話，「法輪功」初被定性為非法組織

時，尚有一些人對他們抱有同情的態度，但現在

「法輪功」越來越令人討厭，為什麼呢？原因有三：

一，「法輪功」違背科學，具有邪教的特質；二，

「法輪功」已趨向政治化，並且投靠及收取國際反華

勢力的資金來攻擊自己的國家；三，「法輪功」不

說實話，造謠生事，否定中國的進步，惡毒攻擊現

執政黨。

觀點可以不同 但必須實事求是
政治觀點不相同沒有所謂，但必須實事求是，若為

了討好外國主子歪曲事實，譁眾取寵，無論他們說得

如何動聽，也是無法令人認同的。所以，儘管每個人

對共產黨的看法不一樣，但對「法

輪功」的所為，基本上都反感。成名

如果認為在下所言有所偏差，他不妨自己走上街頭為

「法輪功」喊冤，看看路人的反應如何。

令人遺憾的是，由於有些香港人過於迷信西方民主

政制，便以為屠岸賈豢養的惡犬是能辨忠奸的神犬。

最近，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幹事會發表捍衛成名教授

的學術自由的聲明，文章還說「本會認為大學是一個

孕育學術思想，是一個不同理念均可自由存在的地

方。建制思想也好，民主思想也好，均需要得到尊

重，這是學術自由的基礎。評論以成教授的政治思想

質疑其學者資格實是對學術自由的打壓」。

成名如何自圓其說
不過我們可以發現，這篇文章實在有很多自相矛盾

的地方，因為在香港的某些所謂政治學者中，完全是

一面倒的傾向西方民主政制，所謂學術研究，不過是

挖空心思去找中國的缺點，以充實他們的反共理論而

已，這又何來尊重建制思想呢？成名在演講中提出很

多不民主的缺點，似乎只要有了民主選舉，整個世界

就會變得很美好，可惜，他卻完全說不出有什麼方法

可以在西方民主政制的基礎上，解決13億人的生活問

題，更無法保證中國實行西方民主政制之後仍可保有

目前的社會穩定和競爭力。

老實說，類似成名的老生常談人人都會，在下雖然

沒上過大學，也可以毫不費力地將不民主的害處說得

一清二楚，甚至比他說得更具體，但是，在成名眼

中，十惡不赦的中國政制，事實上卻創造了震驚世界

的經濟奇跡，令13億人民的生活得到大大的改善，成

名又有何說法呢？與其花納稅人的錢去研究那些人人

都知道的不民主的害處，倒不如反過來研究一下有中

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好處，這才算得上對社會有

真正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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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之流，是在其錯誤路線中迷失了自己，作出了不少與事實相反的結論，說他們「褻

瀆師德，誤人子弟」一點也沒有錯。當今正值西方國家圍堵中國，意圖將中華民族的復興

扼殺於搖籃中，作為知識分子，有責任挺身而出，引導年輕一代飲水思源，精忠報國。可

惜，成名之流用納稅人的血汗錢去研究學術，所得出的竟是煽動年輕人數典忘宗，背離祖

國的言行。這等奸狡小人，無良秀才，枉稱青年導師，錯佩學者之冠，既為西方說客，卻

厚顏於華夏土地上苟圖衣食，日後在九泉之下，將如何面對自己的列祖列宗？

成名—西方訓練出來的「惡犬」

■責任編輯：袁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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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起查一屋多姓選民

當局無傾向性態度
譚志源昨晨在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表示，立法會

議席出缺安排的公眾諮詢工作於9月底完成時，當
局共接獲約3.1萬份書面意見。初步分析，約7成意
見認同政府應該修改法例或採取措施，防止再發
生「辭職再參選」的濫用情況，但沒有明顯傾向
採用哪一個方案，而在當局提出的4個方案中，以
方案一相對獲得較多支持，即除了自願辭職議員
在某個時限內不可以參選，其他情況下的議席出
缺仍會進行補選。
他續說，在諮詢法律意見後，當局初步認為把

自動辭職議員再參選的限制期定於數個月，而非
原建議的同屆任期，法律基礎較穩固，又提到有
部分黨派議員建議以6個月為限：「我們要確保任
何的措施都是可以抵禦法律的挑戰，特別是司法
覆核方面，所以在法理上，最重要是有合理的政
策目標，而推出的措施亦必須要合理和合乎比

例，即是適度的安排。」

譚志源任內交立會
譚志源並重申，政府現階段並無傾向，但「一

人做事一人當」，故期望可於明年6月底自己任期結
束前提出建議，倘牽涉任何修例，也會爭取在任
期內在立法會完成工作。
曾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聲

言，不接受任何「剝奪及限制市民」參與立法會
補選及投票權利的建議。「人民力量」議員黃毓民

亦反對政府提出「任何方案」，又揚言在議案審議
時，會提出過千條修訂跟政府打「拉布戰」，令當
局無法在今年最後一個會期內通過。
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亦與兩黨「同一口徑」，聲

言當局以任何形式「剝奪市民投票權以及參選權」
的建議都不可接受，並稱自己會待政府提出詳細
建議，了解建議是否有足夠的法律基礎，又稱議
席出缺安排並無迫切性要處理，當局倒不如聚焦

處理「種票」問題。

民建聯支持設期限
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表示，他們傾向支持方案

一，即限制辭職議員參加同屆任期內任何補選，
並強調是次諮詢結果，已清楚反映民意希望防止
濫用補選制度，並支持禁止辭職議員再參選。
他續說，有關條例草案已討論多時，目前只欠

限制再參加補選的時限，相信倘當局重新啟動審
議程序，很快便可以完成有關工作，並批評倘有
政黨打算再使用拉布戰術，是違反民意之舉，會
被視為玩弄議事程序，最終將得不償失。

葉太憂無力堵漏洞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願意考慮有關方案，

但認為未必能夠有效堵塞「辭職再選」的漏洞，
也可能會受到法律的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針對反對派所謂「變相公投」而提出的

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諮詢報告，終可望於

月內完成，特區政府並將於明年6月底現屆政府任期內提出建

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示，當局在諮詢法律意見

後，認為限制自動辭職議員再參選的期限，定為有關議員任期

內6個月以下，法理基礎會較為穩固。立法會多個政黨歡迎建

議，但反對派就繼續批評方案剝奪「被選權」，不能接受。

反對派激進政黨民望不
斷下滑。香港研究協會最

新民意調查發現，在全港15個政黨及政團
中，以「人民力量」的支持度跌幅最大，
較前暴跌0.29分至2分，評分跌至調查以來
新低，排在15個政黨或政團中的倒數第
二，而其「難兄難弟」社民連亦下跌0.02
分至2.04分，排倒數第三。因港珠澳大橋
環評案及外傭居港權案中備受批評的公民
黨，則似乎因多名「重量級人物」在區選
中落敗而讓市民「消消氣」，得分輕微上
升了0.1分，排第十位。

「人力」暴跌 社記緊隨
香港研究協會於12月6日至12日訪問了

1,106名18歲或以上市民，以1分為非常不
支持，5分為非常支持，為香港15個政黨或
政團評分。結果發現，在15個被評分的香
港主要政團中，有9個的支持度較今年10月
上升，其中以自由黨的支持度升幅最高，
上升0.13分至2.59分，與民主黨同分，排第
八；街工則上升了0.11分，以2.97分排第
一；公民黨的評分雖見上升，但總分只得
2.39分，排第十。
同時，工聯會及新民黨最新得分均上升

了0.06分，前者以2.73分排第四，後者以
2.68分排第五，民建聯則增0.05分，以2.60
分排第六。

「公民起動」率先跌破2分
是次調查有6個政黨或政團評分下跌，

包括「人民力量」及社民連，「公民起動」
亦大幅下滑0.15分至1.96分，排名下跌一級
至榜末，是自同類調查進行以來首次有政
團評分跌破2分水平。
協會負責人分析指，總結今年全年調查

結果，絕大部分政團全年支持度評分均不
足3分，低於一般水平，反映各政團的工
作表現仍未能符合市民的期望，情況令人
憂慮，期望各政團深入檢討過往工作表
現，在新的一年積極改善地區服務工作，
開拓更多與市民溝通的渠道，提高服務質
素，提升議政水平，爭取更多市民的信任
和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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諱疾忌醫

「種票」疑雲仍未
消解，特區政府決定

「出招」，由明年1月1日開始，全面查核
1屋超過4個姓氏的選民登記個案，及抽
樣調查全體登記資料的3%至5%。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在

立法會回覆議員提問時表示，選舉登記
主任過去每年都會與房屋署、房協、民
政事務總署及與智能身份證申請人的住
址，就已登記選民的地址進行互相核
對，而自2006年至2007年開始，已抽查
共2,250宗涉及有7名或以上選民用同一
地址登記的個案，涉及2萬多名選民，
大部分個案與安老院舍有關。
他承認核對時可能出現時間滯後，故

當局正諮詢政府統計處的專業意見，爭
取在明年1月1日開始逐步查核選民登記
資料，並強調政府高度重視問題，公務
員事務局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已同意，

在有需要時全力配合增加人手資源。

50「種票案」 1/3查明清白
就近期的「種票」個案，譚志源昨晨

在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指，截至上周
五，當局共接獲約50宗有關涉嫌在區議
會選舉中「種票」的投訴，連同傳媒報
道及選舉事務處接獲的舉報，涉及3,000
名選民，其中1/3證實無問題，1/3尚在
調查中，其餘1/3的選民分別提供住址
證明表示已更改地址或未有回覆。
他續說，當局至今共發出900多封書

面查訊，要求確認住址或提供住址證
明，倘有合理懷疑個案，選舉事務處會
轉介警方或廉署。而截至本月上旬，警
方及廉署共接獲65宗舉報，拘捕31人。
除相關已公布個案外，選舉事務處亦有
轉介其他個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杜絕種票

■ 譚 志 源 表
示，當局將於
月內完成有關
的諮詢報告，
並強調有7成市
民贊成當局堵
塞「辭職再選」
的漏洞。

香港文匯報
記者莫雪芝攝

針對「種票」疑雲，特
區政府建議新登記或更新

住址的選民須提供住址證明，以至硬性規定
「搬屋必須改地址」，有市民擔心誤墮法網及
罰則過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
示，當局會就此聽取立法會議員的意見，以
及公開諮詢公眾，不排除會在參考立法會及
公眾意見後調整安排，並期望可於今個立法
年度完成有關的立法工作。
譚志源昨晨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過往

的選民登記制度，以便利選民行使投票權為
主要考慮，但為了確保選舉公正性和公信
力，當局會就落實多項新建議與有關部門或
機構商討，包括和私隱專員溝通，確保在要
求選民提供住址證明時，符合相關私隱條例
的要求，及與律政司研究有關選民倘搬屋未
更新住址的罰款的具體金額等。
就市民擔心不更新住址就會被罰款的做法

過嚴，譚志源承認，港人搬家是普遍現象，
當局每年平均收到逾20萬個因搬家而更新資
料的個案，故當局正從教育宣傳、要求提供
住址證明，及加強法例上罰則等層面提出建
議，但不排除在參考立法會下周會議的建議
作出調整，並承諾會就方案充分諮詢公眾，
期望最快於本立法年度內完成立法。

劉江華憂立例更新住址擾民
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認為，很多香港市民

都租屋住，在租金昂貴情況下每隔2年便搬
屋一次並非罕見，如果只因為忘記更新住址
就屬違例而被罰款，可能會擾民。同時，香
港市民的生活模式近年有所轉變，如不少港
人已搬到深圳居住，但就每天過關返港上
班，這些市民或會因此而被剝削投票權，故
認為當局立法不應「急就章」，必須舉行諮
詢會，聽取市民的意見再作決定。

劉江華又建議，在立法前，當局可先完善
部門間的聯繫，自動更新選民住址。

黃國健倡調查可疑個案入手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批評，當局的建議措施

太嚴苛，建議當局應透過檢視選民名冊，找
出不合理的個案進行調查，而非提出一些嚴
苛的建議來阻礙市民登記成為選民。

葉太指阻年輕人登記做選民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認為，香港很多年

輕人都很難找到住址證明，或會阻礙他們登
記成為選民，影響新生政黨開拓票源的機
會。
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昨日在與譚志源及選

舉事務處代表會面後則指，歡迎當局加強監
管選民登記制度，又希望當局趕及在明年9
月立法會選舉前堵塞漏洞，並建議當局在公
布臨時選民登記冊前，應向全港登記選民郵
寄核實通知書，以確保資料正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優化選民登記 將據民意調整
未有共識

一片劣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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