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甦棣12月6日與香港傳媒茶敘時，辯稱他與香港的

政黨及政團接觸，只是「履行職責」云云。楊甦棣的

詭辯欲蓋彌彰，他一方面否認干預香港事務，同時對

區議會選舉「種票」事件和行政長官選舉等發表評

論。「維基解密」披露的美駐港總領館電文也表明，

楊甦棣有關其未干預香港事務的辯解是站不住腳的。

楊甦棣干預香港選舉事務的本質
楊甦棣與傳媒茶 時聲稱，高興廉政公署已就區議

會選舉的「種票」情況，採取法律行動，期望能夠盡

快調查真相，並重申深信港府會維護香港的民主，確

保「一國兩制」得以持續云云。楊甦棣更表示會「了

解」及「跟進」下屆特首參選人提及的理念，甚至

「關注」參選人如何準備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步

驟云云。

香港選舉的本質，是爭奪管治權的問題，爭奪的雙

方是愛國愛港陣營和美國等西方勢力的政治代理人。

「維基解密」揭露美國介入香港選舉事務之「無孔不

入」，關注反對派動向之「細緻入微」，包括「五區公

投」令反對派分裂，反對派政黨的選舉策略和部署，

民主黨調查所謂的「中共滲透」，反對派向美領事館

「早請示、晚匯報、表忠心、為前驅」之積極主動，以

及這次楊甦棣赤膊上陣跳出前台干預香港選舉事務，

進一步說明是美國在操縱和指揮反對派政黨的選舉策

略和部署。

楊甦棣在「種票」問題上與香港反對派政黨同一口

徑，反映反對派在區選後大肆炒作的所謂「種票論」

有「幕後黑手」。楊甦棣表面上表現出維護香港民主的

姿態，實際上透露了反對派在區選後大肆炒作的所謂

「種票論」，楊甦棣已赤裸裸地插手和指揮，其要害是

企圖為反對派在區選中的失利「翻盤」。楊甦棣干預行

政長官選舉，更暴露美國企圖對下屆特首參選人施壓

和「布控」的狼子野心。正如呂新華指出，外國總領

館對香港選舉中的任何問題發表議論都是不合適的，

也是我們堅決反對的。中國駐美國的外交官不會評論

明年美國的總統大選，更不會對某些候選人發表看法。

上任以來干預內地及香港事務劣跡斑斑
楊甦棣去年3月上任以來，干預內地及香港事務已經

劣跡斑斑，屢次引起香港社會廣泛抨擊和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公署嚴正反對。

楊甦棣今年5月20日在香港美國商會的演講中，對中

國人權狀況進行無理指責，又聲稱：「美國國會於

1992年通過《香港政策法》，該法例設立了法律框架，

使我們可繼續和擴大數十年來與香港市民及其官員建

立的廣泛、多層面關係，藉此承認及支持香港的自治

權。但這裡有一個伏筆，該法例允許我們僅在總統可

證實香港擁有充分自治權，以證明區別對待的合理性

⋯⋯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享有者時，方可給予與

香港自治權相當的特別待遇。」

在楊甦棣的暗示和策動下，所謂「紫荊花革命」和

「香港自治運動」隨後出籠。反對派對楊甦棣的暗示心

領神會，把預算案與「茉莉花革命」拉上關係，其司馬

昭之心路人皆知。茉莉花是突尼斯的國花，由突尼斯開

始迅速席捲整個阿拉伯世界的「中東波」被稱為「茉莉

花革命」。紫荊花是香港特區政府的區徽標誌，反對派

煽動「紫荊花革命」，就是要利用市民對預算案原方案

部分內容的不滿，將經濟民生問題泛政治化，煽動市民

反對和推翻特區政府，令香港重蹈中東、北非政局動盪

的覆轍。激進反對派政客按照楊甦棣的暗示，還搞了個

所謂「香港城邦自治運動」，「美國之音」如獲至寶，聲

稱香港人成立「香港自治運動」，捍衛香港的「自治權」

云云。有網民指出：「楊甦棣策動的『香港自治運動』，

是反華分裂組織，在七一遊行中揮動港英的賊旗，瘋狂

挑釁中國主權，傷害港人的民族感情。」

楊甦棣在演講中還聲稱，美國對中國的西藏和新疆

政策的長期趨勢深感擔憂云云。而事實卻是，美國在

插手西藏和新疆問題上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美國

支持新疆民族分裂勢力和達賴集團的分裂活動，加緊

推進「新疆問題」、「西藏問題」國際化。是美國對西

藏和新疆政策的長期趨勢令中國深受威脅和深感擔

憂，而楊甦棣卻倒打一耙，顛倒黑白。

楊甦棣應避免成為「不受歡迎的人」

美國把台灣問題、西藏問題、

新疆問題和香港問題，作為遏制、分

裂和干涉中國的四大突破口，而楊甦棣在其中扮演了

重要和惡劣的角色。楊甦棣來港之前，於2006年至

2009年擔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期間他支

持「台獨」，為陳水扁出謀劃策，使兩岸關係緊張。

楊甦棣支持陳水扁和「台獨」，使他的公信力受到台

灣社會普遍質疑。楊甦棣在2003年至2005年期間擔任

美國駐吉爾吉斯共和國大使，在他的策動下，吉爾吉

斯發生「鬱金香革命」，楊甦棣因此受美國國務院頒

發獎狀，得到「顏色革命推手」的稱號。但是，香港

是中國的香港，不是楊甦棣搞「台獨」和「顏色革命」

的地方，不容許楊甦棣利用香港侵犯中國主權，干涉

中國內政與香港事務，不容許楊甦棣破壞「一國兩

制」。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和各國雙邊領事條約均規

定，領館成員有不干涉接受國內政的義務。這意味

，外交人員作為一個國家的代表，必須避免一切直

接或間接干涉駐在國內政的言論和行動，例如，不得

通過與反對派接觸，或組織反對派，向其提供援助或

積極聲援，介入和煽動騷亂，策劃顛覆和分裂接受國

政府。若違反「不干預駐在國內政」的原則，接受國

可隨時不具解釋通知派遣國，宣告使館館長或使館任

何外交職員為「不受歡迎人員」，要求派出國召回或由

接受國驅逐。美國駐港領館所有人員須遵守駐在國的

法律和國際法，對其外交錯誤懸崖勒馬，改弦易轍，

停止干預香港事務，不要成為「不受歡迎的人」。而香

港反對派也必須自律自重，起碼要記住自己是中國

人，不要墮落為「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切勿甘

當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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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近日對區議會選舉「種票」事件和行政長官選舉等事宜指手劃

腳、說三道四。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呂新華上周五與本港部分傳媒舉行茶敘時表示，

他已多次以非常嚴肅認真的態度，要求楊甦棣及其他美國駐港領事不要再評論香港內部事

務，希望美方「真正引起警覺並付諸行動」。自從在台灣搞「台獨」、在中亞搞「顏色革命」

的老手楊甦棣來港就任美國駐港總領事一職之後，美總領館干預香港政治事務的做法進一

步升級，與使領館和外交人員的地位與職能相違背。楊甦棣須對其嚴重外交錯誤懸崖勒

馬，改弦易轍，停止干預內地和香港事務，不要成為「不受歡迎的人」。

楊甦棣須對其嚴重外交錯誤懸崖勒馬 全國政協委員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責任編輯：黃楚基

爭「蛇齋餅 」贊助全憑勤力

民記育政治新星
畢業師兄展拳腳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一

直致力於培育香港政治人

才的民建聯，特地與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港專）

首度合辦「政治專才文憑課程」，為青年搭建

「認識社會、創造條件」的起步舞台。時光飛

逝，學員轉瞬畢業接近1年，當日來自五湖四海

的青年才俊，今日頓成歷練十足的「大師兄」，

精神抖擻神態自若分享課程點滴，強調過程並非

想像般的「茶樓例湯」預先準備好，卻滿是學習

機會，尤其是跟「星級陣容」的直接交流，更是

終身受用的「打底班」，並寄語未來的新學員要

抱有雄心壯志，邁出人生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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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參選特首造勢大會
今日舉行。據悉，出席的嘉

賓高達800人之多，包括了各界別的代表，本
身為選委者就佔近200人，而唐英年的競選班
底亦會全數曝光。據悉，大會主要由唐英年演
說、交代自己的治港理念，不會安排太多支持
者上台發言。

800人出席 來自多界別
據悉，今日的造勢大會預計約有800人出

席，包括來自工商、專業、演藝、青年、少數
族裔、傷殘人士，以至基層的各界別代表到
場，立法會議員則約有10人。其中，已表態出
席的知名人士，包括了前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
元，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前財政司司長梁錦
松，匯豐銀行行政總裁王冬勝，自由黨榮譽主

席田北俊，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飲食界立法會議員
張宇人及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等。
同日，唐英年競選辦班底亦會全體曝光，東亞銀行主席

李國寶為競選辦主席，庫務局前常任秘書何鑄明任秘書
長，立法會前秘書長馮載祥及華人置業副主席劉鳴煒則任
副秘書長。另外，有指創新科技署前署長陳育德會擔任唐
英年競選辦的第三名副秘書長。■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區議會選舉過後，反對派
因 多名「重量級人物」落

馬而不斷諉過於人，大肆抹黑建制派以「蛇
齋餅 」扎根地區，侮辱選民的選擇。「政
治專才文憑課程」首屆畢業學員，為親力親
為辛勤工作、穩扎地區根基的區議員來個
「大平反」，力證議員能夠提供「蛇齋餅 」，
全憑勤力多走一步，爭取贊助，方可讓基層
市民受惠。
各「政治專才文憑課程」首屆畢業學員暢

談課程點滴時，提及反對派的「蛇齋餅 」
抹黑論，坦言課程讓他們體會到民建聯「跨
階層」服務對象的確難做，並非「派 咁簡
單」。
陳廣錫為民建聯來個「大平反」，笑言有意

參加專才計劃的學員「唔好以為有得分，蛇
齋餅 都分唔到個」，直指民建聯能夠有贊
助，全憑多打一個電話、多走一間店舖。

為民爭取反被抹黑
為了爭取有限的資源，他們更願意 「落手

落腳」。舉例說，煤氣公司每年端午節，都會
向議員贊助製 的材料，要由議員及職員
「落手落腳去包」，但他們絕不會為了「怕麻
煩」，而將這贊助拒諸門外，因為最終受惠的
還是廣大基層市民，「從政的確是聰明人做
蠢事，順得哥情失嫂意，自己煲飯自己包
，不為名不為利，為民爭取卻受盡責罵」，

但他相信只要做「對的事」，最終都會得到大
家的認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陣容鼎盛

星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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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職工盟所把持的「工
黨」正式成立。在無競爭下成為創黨主席的職工盟立法會
議員李卓人揚言，他們要團結香港「99%」的市民，「抗
衡資本財團對香港政治、經濟壟斷」。但被問及連與職工
盟「志同道合」的街工亦拒絕加入，所謂「團結99%人」
是否只是空口說白話時，李卓人稱，工黨與街工之間「關
係良好」，還有「很多合作空間」，而他們仍然在游說街工
加入。
工黨於昨日舉行成立大會，並以「全民起動、天下為工」

作口號。李卓人在會上稱，工黨和社民連所走的都是「社
會民主路線」，「但就唔會打人」，而他們的政綱共3萬多
字，包括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支持立法制訂
標準工時，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並主張制訂競爭法、
開徵金融交易及資產增值稅、增加土地供應、遏止資產炒
賣，及廢除舊樓強拍條例等，爭取社會公義。

盟友唾棄 空言團結
他續說，未來100天，他們會向社會推廣他們的政綱，

去爭取社會上「99%」市民支持，打破「1%」的「特權
人士」的政治及經濟壟斷，向政府議價。
除李卓人任創黨主席外，前公民黨黨員張超雄及「公民

起動」立法會議員何秀蘭任副主席，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
國柱則任紀律委員會主席。而在工黨21名執委中，李卓人
的職工盟就佔了過半數的11人，令所謂「工黨」儼如李卓
人的「私黨」。

「工黨」淪「李卓人私黨」

辛勤惠民

首屆「政治專才文憑課程」的31名學員今年初
正式順利結業，其中10名學員更加盟民建聯，包
括被稱為「大師兄」的「海歸派」陳廣錫，以及
「80後」的曾興隆、李均強及李澄幸，離開教室後
先後擔當不同崗位，學以致用貢獻社會，有的初
試啼聲參選區議會選舉，有的加盟成為地區支部
支委，更有參與民建聯20周年會慶的統籌，他們
均異口同聲大讚課程涵蓋面廣，課堂儼如「社會
縮影」，讓學員無時無刻「實戰學習」。

難忘「嚴厲教官」馬時亨
從事金融業的李均強指，最難忘的課程莫過於

因遲到遭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請食
閉門羹」。當日，馬時亨與學員交流，大談金融業
及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前瞻，自己礙於工作關係遲
到15分鐘，最終被拒入場。他笑言自己即時好想
跟對方辯論，但最後就領悟出政治無分對錯，只
在乎觀點與角度的道理，及最重要懂得妥協的藝
術：「我明白他以導師角度，認為不守時是無法

擔當大事，但學員角度是打工仔無法控制下班時
間，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儼如跨階層矛盾的社
會縮影。」
商界出身的陳廣錫認為，眼中的馬時亨是「嚴

厲教官」，前教統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則是「鄰
家女孩」，但兩人均無高官架子，與「星級導師」
交流增強據理力爭的信心，完全符合當初報讀的
期望。
陳廣錫坦言：「大家對課程有不同期望，有人

想學習待人處事，有人想擴闊人際關係有助內地
生意，課程只是個開始。」

曾鈺成劉江華樹榜樣
李澄幸及曾興隆同樣對「政壇老薑」的民建聯

副主席劉江華，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讚不絕口，
更視為是「政壇偶像」。李澄幸形容，曾鈺成擁有
高知識水平，舉止談吐好有深度及說服力，個人
魅力更能擔當大角色，特別是有從政者的量度，
願意接納不同意見。曾興隆指，劉江華同樣是個

人的學習對象，讚揚他每次講話的內容有鋪排及
條理，兩人辯才一流。
展望未來，李均強及曾興隆有意在政壇大展拳

腳，其中在區議會選舉初試啼聲參選的曾興隆，
僅敗後對社區依然不離不棄，決定繼續扎根社區
服務街坊，而基層出身的李均強早前辭去金融業
的職業，投放更多時間在社會，出任南區支部支
委。李澄幸及陳廣錫則無意從政，但強調他們是
關心社會的中國人，未來會繼續在其他崗位貢獻
社會。

第二屆課程下月報名
民建聯第二屆政治專才文憑課程將於明年3月開

課，並於1月31日截止報名，講者包括行政會議成
員張炳良，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及學者陳健文、黃
洪、呂大樂等。身為「過來人」，4位「師兄」都
寄語新學員要抱有雄心壯志接受課程挑戰，賺取
人生寶貴一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政治專才
畢業學員
(左起)李均
強、陳廣
錫、曾興
隆、李澄
幸。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唐英年
今舉行造
勢大會。
資料圖片

■被視為職工
盟支部的工黨
昨 日 正 式 成
立。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鄭治祖 攝

第二屆政治專才文憑課程簡介
開課日期：2012年3月

入讀資格：認可大專學歷、中英文良好、須通過筆試及面試

（合資格者會個別獲得通知有關安排）

上課安排：2012年3月5日至26日、3月31日、4月16日至6月

4日、6月16日

地點：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費用：2,000元

截止報名日期：2012年1月31日（額滿即止）

講者：張炳良、陳健文、黃洪、呂大樂、譚耀宗、曾鈺成、

劉江華、程介南等

課程內容：民建聯建港心路、香港政治結構與管治、公民社

會的政治新生態、香港中產未來與青年出路、社

區政治工作、個人議政技巧、香港貧窮問題等

資料來源：民建聯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