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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總理在回答香港記者關於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
的問題時，說「香港的特首選舉只要堅持公開、公正、
公平的原則，嚴格依照法律程序辦事，一定能選出一個
為多數港人所擁護的特首。」這是對港人的信任，也是
對選委行使權利和履行《基本法》義務的鼓勵和支持，
相信選委及廣大市民一定會大力支持和依法投入香港行
政長官的選舉。中央是一個領導集體，看來，中央領導
人對於香港的事務相當熟悉，已經有了一個明確的方
案，就是尊重港人堅決按照《基本法》和行政長官選舉
法的規定辦事。

按法律程序選出表現最好的候選人
法律程序允許經過提名程序之後，候選人要提出、宣

佈自己的政綱，互相進行比較和辯論，公開公平公正讓
社會各界議論、完善和補充。所以這個過程是非常重要
的，香港七百萬人民完全可以在公開的過程中，看到各
個候選人的表現和能力，看到了他們對於香港的深層次
問題，採取怎樣的解決方案。在這樣的基礎上，表現優
秀的候選人將會得到市民的支持和擁護，一千兩百名選
舉委員會的成員，受到香港選民的委託，將會投出神聖
的一票。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將提名的程序和投票的程序分
開，其實就是允許選舉委員會的成員，進行提名的時
候，物色到一定質量和一定合理數量的候選人，故提名
是記名的；到了投票階段，所有的選舉委員都是要進行
秘密投票的，讓他們在沒有外來壓力的情況下進行投
票，投票人可以轉換支持的對象，因為在提名的時候，
他們根本未有看到候選人的政綱和具體表現，經過了比
拚政綱的階段，投票人已經有了選擇的依據，可依比政
綱挑選表現最好的候選人。更重要的是，如果提名和將
來投票保持一致性，各候選人的選票就會很分散而低
票，結果沒有人可以得到六百零一張以上的過半數票，
行政長官就不可能產生。所以，依照法律的程序和精神
去進行投票是非常重要的。

流選遺害香港
目前香港正面臨 產業轉型升級、解決深層次問題、

改善民生的最關鍵時期，所以，我們一定要維護行政主
導的機制，以應付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和繁重的轉型任
務。但是，以何俊仁為代表的反對派，在這個關鍵時
刻，要製造分裂，要攻擊和改變《基本法》和選舉法例
所規定的行政長官選舉制度，要進行投白票，要讓選舉
流選。這將會造成香港今後五年的動盪和折騰，最後受
害的是全體七百萬香港人。

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熱愛香港和盡責的選委站出來
發表談話，呼籲其他選委不要投白票，不要「流選」。
鄧小平當年也說：相信香港人有能力治理好香港。回歸
的十五年，證明了鄧小平的遠見和歷史判斷。如果反對
派在這一屆行政長官選舉中，故意製造折騰動盪，企圖
製造撤退資金的空氣和形勢，他們一定會再一次碰壁。
中央領導人一定會採取各種必要的措施，支持香港的繁
榮穩定。

近日反對派及其喉舌不斷在社會上鼓吹
所謂「流選論」。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昨日
撰文指「我們要走出豬狼困局，還可做些
什麼？原來，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只
要在選舉中沒有候選人取得超過600票，選
舉便會流產。」《蘋果日報》昨日的社論
也如出一轍，提出「市民大可選擇投『白
票』，選擇不支持任何一位候選人。只有
這樣才能避免為這場荒謬的小圈子選舉塗
脂抹粉，才能避免增加畸形選舉的認受性
及公信力！」代表反對派參選特首的何俊
仁，也一再表示支持反對派選委投「白票」
的做法。這些都說明，鼓動流選，製造流

選，是反對派的共同策略。

「管治災難」危言聳聽
梁家傑指，如果任由特首選舉繼續將會

引發香港出現「管治災難」。這顯然是危
言聳聽之言。總體來說，兩位建制派候選
人都符合愛國愛港、具管治能力和社會認
受性的條件，是中央可以接受的人，選委
履行責任選出新一任特首，符合社會的整
體利益，何以會出現什麼「管治災難」？

《蘋果日報》將本港選舉制度與朝鮮、前
蘇聯等相比，更是別有用心，不過是反映
其希望效法當年西方國家對付前蘇聯的故

伎，藉 顛覆其制度最終達致「變天」的
野心而已。

反對派鼓吹「流選論」的理據，主要是
在選舉期間出現了不少黑材料，說明兩名
特首候選人都不是「理想人選」，不如投

「白票」令選舉從頭再來。無疑，在選舉
期間出現的種種黑材料及「扒糞」報道，
加上《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喉舌趁火打
劫，捏造假新聞假照片來混水摸魚，可能
令一些市民感到煩厭。然而，任何選舉都
是競爭，當中都不可能避免出現各種黑材
料，美國總統大選，各競爭團隊用作抹黑
對手的宣傳開支，往往較宣傳自身政綱的
為高。然而，有哪個地方因為出現黑材料
而將選舉夭折？隨 本港政制發展不斷深
化，在選舉期間出現各種黑材料是不足為
奇的。過去本港的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都
多次揭發候選人的醜聞，社會大可以平常
心看待，以各候選人的政綱、能力、民望
作出比較，選出一名最適合的人選。

反對派千方百計要促成「流選」，不但是
要令本港不能如期產生新一任特首，更是

要藉此否定現行的選舉制度以及政治制
度。假如其圖謀得逞，反對派之流就可以
上綱上線的指，正是由於現行的選舉及政
治制度存在缺陷，最終導致特首流產，甚
至引發本港的「管治危機」云云。反對派
並可以此為由，挑動市民去攻擊甚至推翻
現行的制度，以達到反對派「變天」的目
的。不要以為反對派只是痴人說夢，《蘋
果日報》特別提到了前蘇聯的經歷，當年
與美國並駕齊驅的超級大國何以會突然解
體，歷史學者分析，原因就是西方國家成
功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
通過抹黑蘇聯社會主義的制度，動搖人們
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最終達致顛覆國家的
目的。套用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
杜勒斯所言，就是「在國家管理中，我們
要製造混亂和無所適從」，「我們將以這種
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動搖和破壞列寧主義的
狂熱」，西方國家並且發動一班豢養多時的
學者去否定前蘇聯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結
果在人民對蘇聯制度失去信心之時，也是
西方國家成功解體蘇聯之日。

「流選」論暴露反對派「變天」野心
現在反對派槍口一致的全力污衊特首選

舉制度，不少反對派文人如吳志森、李怡
之流又走出來百犬吠日，原因並非是因為
各候選人都非「理想人選」，就算是找一個
白璧無瑕的人，相信他們都可以從雞蛋裡
挑出骨頭。反對派針對的是本港制度，要
否定《基本法》規定的特首選舉制度。

因此，現在的特首選舉，已不只關乎
候選人的個人榮辱，也不單是建制派陣
營的競爭，而是愛國愛港力量與反對派
的一次重大的較量。如果反對派圖謀得
逞，本港社會勢將陷入新一輪的動盪不
穩，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民意呼聲將淹
沒在政治漩渦之中，社會將陷入對抗撕
裂的環境，相信所有市民都不願看到這
個情況。確保順利產生新一任特首，是
所有愛國愛港選委的責任，也是廣大市
民的期望，在大是大非面前，選委應克
盡己職，在第一輪選舉成功選出特首，
粉碎反對派的「流選」圖謀。

反對派鼓吹「流選」的目的是要顛覆現行制度

還有不到兩周的時間，香港特區將舉行行政長
官的選舉。由於選舉帶有不確定的因素，香港有
些人希望國家領導人有明示的或暗示的表態。香
港有些媒體還有猜測，國家領導人在會見出席兩
會香港代表時的握手會不會有所表示。然而，習
近平在會見時只提出「兄弟同心，其利斷金。穩
中求進，和諧包容」的16字箴言。

這是中央對即將舉行的香港行政長官選舉的政
策性宣示，是對建制派兩位候選人的教誨，值得
行政長官候選人、選舉委員們以及香港媒體和政
界中人認真思量。

「兄弟同心，其利斷金」的解讀
「兄弟同心，其利斷金。」這是中國常用的古

語。原典出自《易．繫辭上傳》：「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易》是中國古代的經書，為六經
之首。中國的經書，有經有傳，傳是後人對經文
的解釋，闡發經文的內容。《易經》的傳共有十
篇，史稱「十翼」，傳為孔子所作。按在經中出
現的順序包括：《彖傳》上、下篇解釋卦辭；

《象傳》上、下篇，「大象」解釋卦象，「小象」
解釋爻象；《文言》專論乾、坤兩卦；《繫辭傳》
上、下篇總論經的指導思想；《說卦傳》總述八

卦的原理變化；《序卦傳》對64卦的排序作出說
明；《雜卦傳》說明各卦的相互關係。

習副主席將《易．繫辭上傳》的「兩人」改為
「兄弟」是有意思的。筆者自己琢磨，引伸出以
下意義：（一）這次行政長官的選舉共有三位候
選人，用「兩人」描述不合適。（二）這次選舉
採用絕對多數當選制，不論是第一輪，還是淘汰
後第二輪，或是經重新提名和選舉，才有人勝
出，當選的都是建制派，都發生要與敗選的建制
派候選人合作的問題，希望不論誰勝誰敗，建制
派候選人唐、梁兩人都要以兄弟相待，不能置

「一國兩制」的事業於不顧，反目成仇，勢同水
火。

從近幾個月行政長官的選舉活動來看，唐營和
梁營已經從原來兩人承諾的「君子之爭」變成

「豬狼之鬥」。雖然這與香港部分媒體的推波助
瀾、唯恐天下不亂有關，但也與兩營中人不懂得
克制分不開。因此，習副主席才又有「同心」的
期待。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兄弟雖有小忿，
不廢懿親。」懿親就是至親。不管唐、梁之間是
否有治港理念和具體施政措施的差異，或是有個
人是非和恩怨，他們都不能忘掉中央這一至親。
眾所周知，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
區是直轄中央的地方行政區域，行政長官要直接
向中央政府負責。如因為這次選舉，建制派被撕
裂為互相對立的兩個陣營，不管誰成為行政長
官，肯定都不能向中央政府負責，甚至不可能維
持香港的有效管治，成為「一國兩制」的罪人。

習副主席說「兄弟同心」，既是對唐、梁兩人
的勸喻，也是對唐、梁兩個競選班子的告誡。恰
如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
大會暨香港特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
所說：「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利益多元，訴
求多樣，但絕大多數香港民眾都堅持愛國愛港立
場，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儘管唐、梁兩營
所代表的社會各階層的利益並不完全相同，但在
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問題上應當是一致的，這
樣才能發揮「其利斷金」的作用，解決香港的政
治、經濟、社會、民生的各種結構性和非結構性
問題。

習副主席對未來施政的提點
《易經》是講究「變」的學問，目前世界格局

正在激劇的發展變化之中，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在
深入開展之中。既然任何事物都在發展和變化，
香港特區自不能例外。其他的問題是變好還是變
壞。《易．繫辭上傳》：「變化者，進退之象
也。」單說「求變」，不考慮進退，不顧及好
壞，不研判對客觀環境造成的是穩定還是不穩定
的影響，是不科學的。習副主席強調應當「穩中
求進」，可圈可點。既不是「穩中求變」，也不是

「不穩中求進」，更不是「不穩中求變」，這無疑
是對唐、梁未來施政在哲學上的提點。只有這
樣，才能符合《易經》中「唯變所適」，「易窮
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道理。

應當指出，《易．繫辭上傳》孔子所說的「二
人同心，其利斷金」是針對「同人」卦的第五爻
的爻辭「同人先號咷（哭）而後笑」而言的。

「同人」卦為離下乾上。此卦有當位、中和之
象。在《易經》中，一、三、五奇數爻位是陽
位，二、四、六偶數爻位是陰位。如陽爻居陽
位，陰爻居陰位，就叫當位，特別是二、五兩爻
的當位極為重要。如二、五爻陰陽得位稱為

「中」，二、五爻陰陽相（對）應，稱為「和」。
陰陽爻既當位，又相應，就是「中和」。「中和」
就是吉利圓滿的象徵。以「同人」卦的第二、五
爻來看確是如此，該卦第二爻是陰爻居陰位，第
五爻是陽爻居陽位，又彼此相應，故有「中和」
之象。由此言之，建制派兩位候選人是有可能

「兄弟同心，其利斷金」的，有可能實現「穩中
求進，和諧包容」的要求。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
彖、繫、象、說卦、文言。」《論語．述而》：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凡
此說明，孔子是深入研究過《易經》的，他在

《繫辭上傳》對「同人」卦致「中和之象」的評
述也是意味深長的。

這樣說，並不意味 習副主席的16字箴言就能
一蹴而就，自然而成。孔子雖然「知天命」（《為
政》），但他卻「敬鬼神而遠之」（《雍也》），「子
不語怪力亂神」（《述而》）。他是主張「盡人事」
的，甚至「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憲問》）。儘管
過去數月，建制派候選人之間有激烈競爭，但在
中央的勸喻下以及香港社會各界的共同關注下，
上述16字箴言是有可能實現的。俗語說「卜以決
疑」，既然對此沒有疑慮，就不必占卜了。我們
且拭目以待。

穩中求進 和諧包容

卓　偉

宋小莊 法學博士

﹁
一
定
能
夠
選
出
特
首
﹂關
係
港
人
福
祉

徐

庶

鼓動流選，製造流選，是反對派的共同策略，其目的，就是要否定基本

法規定的特首選舉制度及政治制度，要在香港實現「變天」的野心。特首

選舉已不只關乎候選人的個人榮辱，也不單是建制派陣營的競爭，而是愛

國愛港力量與反對派的一次重大的較量。確保順利產生新一任特首，是所

有愛國愛港選委的責任，也是廣大市民的期望，在大是大非面前，選委應

克盡己職，在第一輪選舉成功選出特首，粉碎反對派的「流選」圖謀。

習副主席說「兄弟同

心」，可以理解為既是

對唐、梁兩人的勸喻，也是對唐、梁兩個

競選班子的告誡。恰如國家主席胡錦濤

《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大會暨香港特

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所說：

「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利益多元，訴求

多樣，但絕大多數香港民眾都堅持愛國愛

港立場，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儘管

唐、梁兩營所代表的社會各階層的利益並

不完全相同，但在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

問題上應當是一致的，這樣才能發揮「其

利斷金」的作用，解決香港的政治、經

濟、社會、民生的各種結構性和非結構性

問題。

唐：落實15年免費教育 建立更多私立大學
唐英年認為教育不單決定一個城市人口的質素、文化

面貌、社會競爭力，還是解決跨代貧窮之本。他承諾會
落實增加教育開支至佔本地生產總值超過4%，並且落實
15年免費教育。優化學券制，以更彈性的方法資助幼兒
教育，循序漸進推行幼兒教育全日制。他並提出推行中
學小班先導計劃(25至30人)。

為擴大學生的升學渠道，唐英年鼓勵開辦更多具質素
的私立大學、金融及其他專科學院、國際學校，加快教
學用土地招標程序，發展香港為亞洲教育樞紐。增加中

學畢業生升學途徑，提升適齡青年入讀大學的比例，目
標由目前佔適齡青年的18%，增至5年後的25%。他並提
到在財政及人力資源容許下，增加學校行政支援，減輕
老師行政工作，讓他們專心教學。此外，設法減輕家長
在教科書上的開支。增撥資源予香港資優教育學院，為
資優生提供培訓和先導課程。增加「持續進修基金」資
助額及放寬規定，鼓勵專業人士和年青人終身學習。

唐英年並提出研究兒童發展基金長遠發展模式，推動
政府、私人機構、家庭合作，促進基層及弱勢社群兒童
的個人發展。擴大網上尋覓邊青計劃，增撥資源把現行3
個試驗計劃常規化，培育青年建立自信、正面人生觀。

協助青年就業，成立首次工作體驗計劃，推動企業參
與。鼓勵青年投身文化創意及創新科技等行業，包括成
立首次創業貸款基金，為年青創業者提供財政及技術支
援。

梁：推免費幼兒教育 拓學生升學渠道
梁振英的教育政綱理念，認為優秀的校長教師是教育

質素的關鍵，社會要尊重教師，要發揚教育界的專業精
神。在幼兒教育方面，梁振英提出推行免費幼兒教育。
在教育統籌委員會屬下成立工作小組與幼兒教育界的持
份者，包括辦學團體、校長、教師和家長，共同研究具
體實施辦法，考慮直接資助非牟利幼兒園和幼稚園的教
師薪酬。增加對全日制幼兒園和幼稚園的資助，逐步增
加全日幼兒教育的學額，優先協助缺乏支援的全職和弱
勢家庭。同時，建議教育局與幼兒教育界成立常設的諮
議平台，制訂優質幼兒教育的發展計劃。

中小學教育上，梁振英提出從兩方面減輕教師和學生
的負荷：檢討高中新課程的內容和校本評核的安排，適
量增加中學的行政支援/ 教師編制，讓教師有更多空間
照顧學生和參與個人專業發展。同時，為紓緩部分學校
在短期內收生不足的壓力，容許學校更大彈性決定初中

班級人數(30-35人)。而因種種原因，收生仍有困難的學校
可以利用小班(25人或以下) ，專心教導需要特別照顧的
學生。支援學校協助中學生對個人前途作初步規劃，也
要加強對國家和香港的認識。

梁振英更提到為高中畢業生開拓更廣闊的升學渠道，
包括資助學生往內地院校升學，增加資助專上學額(包括
學位和專業文憑課程)和私立大學學額。為大學生提供更
多工作實習和往內地/海外交流的機會。增加大學生宿
位，支援大學四年制和國際化的發展。同時，他提出調
低大專生資助計劃的「風險利率」，研究讓畢業生有更靈
活的還款期。研究成立優質的私立大學，發揮香港作為
區域教育樞紐的角色，吸引國內外人才。

輿論：投資未來正確 改革力度不足
唐梁兩人的教育政綱，都不約而同的提到要加大對教

育的投入，並視教育是投資而非開支。在政綱上都回應
了社會對於投資教育的要求，例如加大資助幼兒教育，
增加專上學額等，都得到社會輿論的肯定。但教育界人
士卻指出唐梁在教改上的力度仍不足夠，並且全面推動
國民教育課程。同時，在小班教學等問題也被指進度較
緩遲，期望兩人能進一步回應教育界的訴求。

教育開支一直佔特區政府開支一個相當重的比例，而教育政策關係全

港學子，也深受社會各界的關注。目前本港提供12年的免費教育，而幼

兒教育則由私營和非牟利機構提供，特區政府並以學券形式為家長提供資

助。在專上教育方面，特區政府亦於2012年開始將大學學位課程轉為4

年制。社會都認為教育並非開支而是投資，針對近年本港教育體系的

種種問題及不足，市民都期望新任特首能夠在教育政策上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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