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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班子開局不順更需政治盟友支持
梁班子開局面臨的嚴峻局勢出乎意料，繼梁宅僭建風波被上綱上線後，逼迫行政會議召集人
林煥光辭職以瓦解梁班子的風波剛平息，一把看不見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又落在發展局局長麥齊
光頭上，局勢如此兇險，正所謂「趁你病、 你命」
，有人趁機發起「倒梁」攻勢，製造謠言說
中央要在短期內更換特首。梁班子開局不順，預計前路也不易走，這個時候更需政治盟友的支
持。誠如《文匯報》正論呼籲：「為了愛國愛港事業的大局，為了港人的福祉，社會各界特別
是愛國愛港力量要堅定不移挺梁，不相信謠言，不動搖信念，精誠團結，顧全大局，和衷共
濟，全力支持梁振英領導新一屆政府開拓新局面。」
針對有人不斷發起「倒梁」的攻勢，《文匯報》發表
《堅定不移挺梁》的正論，表達了中央全力挺梁的訊
息。吳康民先生隨後也發表《
「換人」是利益集團新攻
勢》的鴻文，擲地有聲駁斥逼梁振英下台的陰謀詭計。
實際上，所謂中央要在短期內更換特首「後備方案」的
政治謠言，本質上是特首選舉期間「流選論」的後續，
其共同要害是否定中央對香港政制和特首人選的話事
權：「流選論」是要把符合愛國愛港、具有管治能力和
社會認受性的特首候選人梁振英拉下馬；「後備方案」
是要把由合法選舉產生，並由中央正式任命的特首梁振
英拉下馬。

開局不順既出乎意料也在意料之中
梁班子開局不順，既出乎意料，也在意料之中。如果
聯繫上特首選舉的整個過程看，梁班子開局不順，實際
上是梁振英參選時開局不順，乃至到特首選舉投票前有
人發起投白票攻勢的後續體現。事實上，從梁振英參選
到有人發起投白票製造流選攻勢，再到梁振英當選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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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子開局不順，都得到和必須得到政治盟友的支持。如
果沒有社會各界特別是愛國愛港力量的支持，靠梁振英
單打獨鬥，不會有本屆特首選舉的結果，也不可能化解
和克服新班子開局的嚴峻局勢，更不可能踏過未來的滿
途荊棘。
去年12月梁振英在政協界別出選選委，是最低票的當
選者。當時，梁振英不但在政協選委界別內成為得票最
低的選委，他能否取得150名選委提名更成疑問。但
是，就是在當時那麼艱難的情況下，在政治盟友的支持
下，梁振英仍然挺過來了。到了3．25特首選舉投票之
前，政壇有關特首選舉可能出現流選的說法沸沸揚揚，
反對派趁機煽動投白票。但佔多數的愛國愛港選委摒棄
成見，顧全大局，成為梁振英的政治盟友，他們堅持按
照愛國愛港、具有管治能力和社會認受性三個條件，選
出梁振英，挫敗了反對派鼓吹投白票、竭力製造流選的
圖謀。

政治盟友支持包括兩方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為阻撓特區政府架構重組決議案通過，在剛過去
的立法會會期內肆意拉布，令各項涉及落實重要民生、經濟措施的法例及決議案被拖
延到今屆立法會會期結束當日，即7月18日的午夜前方獲通過。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昨日在其最新網誌中以「再談香港速度」為題撰文，暗示因有議員拉布，令原預計於5
月2日可以通過、並於本月即開始實施的擴大法律援助涵蓋範圍的決議案，最快要到今
年12月7日才生效，延誤達5個月，「讓人反思這是否我們想見到的『香港速度』
」
。
對派在今屆立法會會期完結前策動的拉布

已通過了所有民生決議案，來「證明」他們的拉
布「未損害香港市民利益」。曾德成昨日在其網
上專欄《局長隨筆》撰文，介紹了在香港特區第
四屆立法會完結前的最後一天，終於趕及通過
的、關於擴大法律援助涵蓋範圍的決議。

惠民政策落實被拖延
他坦言，擴大法律援助涵蓋範圍的決議，可以
讓更多市民受惠，尤其是中產階層，更有助鞏固
法治和維護公義，大家都贊成，只有嫌不夠的。
「但是，就這樣明白的好事，要辦成也得耗費不
少時間。」
曾德成表示，有關政策已經充分的醞釀：前任
特首於2010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裡，提出
預留1億元，注資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以助
擴展涵蓋範圍，同年底，法律援助服務局完成對
有關問題的檢討，提交了建議。政府經過研究，
於2011年3月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會簡報

擴大法援的構想，議員就此討論和提出意見。

原5月審議 本月落實

■曾德成慨嘆議員拉布令擴大法援涵蓋範圍的決
議案延誤達5個月。
資料圖片

他續說，隨後大半年時間，民政事務局與法律
援助署因應議員和法律界等持份者就各項具體建 會申請注資1億元，並在立法會會期7月完結前就
議進行研究，擬定擴大法援的範圍，包括在普通 可以實現擴大法援範圍。
計劃下，納入因銷售證券衍生工具、貨幣期貨等
唯盡力爭取 12月生效
涉及詐騙的金錢申索；及在輔助計劃下，納入對
多種專業疏忽的申索、僱員就勞資訴訟的上訴申
不過，「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擴大法援的
索及就銷售一手住宅物業涉及的金錢申索等。當 議案一直要延至會期完結前的幾個小時才獲通
局並且與法律起草人員商議修訂條例。到2011年 過，令政府來不及在今屆會期內，向立法會提交
底，政府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會再通報了 修訂規例，加上立法會財委會已經停止工作，無
進展。
法討論向輔助法援基金注資，令當局要待新一屆
今年3月，民政事務局向立法會預告將提出議 立法會組成和開始工作，即到今年10月才可以提
案以擴大法援範圍，立法會則成立小組委員會審 交有關修訂規例；而要到11月初，方提請財務委
議，而在小組委員會完成審議後，民政事務局於 員會批准注資入輔助法援計劃基金，「我們會努
4月13日作出預告，並訂於5月2日根據《法律援 力爭取，使擴大法援最快於今年12月7日生效」
。
助條例》動議，交立法會全體會議議決擴大法援
曾德成最後嘆言，擴大法援範圍是利民措施，
覆蓋範圍。倘有關決議案於當日通過，政府就可 由2010年10月正式提出，也要超過2年才可落實。
以向立法會提交修訂規例，及向立法會財務委員 「這是我們想見到的香港速度嗎？」

牽頭推綠色建築 財爺盼與各界合作
曾俊華介紹說，「零碳天地」利用了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的
「起動九龍東」計劃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其 港第一個都市原生林的綠化帶以緩減「熱
，改善周圍的微氣候，具有「正氣
中的標誌性項目正陸續落成。財政司司長 島效應」
曾俊華昨日在其最新網誌撰文，介紹了區 候」效應；利用水池降低吹入建築物的自
內最近落成的「零碳天地」和園景區。他 然風的溫度；又如把太陽能光伏板置於向
表示，「零碳天地」的落成是香港綠色建 東南傾斜的屋頂上以爭取更多日照等。在
築運動的新里程碑，它向市民和業界發出 各種設計的配合下，「零碳天地」除了能
一個強而有力的信息，就是減少能源消耗 抵銷日常營運耗電所產生的二氧化碳，還
才可以創造優質生活環境，並強調特區政 能抵銷建築物料生產時產生的二氧化碳。
府會以身作則，帶頭推動綠色建築。「綠 「它生產的再生能源不但足夠自用，還有剩
色建築運動有賴業界和公眾支持，我期望 餘輸送到公共電網，所以是難得的『正能
各界繼續攜手合作，共建可持續發展的香 量』建築物。」
他又說，近年來，公眾從關注環境保護
港。」
開始，逐漸對減少能源消耗也關注起來
「零碳天地」展決心才能合作
了，對香港這個繁榮的大都會來說特別有
位於九龍灣常悅道「零碳天地」和園景 意義，而香港的耗電量中，建築物用電佔
區是全球少數有實際用途的綠色建築物， 了九成；全港溫室氣體排放量，也有六成
很多設計具有世界先進水平，放到國際上 源自建築物。「公眾越來越關注建築物的
也有示範作用，而該項目的施工難度頗 可持續性和質素，政府也致力推動可持續
高，但從開始構思到完成，項目只花了18 建築，特別是綠色建築。我們的政策，包
個月，「能夠在這麼短時間內完成，展現 括以立法來促進業界採取綠色措施，和提
了有關方面的決心、才能和合作。它向國 供誘因去鼓勵業界盡可能在建築期間引入
際和本地的建造業界展示香港尖端環保設 低碳原素，以低碳排放進行工程。我們亦
計及科技，包括多項首次在香港應用的環 積極在公共工程中引入綠色設計。所有新
保建築技術」
。
興建的政府建築物，若建築樓面面積超過1
萬平方米，都要最少取得綠色建築認證評
再生能源夠自用 剩餘供電網 估的第二高級別。」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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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三月當選特首，是形勢突變下的意外產物，而 務員37年，本來已退休，仍願意
非長期醞釀而成的結果，所以各方力量一時無法接受， 「走入去熱廚房」，值得百分百肯
才會導致他一上場便荊棘滿途，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定其服務巿民的精神。麥齊光亦對林
在此情況下，梁班子開局不順更需政治盟友支持，一方 鄭表示感激。這種人性的互動，令人感動，公務員和社
面，建制派黨團不要因立法會選舉臨近，便與梁振英政 會大眾也會看在眼裡，記在心裡。如果一個朋友、戰
府劃清界線，甚至倒戈相向，以鞭笞高官來博取選票； 友、同僚落難，甚至只是一時被抹黑或被陷害，就趕快
另一方面，支持過梁振英的所有政治盟友，也不能因選 「切割」，「好似唔識佢咁滯」，雖有權術計謀的「智
後受到冷待或者其他原因，而放鬆甚至放棄對梁振英及 慧」
，卻缺了人性的魅力。
新班子的鼎力支持。
正如前紐約市市長朱利亞尼所著《Leadership》(領袖)
梁班子開局不順需政治盟友支持，梁振英亦應善待 一書中的話：「一見情勢不妙就刻意和部屬劃清界線，
政治盟友，並且以真正政治領袖的人格魅力，使更多 或可暫且避避風頭，卻是目光短淺。到頭來，沒有人再
的人解除對他的疑慮和抗拒，讓更多的人信任、接納 願意替這種領袖效命。一流的人才不會過來投效，他知
和支持他。所謂政治領袖的人格魅力，是指政治領袖 道一旦捅出漏子，領袖就屁股一甩任其自生自滅；原本
在性格、氣質、能力、品德等方面具有的吸引人的力 在職的人也沒膽子做事，因為這位領袖比較重視外界的
量。在香港這樣民智開啟和信息高度發達的社會環境 想法，不在乎部屬的死活。」
下，政治領袖除了要學會如何面對民意和充滿期待的
政治領袖的人格魅力，與政治倫理密切相關。政治倫
社會大眾外，還要向人性回歸，懂得塑造自己的人格 理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治集團自覺遵守的共同約束，政治
魅力。
倫理決定社會道德倫理，一旦政治倫理喪失，政權管治
的道德基礎必然會隨之崩潰。政治家的政治潔癖，有時
政治領袖更需要人性的浸潤
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極端的政治自私，因為他唯恐任何
政治天生複雜、多變和兇險，因此政治家也相應地被 人「玷污」了他的「純潔」
，即使這任何人包括了他最
一些不太友好的詞語所包圍，意大利中世紀的政治學家 忠實的政治盟友。以政治潔癖去拒絕起用有能力、高能
馬基雅維利那本影響深遠的《君王論》
，用最赤裸的字 量的人才更說不過去。期望新一任特首努力建立愛國愛
眼向政治領袖教授各種明顯有違公德道義的權術計謀。 港政治倫理，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眾、以德領才的堅
但要看到，政治領袖固然需要權術計謀，卻更需要人性 實的愛國愛港政治倫理基礎，使更多的人解除對新班子
的浸潤。舉一個例子，對於發展局局長麥齊光20多年前 的疑慮和抗拒，凝聚更多更廣泛的政治盟友，化解新班
的租津風波，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不惜以「百分之百信 子開局的嚴峻兇險局勢，並且吸引和團結更多的人攜手
任」來維護這位下屬，並且態度鮮明地指麥齊光任職公 踏平未來的坎坷。

擴法援遲5個月
嘆拉布損港速度

反 戰備受批評，但他們就以在7月18日午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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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范椒芬(右)及張震遠(中)在新書發布會上表
示，希望藉此書保留競選時的感受，讓港人對梁
振英有全新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兆東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40名梁振英原競選辦
成員及支持者「梁粉」編了一本記述與梁振英零
距離接觸的書，並於昨日舉行新書發布暨簽名
會。梁振英原競選辦成員、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
芬及張震遠昨日表示，書中記錄了特首選舉期間
的點滴，表達他們的感受，讓港人對梁振英有更
全面的看法，更希望該書可成為2017年特首普選
的參考時。
該部名為《零距離接觸CY》於昨日香港書展期
間舉行了新書發布及簽名會。作者之一、羅范椒
芬在會上表示，希望藉 出版這部「回憶錄」，
記下競選期間的點滴，包括雙方競選的形勢如何
峰迴路轉、梁振英的民望當時曾因「江湖飯局」
而受影響，如過山車般大起大跌，是一次刻骨銘
心的經歷，更希望將選舉過程記下，以便香港在
2017年普選時作參考之用。
羅范椒芬坦言，世上沒有完美的人，然而梁振
英在競選期間一心為香港付出心力，看得出他是
位希望香港能有更好發展的人。

張震遠：絕無「隱惡揚善」
張震遠亦在會上分享指，自己在擔任競選辦主
席期間，親身體驗到梁振英的真誠，認為他是位
值得交的好友，又強調不論何時，梁振英的團體
都會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包括言論自由，故有
參與撰文的成員在書中都「盡訴心中情」，絕無
「隱惡揚善」
。
他又打趣地表示，得知書展內有作家出書，
稱不認識梁振英，故已建議主辦單位向對方贈
送《零距離接觸CY》，讓他了解梁振英的真本
性。
原競選辦副主任麥國華則提到外界指梁振英作
風「狠」
，坦言自己反而認為梁做事不夠「狠」
，
「若CY做的事為市民及香港好的話，我希望他可
以做得更『狠』
」
。

為
善
■曾俊華表示，「零碳天地」的落成是香港綠色建築運動的
新里程碑。
財爺網誌圖片

■位於九龍灣常悅道的「零碳天地」
。

財爺網誌圖片

最
樂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昨出席書展擔任講故事嘉賓，透過節錄
愛與心靈成長學習繪本故事《避雨》給在場小朋友聆聽，讓他們明
白行善助人的滿足感和喜悅並非任何物質或成功可以替代的。
許曉暉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