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屆特區政府一上任已無蜜月期，開局亦欠佳，
僭建風波、對租事件、國民教育爭議升溫等火頭四
起，坊間更有評論指政府「風雨飄搖」。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兩個月的感受截
然不同：「完了第一個月，我同身邊的同事講，
嘩！我知咩叫度日如年，好似過 成年咁。但踏入
第二個月，又好似自己掌控返多 ⋯⋯」她並指與

特首梁振英合作愉快，又大讚CY勤力，凡事親力親為。

開局次月施政回正軌
兩個月共62天，特區政府似置身「風暴圈中」，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確實教人看得心驚。林太亦說：「第一
個月情緒波動好大，個局咁開，個人好怯，條路咁樣，
行唔行到落去 ？」好在踏進第二個月，形勢大有轉
變，問責班子開始掌握施政節奏：「每一日我們都開協
調會議，知道自己在做甚麼，要做甚麼，何時可以向市
民交待，甚至何時可以細緻地思考（政策）出台時，我
們應該如何向市民解說這個政策背後的理念。」
施政重回正軌，她期望，往後4年多都可以用這個步

伐，盡量透過充分內部醞釀、協調、討論政策，到出台
時亦可以向市民解說清楚措施的內涵、背後的理念，及
如何配合行政長官在競選綱領中作出的承諾，亦讓市民
看到方向。
談到與特首梁振英的合作，林太直言，CY以前作為行

會召集人，兩人有工作上的接觸，但私底下無甚交情，
但她有留意CY在競選期間付出了很大努力，亦表達了對
政府管治的看法，有些看法與她十分吻合，又形容兩人
正式一起工作後的兩個月來，「磨合是非常愉快的」：
「我們兩個都不是所謂強勢，兩個都鍾意做 ，但未至於
兩個爭做 ，他好放手俾我做政務司工作，亦無特別指
示我要點做，或幾時向佢匯報，只要我話有 你要知
喎，佢一定抽出緊密行程中的一些時間來聽一個短的匯
報。」
她大讚CY勤力：「有時周末開工作坊探討政策，行政

長官可以不來，但他坐足全程，投入聆聽及提問，適當
時就說出他在競選綱領中就有關問題的看法。」

指梁重視與公僕合作

林太並主動談及公務員與新政府班子的合作，強調CY
非常重視及珍惜公務員給他的支持：「無論是打完10號
風球，他很快安排在禮賓府去感謝參與的前線同事，以
至去訪問一些部門，為同事打氣，他都親力親為。」她
曾經一度擔心會有些報道說公務員與CY磨合不到，或公
務員不接受CY的風格：「但這些都沒有出現，我們正正
看到公務員是希望做到實事，配合有為政府，只要方向
清晰，局長有承擔，他們覺得有滿足感，不會怕辛苦，
反而會很投入。」更斷言在這大個環境下，16萬公務員
會在這屆政府發揮得更好。
林太又說，與新團隊合作很好，如黎棟國、高永文等

都是識於微時，雖與吳克儉較為陌生，但經國民教育一
役，兩人並肩作戰，並開玩笑說：「我俾所有男士包圍
住，感覺好有安全感。」但她似乎對陽盛陰衰還是略有
不滿，要求CY要努力在副局長上「增加多些陰性」。

與立會議員做足溝通
說到行政立法關係，她就指，每一位議員都是溝通對

象，會要求同事不可以親疏有別、厚此薄彼：「在溝通
方面，一定要做到足；但若到某些課題，壁壘分明，我
們是會鞏固支持政府看法的立法會力量，希望政府施政
得以順暢推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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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為了立法會選舉操作「抽水 票」，組成所謂

「反國教大聯盟」，不斷將國教科妖魔化為「洗腦科」，

煽動全港罷課罷教，並搞「良心約章」製造白色恐怖，

由「反國教」、「反洗腦」，變本加厲演變成「反愛

國」、「反赤化」和「去中國化」。

反對派的「反共反赤」演變為「窩裡鬥」
與此同時，反對派的「反共反赤」也迅速演變為反對

派政團之間的「窩裡鬥」，互相之間把「抹紅」當作

「撒手 」，其鬥激爭票「窩裡鬥」可謂拳拳到肉，刀刀

見血。當代政治強調沒有倫理學，就沒有善良的政治。

反對派鬥激爭票「窩裡鬥」，顯示的就是邪惡政治。

反對派的「窩裡鬥」，首先是民主黨宣佈該黨全線告

急，正式向一直狙擊他們的「人民力量」等激進反對派

反擊；其次是反對派互揭對方「收水染紅」，民主黨質

疑「人民力量」收受「親中人士」的捐款，應正名為

「人民幣力量」；「人民力量」反指民主黨會慶獲建制

派人士「買 」支持。

民主黨胃口極大，不僅認為該黨2010年政改一役和去

年區議會選舉吸納的中間溫和選民已經「袋袋平安」，

而且在今次立法會選舉中狂飆鬥激「反國教」、「反洗

腦」、「反赤化」，大舉入侵「人民力量」、社民連、公

民黨的基本盤。民主黨此舉，嚴重違反政治倫理，不僅

令支持民主黨溫和路線和改良方案的各方大失所望，使

支持民主黨的中間溫和選民不知所措，而且受到激進反

對派全力狙擊，「人民力量」就質疑民主黨是政界「岳

不群、偽君子」。

前年10月8日，適逢民主黨黨慶，筆者應邀買 出席

其籌款晚宴，其間出了10萬元標，買了唐英年捐出的一

支大瓶紅酒，乃是出於肯定民主黨在政改一役勇於溝通

和妥協，「人民力量」卻將這10萬元拿來扣「紅帽

子」，顯示反對派之間把「抹紅」當作「撒手 」，已經

殺紅了眼，已經「六親不認」。例如，民主黨同樣批評

「人民力量」接受「親共人士」捐款。

反對派齊齊滑落民進黨化泥沼
反對派在這次選舉中鬥激爭票「窩裡鬥」，在相互的

爆料式狙擊中，昔日盟友勢成水火、同室操戈、自相殘

殺、分崩離析，這顯示曾經被視為溫和反對派的民主黨

與激進反對派的公民黨、社民連、「人民力量」，都齊

齊滑落民進黨化的泥沼。試問這幫政棍上台，豈會與

「民主」沾邊？注定與法西斯無異！

2010年公民黨與社民連苟合搞「五區公投」，醜態百

出，丟人現眼，撕下了公民黨所謂「溫和理性專業」的

面具。公民黨上了社民連賊船，被輿論譏為「美女與野

獸的亂倫」，令公社兩黨在激進反對派政治光譜中合而

為一。

而民主黨從拒絕「五區公投」和支持政改，到現在競

相鬥激「反國教」、「反洗腦」、「反赤化」，也是對政

治倫理的踐踏。在選舉論壇上，民主黨候選人何俊仁就

被狠批雙重標準，指他在討論政改方案時就入中聯辦溝

通，但卻批評其他人與中聯辦溝通是「西環治港」。

反對派嚴重違反「四個有機結合」
反對派鬥激爭票「窩裡鬥」，與其在政治上的偏頗激

進和抗中亂港，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在「一國兩制」格

局中，「一國」是前提，這是最高的政治倫理。胡錦濤

主席今年7月1日在香港發表重要講話，要求把堅持「一

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

區高度自治權、維護國家整體利益和保障香港社會各界

利益、支持香港積極開展對外交往和反對外部勢力干預

香港事務等有機結合起來。這「四個有機結合」，讓港

人更加清晰地認識到，回歸後香港與國家是休戚與共的

命運共同體，只有「一國」與「兩制」的權力和利益都

得到尊重和照顧，「一國兩制」的優越性才能充分發揮

出來，港人才可能得到現實和長遠的福祉。反對派在外

部勢力支持下「反赤化」和「去中國化」，嚴重違反

「四個有機結合」，嚴

重損害港人福祉。

反對派身在福
中不知福

允許一個地區實行

與國家主體部分不同

的社會制度，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具有世界上其他任何政

黨都做不到的政治包容和寬廣胸懷。如果沒有「一國兩

制」，沒有中央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的誠意和決心，香港

回歸後能有循序漸進的民主選舉嗎？皮之不存毛將焉

附，更遑論反對派搞什麼選舉操作了。反對派一邊享受

中國共產黨實行「一國兩制」帶來的種種好處，一邊卻

瘋狂「反共」和「去中國化」，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食碗面反碗底」！如果他們真要「反共」和「去中國

化」，大可移民移居他國，無人會挽留他們，何必賴在

香港享受「一國兩制」蔭庇卻瘋狂反對「一國」？

反對派的選舉操作走火入魔，彷彿與內地有關係的所

有事物，甚至連中央對香港經濟的支持，都是洪水猛

獸，都是「赤化威脅」，連自由行也被污衊為「染紅香

港」、「使香港淪為中國殖民地」。但如果叫停自由行，

香港便會立即打回亞洲金融風暴之後5年通縮、經濟凋

敝、公司倒閉、失業和負資產高企的年代。這可見反對

派的選舉操作罔顧港人利益。

這次立法會選舉，對5年後香港走向雙普選的政治生

態、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和兩地關係發展，都十分重

要。反對派瘋狂煽動「恐共反赤」，對抗「一國兩制」，

損害港人根本福祉，妄圖將香港搞成獨立政治實體、反

共反華前哨陣地，必將受到選民和歷史懲罰！

隨 立法會投票日臨近，反對派煽動「恐共反赤」愈發走火入魔，互相鬥激爭票呈現白熱化

狀態。反對派從競相鬥激「反國教」、「反洗腦」、「反赤化」，到把互相「抹紅」當作「撒手 」

大搞「窩裡鬥」，充分暴露反對派的選舉操作不顧事實、不擇手段、不顧邏輯、不認「盟友」、

不顧良知。這不僅顯示反對派在選舉政治利益衝突上是你死我活的關係，而且顯示反對派政客

麥卡錫和陳水扁上身，曾經被視為溫和反對派的民主黨與激進反對派的公民黨、「人民力量」、

社民連，都齊齊滑落民進黨化的泥沼。西諺云「上帝要他滅亡，首先讓他瘋狂」，反對派瘋狂煽

動「恐共反赤」，對抗「一國兩制」，損害港人根本福祉，必將受到選民和歷史懲罰！

反對派鬥激爭票「窩裡鬥」煽動「恐共反赤」民進黨化
劉夢熊 全國政協委員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公民黨立
法會港島區
候選人陳淑
莊借反國民
教育議題，
撈取政治本
錢。然而，

幾年前，她不但不排斥國民
教育，更歡迎青少年接受國
民教育。她2008年曾在立法會
上表示同意青少年需要更好
地了解國情，認為支撐國民
質素，「國民身份、權利和
義務」缺一不可，更指青少
年「應該接受全面的國民教
育」。陳淑莊當年認同國民教
育可謂態度鮮明，今日高調
反國民教育，在在顯示她為
連任，不惜違背良心以挽救
岌岌可危的選情的政客本
性。
公民黨以「洗腦」標籤國

民教育科，與陳淑莊當年認
同國民教育的態度南轅北
轍。今年7月，陳淑莊聯同公
民黨陳家洛邀請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會面，要求撤銷國民
教育，聲稱憂心影響下一
代。同月下旬，該黨以「救
救孩子」鼓動市民出席反國
教遊行，陳淑莊頭戴小丑假
髮，招搖吶喊，呼籲參與。
不過，早於2008年10月的行政
長官立法會答問大會上，陳
淑莊向前特首曾蔭權提問
時，就表示認同國民教育的
重要性。她說：「我都認為
國民身份、權利和義務是支
撐國民質素的三腳架，缺一
不可。我亦同意香港的年輕
人是需要更加好的了解內地
的實際情況、國情及發展
的，應該接受全面的國民教
育。」
事實上，反對派內部早年

不但不排斥國民教育，而且基本認同可以
推行。陳淑莊2008年首次晉身立法會，上
任不久，言論仍較溫和，對國民教育亦沒
有抱持偏頗激進的預設前提。與此同時，
教協前會長張文光也被揭發在2008年競選
立法會時，在政綱中明確提到「重視學生
德育和國民教育」，強調「加強國民教育，
學生應修讀中國歷史，讓學生認識國家」，
而教協過去也認同學校有需要教授國教
科。陳淑莊和教協等反對派議員和社團當
年對國民教育的正面傾向，可互為印證。
推行國民教育作為強化青少年國民身份

的基本要求，社會上討論多時，基本已達
共識，不存在推行與否的問題。陳淑莊本
已明白國民教育的意義，今日國民教育卻
成為她借題發揮的大旗，不惜今日的我打
倒昨日的我，對國民教育予以惡毒的形
容，高調叫停，完全無視她說過的「香港
的年輕人是需要更加好的了解內地的實際
情況、國情及發展的，應該接受全面的國
民教育」。之所以有這麼大的轉變，說到底
不過是為了挽救選情，皆因她在地區直選
中和陳家洛合組名單，排名第二，早被外
界看淡選情。由此不難看出，陳淑莊不過
是為求連任，不擇手段、見風轉舵的政
客。

林鄭：政府會「多產」
施政「登高望遠」

政府連出多招旨在為民
特首梁振英在7．16答問大會上宣布的5招，近期連接

推出的無障礙通道、交津雙軌制、穩定樓市10招、暫緩
一簽多行及設天水圍墟市等一系列利民措施，教市民看
得目不暇給，亦顯示政府施政以民為本的決心，但也惹
來另有「政治目的」的揣測。林鄭月娥在訪問中直言，
這些措施都是透過跨局跨署合作而成，問責班子自上任
以來都鞭策自己要為市民做實事，從沒有想過任何其他
目的，如霸佔新聞版面，或分化社會，或選舉的目的。

圍城設墟回應長期訴求
她認為，連串措施能夠回應市民求變之心，因措施大

多是將累積聽到的地區意見化為實際，如天水圍墟市，
過去一段長時間，地區聲音一直批評天水圍商舖不夠多
元化，租金又貴，政府認為必須以破格思維，做到特首
常說的「適度有為」，故牽頭建設有200個攤檔的墟市，

滿意市民的日常消費要求，並透過社企及手工藝檔，吸
引遊客，希望製造數百個就業機會。
林鄭月娥坦言，此舉不怕別人說與民爭利，強調政府

介入時的力度要小心判斷，如果當局大規模興建商場，
以低廉租金出租，某程度上「頂爛市」會引起反彈，但
天水圍墟市值得做，亦深信現在於天水圍北擁有商場的
機構未必會反對；類似計劃亦會在其他地區進行，但性
質要因地區特性而宜。

研解決紅磡海濱污水臭
她認為，天水圍墟市的例子證明只要政府部門齊心，

將地區的問題擺在第一位，的確可以在很短時間找到解
決方法，未來會繼續將這種施政理念及落實方法引申去
其他地區。又說昨早去了紅磡黃埔視察海濱花園，發現
海濱長廊非常受市民歡迎，早上8點多，有很多市民在耍
太極、釣魚，但有市民點出還有一個問題要解決，就是
該處有兩條大渠的出水位，平日製造惡臭，市民希望政

府再進一步改善那裡的生活環境。

成果證須多落區聽民意
林太直言，紅磡海濱花園的例子同樣證明官員必須多

落區，多接觸市民，多親身去聽市民有讚有彈的意見：
「讚是工作動力，彈會繼續努力去改善⋯⋯如那兩條大渠
有否短期措施可以做呢？我會要求渠務署跟進。」
經歷兩個月的工作，她對特區政府充滿信心，並預言

這屆政府或許是「多產政府」，產量很高，亦希望政府不
止做到行政為民，多產地處理市民關心的課題，更能做
到「登高望遠」。林太承認，作為由港英政府過渡到特區
政府的官員在長遠政策方面未有很多訓練，過去做事未
能看得太遠，比較短視，但如何籌謀香港未來幾十年的
發展，各方面政策如何配合，需要「站得高點，望得遠
些」，才能做到「長遠藍圖」：「我希望，亦有一定信
心，這屆政府在登高望遠方面會有突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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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只得短短兩個

月，但已交出多張關乎民生、經濟及地

區事務的「成績表」。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昨晨在接受電台訪問時預告，今屆政

府將會是「多產政府」，不止做到施政為

民，亦可做到「登高望遠」，並強調自己

既把持擇善固執的原則，但亦明白需要

有從善如流的勇氣：「如果覺得政策是需要作

出改善，無論是『置安心』，或者是交津計

劃，只要將市民利益擺在第一位，我們就應該

有這個勇氣去改動，甚至去推翻以前政府的做

法、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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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強

調，不止要做

到施政為民，

亦要做到「登

高望遠」。圖為

梁振英視察西

環東邊街附近

的無障礙通道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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