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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直選慘敗 何俊仁辭「鴿頭」
新東僅剩劉慧卿新西全滅 稱負政治責任落台

亂拆單 鴿兩席「得變失」公民黨自私盲搶 民主黨焗敗

民主黨今屆在地區直選慘敗，由原先的7個議席（不
計已退黨的新東鄭家富）減至4席，新界東西的選情更
慘不忍睹，其中上屆一度佔據3席的新界東，今屆僅剩
下得37,039票的劉慧卿，參選期間被揭借組織名義免費
派包涉嫌賄選的「人民公敵」黃成智，以及毫無政績的
蔡耀昌雙雙落敗，其新界西「老巢」的李永達及陳樹英
夫婦更全軍覆沒，被連根拔起。
何俊仁稱，選舉為民主黨帶來非常嚴重的挫敗，作為

黨主席需要為黨的重創承擔政治責任，決定即時向中委

會申請辭去主席一職，改為劉慧卿暫時署理主席職務；
就民主黨今年年底會進行領導層改選，他會全力支持新
班子，以有新思維及新人事帶來新的進步。

選舉失利竟「賴」CY
不過，民主黨經常聲稱有意培育第二梯隊，卻「死霸」

議席多年勢不讓位。他聲稱，暫時無機會全面檢討，相
信整體失票涉及多方原因，最表面是選舉策略的失誤，
即新界西高估支持度導致兩張名單「剛剛輸」，但失票
始終有深層次原因，民主黨會深刻反省，特別是以更年
輕化和活化表達理念。其後，他又90度鞠躬向支持者致
歉，揚言全面深入反思及檢討，重整民主黨後大家重新
出發。
何俊仁昨晚在接受電台節目則指，是次選舉失利與政

改沒有任何關係，就算有亦只屬小部分。當初民主黨支
持政改，社會上有六成市民支持，但事件已經過了2年
時間，政治形勢有很大改變，雖然市民不滿曾蔭權特
首，但對梁振英更加不滿，故選擇一些較為激進的候選
人與特區政府對抗，「激進很容易形象化，易被年輕人
接受，但是任何事情都有鐘擺效應，暫時失利，不排除
很快又獲支持」。

何死撐：不以選戰論成敗
他又強調，民主黨會繼續堅持「溫和路線」：「自從

推行比例代表制後，民主黨一直都是細黨，以此選舉安
排，大黨難以在同一區內爭取太多議席，預計未來各政

黨只能每區一席。」
擔任民主黨主席已有6年，今次在選舉失敗情況下黯

然下台，何俊仁形容，自己對選舉失利感到遺憾及難

過，重申已盡很大努力，積極開拓地區工作，成績亦很
滿意，又辯指不應該以一個選戰的得失去斷定一個組織
的成敗。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自詡為「民主大

佬」的民主黨，在今屆立法會選舉卻慘遭滑鐵

盧，幾乎失去「霸佔」多年的反對派龍頭地

位，當中多個「政治明星」包括黃成智及李永

達等，均相繼落選，至於向來吸票力高的劉慧

卿，同樣以低票當選，政治本錢重創。不時被

踢爆與公民黨大搞「密室政治」及「 底交易」

的民主黨，即使被公民黨擺明車馬搶票，最終

新界西兩席全數失守，但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卻

稱大家有選擇選舉策略的自由，並為選舉嚴重

挫敗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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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次的立法會選舉中，建制派取得了良好成績，不

僅取得立法會全部70個議席中的43席，佔據穩定多數，

而且在地區直選中的議席和得票增幅都較反對派為高，

動搖了所謂高投票率對反對派有利的傳統政治定律。必

須看到的是，在「反國教」的選舉操作之下，今次的立

法會選舉氣氛相當惡劣。建制派面對嚴峻挑戰，顧全大

局，頂住壓力，團結一致，全力拚搏，主動配票，爭取

支持，終於取得不錯的成績。這個成績來之不易，值得

珍惜。建制派掌握立法會的多數議席，有利於特區政府

依法有效施政，有利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對香港來

說，這當然是一件好事。

建制派在這次選舉中，有三方面表現引人注目。一是

地區直選建制派獲得17席，反對派取得18席，比起反對

派上一屆地區直選獲19席，建制派只獲11個議席，是一

個很大的進步。二是在地區直選投票率比上一屆45.29%

多出7.71%，達到53%的情況下，建制派突破了投票率越

高對反對派越有利的傳統看法。三是建制派顧全大局、

團結一致、主動配票。建制派重量級人物劉江華、陳婉

嫻、譚耀宗、曾鈺成，因為拆票保同一陣營的候選人，

不但沒有追求成為「票王」、「票后」，而且自己的得票

都不高，劉江華甚至因此落選。同時，建制派的候選人

也以謙卑感恩的心態感謝選民的支持。這種顧全大局、

胸懷坦蕩的高風亮節，必將對愛國愛港陣營的團結和發

展帶來正面影響。

反對派在這次選舉中，有人歡喜有人愁。民主黨派出

8張名單，只有4人當選，慘遭滑鐵盧，主席何俊仁宣布

落台。民主黨之敗，一是因為民主黨鬥激入侵激進反對

派基本盤，既促使激進反對派加大對民主黨的狙擊力

度，也使得一些原本支持民主黨溫和路線的中間選民改

投其他政黨。二是民主黨認敵為友，與公民黨做政治交

易讓公民黨空降新界西，而公民黨太過自私，掠奪了民

主黨的大量選票。隨 機關算盡的余若薇和陳淑莊落

選，公民黨算計同夥的面目也暴露無遺。

還須看到的是，建制派取得較好成績，並非意味

「大勝」，因為還存在許多隱憂。首先，在地區直選中，

反對派得票約55.9%，而建制派為42.5%，反對派的地區

直選得票仍然明顯高於建制派，這意味 建制派要進一

步收窄「六四定律」，仍需不懈努力。其次，在傳統功

能界別14個需要競逐的議席中，反對派佔6席，比上屆

多兩席，這值得建制派檢討。再次，今次人民力量派出

5張名單參選3人當選，加上社民連一人當選，得票從上

屆的10萬增加到26萬票，這反映激進勢力抬頭。而且票

站調查顯示，極端激進反對派的支持者，不少是年輕

人，這反映香港存在激進勢力抬頭的社會土壤。如何爭

取更多年輕人的認同和支持，是建制派面臨的重要課

題。

日本政府昨日確定釣魚島「國有化」

方針，決定由日本官方買入釣魚島，

中國外交部就此提出嚴正交涉，表示

堅決反對和強烈抗議。必須指出的

是，日方採取任何方式「購島」都是

非法的、無效的。在主權和領土問題

上，中國政府和人民絕不會退讓半

步，必定堅決還擊。日方若低估中國

以包括軍事手段在內的各種手段捍衛

主權的決心， 必定會搬起石頭砸自己

的腳。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聲稱，把釣魚島

「收歸國有」是為了維持對釣魚島「繼

續平穩安定地維持管理」。這完全是混

淆是非、自欺欺人之說。實際上，日方

把釣魚島「收歸國有」，是竊取中國領

土，不但不能維持對釣魚島的「穩定管

理」，反而使釣魚島的局勢更加緊張和

動蕩，只會惡化中日關係，甚至引發兩

國軍事衝突，危及東亞局勢穩定。日方

置大局於不顧，堅持「購島」只會激起

中國憤怒，並引起東亞周邊國家擔憂，

日本在國際上只會更加孤立。

日方切勿低估中國以綜合手段捍衛

主權的決心和能力。中國外交部昨日

發表聲明，詳細列出釣魚島及其附屬

島嶼的領海基線，詳列其領土經緯。

有評論指這些資料有助在島上設立中

國行政區，劃定領海線，甚至將周邊

海域定為軍事演習區。中國人民解放

軍南京軍區上月亦在東南沿海開展陸

海空聯合作戰演習，展示當領土主

權、核心利益受到侵犯，底線遭受挑

戰的時候，中國必將採取果斷有力的

措施。日方一再堅持「國有化」，只會

遭到有力還擊。

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日前提到，

若釣魚島衝突升溫，可能無法避免發

生衝突、甚至戰爭。據報道，馬英九

已接連召開數場國安會議，聚焦釣魚

島最新情勢並研擬對策。近日兩岸三

地民間發起保釣活動，即向日本發出

強烈信息，日本侵佔釣魚島的圖謀不

可能得逞，兩岸三地人民保釣立場一

致，必定致力維護中華民族的共同領

土。 (相關新聞刊A3版)

建制派選舉成績來之不易 值得珍惜 日本「購島」必遭還擊

民主黨地區直選失利，除因公民黨搶票
外，亦因其配票策略失當。
新界西的李永達和陳樹英分開兩條名

單，加起來有5萬多票足夠取得一席，但
兩人分隊出選，就分別落選；分拆了3張
名單的新界東，黃成智、蔡耀昌名單加起
來也有3萬多票，若不分隊足可踢走民主

黨叛將、新民主同盟范國威，保住一席，但分
了票後兩人同樣雙雙落選。
細觀民主黨的得票率，也由2008年的

20.6%(約31萬票)跌至今年的14%(約24萬7千
票)，這近6個百分點的得票率下跌，與民主黨
近年黨爭頻仍、黨領導不斷傳出醜聞及經常前
言不對後語，政治立場反覆明顯有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民主黨設小組重塑形象
民主黨中委會昨晚舉行特別會議，會後

代主席劉慧卿表示，雖然中委會曾經就何
俊仁請辭一事作出挽留，但作為政治人物
須要承擔責任，決定接受何俊仁請辭，但
未來一段時間，中委會將會繼續邀請何俊
仁出席所有會議，協助處理黨的事務。民
主黨亦會就今次選舉，將成立一個工作小

組，由蔡耀昌負責，就未來政治形勢、路向、
黨形象，及如何向選民宣傳清晰交代立場等進
行詳細討論，小組下月二日開會。
在領導層方面，中委會通過由劉慧卿出任暫

代主席，直到12月中舉行會員大會，再選出新
一批領導層。中委會初步通過傾談策略的路向
不變，亦非選舉失利原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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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場立
法會選舉，結果盡見反對派陣營內鬥之
激、搶票之狠。公民黨為求奪得反對派龍
頭地位，完全不顧友黨利益，落力在新界
西、香港島告急催票，結果令民主黨在地
區直選全線崩盤，議席由原本的8席（包
括後來退黨的鄭家富），大幅下跌至得4
席，原有2席的新界西更全軍盡墨，有3席
的新界東也僅餘其一，雖在「超級區議會」
取得2席，而以6席與公民黨「平分秋
色」，但議會影響力已然大減，民主黨主
席何俊仁為選舉失利問責辭去主席職位。
不過，對被指「盲搶票」而拖累民主黨慘
敗，公民黨就急忙撇清關係，聲言民主選
舉的結果是選民的決定。
公民黨今年野心勃勃，派出5條團隊搶

攻5個地區直選，更在香港島及新界西擺
出「明星排第二」陣勢，企圖借陳淑莊及
余若薇的「吸票力」在兩區各取2席，加
上功能界別1席以壓倒民主黨，成為反對
派第一大黨。

不過，在多番強力催谷下，兩條團隊
都拿到7萬多票，只能奪得1席，但就在新
界西浪費逾2萬票，而拖累想保住兩席的
民主黨「被剃光頭」，連前主席李永達也
高票落敗，更遑論民調一直處於低位的陳
樹英。

「人力」街工「單打」狀黨
坊間狠批公民黨為一黨私利「盲搶

票」、累街坊，成為配票的反面教材，完
全沒有從黨的能力、資源作考慮，亦未有
從區議會選舉汲取經驗，「埋頭」 票以

致反對派整體選情都大受影響，民主黨更
慘成最大輸家，就連同道中人也批評該黨
「告急」策略並不妥當。

與公民黨發動所謂「公投」的「人民力

量」當選者陳偉業不點名批評公民黨：
「有 人話告急但贏唔到，（累）幾個地
區民主黨得票出現奇怪現象，多個議席災
難性地失去。」工黨主席李卓人指，公民
黨不能在新西取得兩席，但取得票數比一
席所需的多，而同時民主黨就落敗，明顯
一邊吸票過多，整體反對派政黨需要檢
討。
街工梁耀忠指，反對派是次選舉配票不

理想，尤其是「有人」太早打告急牌，令
選民感到混亂而不知實際選情，而公民黨
高票當選的結果，是令反對派「少了1
席」，否則（民主黨的）李永達就可以入
局。被問到公民黨是否罪人時，他並沒有
評論，只說感到可惜。

狀黨死撐「 票」無罪
公民黨湯家驊於年前向公民黨方面建

議，應該將余若薇、郭家麒分開2張名單
參選，但不被接納。昨晚凌晨被問到此
事，湯家驊顯得有點不是味兒，「當時不
是太多人聽我意見，反對派今屆成績強差
人意，民主黨和公民黨尤甚，未來4年時
間要改善協調工作，譬如因應新界西選區
這類幅員廣大的選區作協調，但我尊重候
選人的意向，他們有權選擇最舒服的方式
選舉」。
不過，公民黨例牌否認，黨魁梁家傑總

結選情時更聲言公民黨從不「貪心」，亦

未想當上反對派陣營「龍頭位置」，作為
民主黨 票「罪人」的余若薇更聲言，每
個團隊只能做好自己，選民並非政黨的工
具，不可以說選民不投這個團隊就會投另
一個團隊，堅持「 票」無錯：「任何選
舉都沒有人可知道結果，要交給選民決
定。」
梁家傑又對該黨只在地區直選和民主黨

一樣同得6席感到「惋惜」，並稱面對將來
的選舉，反對派應協調出更好的溝通機
制，但隨即又指陣營光譜相當闊，合作難
度相當高。梁家傑又指，未來會加強對特
首梁振英的監察，更會「有效運用每一項
議事規則」，不排除運用拉布策略，但必
須適合。

何俊仁認與「人力」無偈傾
被追問政改方案及公民黨「 票」是否

慘敗原因，於昨日宣布辭去民主黨主席一

職的何俊仁在記者會上說，他不想批評
「盟友」，但政黨各有選擇選舉策略的自
由，可能近期社會對政府管治的不滿，開
始對混亂局勢氣氛不耐煩，轉投較為進取
政團導致選票流失，並將矛頭轉向「人民
力量」，稱民主黨今後與其他民主派，包
括公民黨、工黨、民協、社民連仍有對話
的合作空間，但與「人民力量」在選舉有
嚴重分歧，絕非單是理念，而是他們對民
主派做出的行為、作風、態度，嚴重分裂
「民主派」是無法接受的，「如果他們自
認是民主派，在某些議題意見一樣，投票
立場會一致，毋須再坐低傾」。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分

析，反對派在地區直選遭受重大挫折與選
票分配不均有關，拆名單參選策略，也高
估了實力，新西郭家麒及余若薇名單吸了
大量選票，但選票不足以爭取第二席，而
民主黨卻流失了選票，導致兩敗俱傷。

■何俊仁宣布辭去黨主席職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余若薇「 票」累李永

達高票落選，李永達木無

表情。 彭子文 攝

■余若薇（左）及陳淑莊（右）面露詭異笑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