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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前後，圍繞民主黨2010年支持政改，民主

黨與激進反對派展開了一場激辯。先有壹傳媒老闆黎智

英「代民主黨」向市民「道歉」，但民主黨主席何俊仁

在選舉公布結果後表示，民主黨支持政改的做法沒有

錯。之後鄭經翰撰文指民主黨與中聯辦有「政治交

易」，引來民主黨全面反擊。民主黨代主席劉慧卿直斥

鄭的指控是「陰毒、可恥的抹黑」，何俊仁則指鄭經翰

當年也支持民主黨的一人兩票方案，如今卻反過來批評

民主黨支持政改，做法「好離譜」。實際上，黎智英、

鄭經翰等當年也支持政改方案，如今圍剿民主黨，是出

爾反爾的不義之舉，更關鍵的是，這種出爾反爾和大搞

「去中國化」鬧劇的背後，是反對派配合美國重返亞太

遏制中國的戰略。

圍繞香港政改中美展開政治博弈
2005年特區政府推出政改方案，被反對派議員否決，

美國當時與香港反對派一起反對2005年方案。但到了

2010年，特區政府再提出內容分別不算太大的政改方

案，美國的態度卻出現了180度的轉彎。美國駐華大使

洪博培2010年6月訪港，在一個晚宴作出指標性發言，

居然預測政改方案「將會通過」，又親口說出區議會方

案、增加10席等細節，並「肯定」它們對落實普選有正

面作用。

黎智英旗下的《蘋果日報》也在關鍵時刻逆轉性地支

持方案，2010年6月22日《走出死胡同普選才能邁步》的

「蘋論」，道出了美國的底牌：「民主黨及普選聯提出的

改良方案並不完美，但至少可以為香港政制帶來實質進

步，至少增加了政制的民主成份，比原地踏步好得多。

若能順利通過方案，未來將有更大的條件及空間廢除所

有功能組別，落實真正的雙普選。」黎智英按照美國主

子意旨吹雞，是反對派當年轉 支持政改方案的關鍵。

其實，圍繞香港政改，隱藏了中美在香港政制問題上

的政治博弈。中國政府是真心實意在香港推進民主，而

美國則是欲借香港的政制發展通過代理人搶奪香港管治

權。美國對香港2005年和2010出現的兩次內容分別不大

的政改方案取態截然不同，而美國重返亞太後對香港政

改的取態又發生變化，香港反對派對美國的變化一直是

亦步亦趨，俯首聽命，並作出相應表演。

美欲將港作為對華「顏色革命」橋頭堡
自美國2010年11月高調重返亞洲以來，對中國的「C

形包圍」已經形成，在美國挑撥之下，中國周邊關係突

然緊張，南海風雲迭起，東海局勢惡化。「維基解密」

2011年8月公開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機密電文，

顯示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完全操控了香港反對派的選舉部

署。自從在台灣搞「台獨」、在東歐搞分裂的老手楊甦

棣來港就任美國駐港總領事一職之後，他頻頻活動，聯

絡香港的反對派及其喉舌，此後香港每兩、三個星期幾

乎都出現一次遊行示威，並且先後出現「五區公投」、

「紫荊花革命」，以及「反國教」和「去中國化」的政治

風波和運動，都說明楊甦棣來港是為配合美國重返亞太

戰略，並暴露美國將香港作為對中國推行「顏色革命」

橋頭堡的意圖。　

這次反對派掀起「反國教」風波，從妖魔化國民教

育、「反國教」、「反洗腦」，變本加厲演變成「反共反

赤」和「去中國化」。公民黨以「擋住香港赤化」為口

號，呼籲市民用選票「還以顏色」，「捍衛港人治港」、

「阻止立法會被染紅」，「向中聯辦治港說不」云云，進

一步暴露美國欲將香港作為對中國進行「顏色革命」橋

頭堡的企圖。公民黨成為「反共反赤」的急先鋒，也與

楊甦棣來港促進公民黨改組有關，被美國青睞的「顏色

革命專家」陳家洛先出任公民黨秘書長，之後擔任主

席，在立法會選舉中又不惜犧牲陳淑莊讓陳家洛上位，

都顯示美國要公民黨成為對中國推行「顏色革命」的棋

子。

建制派頂住壓力 美國如意算盤落空
《蘋果日報》2010年6月22日的「蘋論」，道出了美國

對政改方案的底牌：「改良方案一下子增加了十個直選

及變相直選議席，由全港三百多萬選民選出的立法會議

席將佔整體議席接近六成，在這樣的基礎上，支持民

主、普選的力量將更有機會取得三分二多數，取消傳統

功能組別議席。」但

是，今次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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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立法會全部70個議

席中的43席，佔據61.4%

的穩定多數，美國計劃讓反對派取得三分二多數的如意

算盤落空。

必須挫敗反對派「去中國化」囂張氣勢
但須看到的是，建制派取得較好成績，並非意味

「大勝」，因為在地區直選中，反對派得票約55.9%，而建

制派為42.5%，這意味 建制派要進一步收窄「六四定

律」，仍需不懈努力。更重要的是，建制派在一定程度上

「贏了議席，輸了氣勢」。選舉期間面對反對派的「反國

教」和「去中國化」攻勢，為了避免刺激中間派選民，

建制派採取低調忍讓態度，令反對派更加有恃無恐。反

對派的「去中國化」，甚至蔓延到誣衊、攻擊和反對中央

支持香港的政策措施，蔓延到誣衊香港回歸是「中國對

香港實行殖民統治」。可以預見，反對派在新一屆立法會

開鑼後，「去中國化」的表演會更加走火入魔。

建制派在選舉中對「反國教」、「去中國化」以及當

局一再的「讓步」，已顯露極度不滿，選舉過後，愛國

愛港陣營必須反擊反對派的猖狂進攻，挫敗反對派「去

中國化」的囂張氣勢，充分揭露「去中國化」的危害

性，揭露其對抗「一國兩制」，分化香港社會，挑動兩

地對立，破壞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讓更多市民看

清「去中國化」損害港人根本福祉。

「去中國化」是反對派配合美重返亞太的政治表演
反對派掀起的「去中國化」鬧劇，是配合美國重返亞太遏制中國的戰略。反對派搞「去中國

化」，甚至蔓延到誣衊、攻擊和反對中央支持香港的政策措施，蔓延到誣衊香港回歸是「中國

對香港實行殖民統治」。可以預見，反對派在新一屆立法會開鑼後，「去中國化」的表演會更

加走火入魔。反對派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去中國化」，利用「一國兩制」的包容性反

「一國兩制」，完全違反政治倫理！選舉過後，愛國愛港陣營必須反擊反對派的猖狂進攻，挫敗

反對派「去中國化」的囂張氣勢，維護「一國兩制」實踐健康發展。

鞍泰區會補選
新民盟再撼鴿黨

「老薑」授議政秘技 默默耕耘密密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基因工程一日千
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早前訪問了中文大學醫學
院，了解創新科技產業的潛力。他指出，本地大
學有不少國際權威學者，在香港建立研究團隊，
進行世界級的研究，同時為香港培育年青專家，
逐步地建立香港的研究和開發能力，現時香港已
經擁有一定的潛力，發展創新科技產業，如果有
更多願意承擔高風險的商業資金投入，可望成為
香港未來經濟的新動力。

港高等院校具研究實力
曾俊華在其網誌上表示，近年，香港大學、中

文大學和科技大學，在不少國際的大學排名榜
上，皆位列全球前100名。這些排名榜的其中一個
重要指標是學術研究，反映出香港高等院校已有
一定的研究實力。事實上，本地學者在個別領域
的研究，更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包括趙慧君教
授和其「師父」盧煜明教授的研究。

在訪問過程中，趙教授介紹了盧煜明團隊的無
創產前診斷技術，可以安全和準確地在懷孕早期
診斷胎兒會否患有唐氏綜合症。新的無創產前診
斷程序，已經由外國多個權威研究隊伍進行臨床
複檢，證實其準確性。在中文大學的授權下，這
套程序已經在香港、美國、德國、荷蘭、以色列
等10多國家和地區展開臨床應用，日本和新加坡
也會在短期內引進這套程序。

曾俊華稱，無創產前診斷也可應用於β-地中海
貧血等與染色體有關的疾病，為相關的產前診斷
帶來革命性的改變。盧教授另一位「徒弟」陳君
賜教授，亦正在把基因排序和辨識技術的應用，
推展到其他醫學領域。他正與中文大學臨床腫瘤
科系主任陳德章教授，進行一項鼻咽癌研究，分
析病人血漿內癌細胞基因，有助在初期發現癌細
胞，以便盡早加以治療，而分析所得的資料，也
有助選擇合適的療法，提高痊癒率。

具優勢成新藥臨床試研中心
此外，曾俊華又指出，香港的醫療水平較高，

醫管局的醫療紀錄齊全，病人跟進工作也較為理
想，香港也有國家認可的重點實驗室，對新藥取
得內地註冊有幫助，所以，香港成為新藥臨床試
驗研究中心，具有相當優勢。有關研究工作，可
以為香港創造更多高技術要求的職位，甚至有產
業化的潛力，有助推動香港的醫療產業多元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沙田區議會鞍泰選區補選，日前正式
開始接受提名。經過立法會選戰後，「藍血政黨」公民黨打出「大
團結」牌，但當涉及到擴充政治版圖時，各政黨一於「無情講」。
在今次鞍泰區議會補選議席方面，一批前民主黨「千年老二」所組
成的新民主同盟，眼見立法會選舉成績理想，成立不久便有立法會
議員，決定「乘勝追擊」派出代表參加補選，更獲得「人民力量」
支持再次正面與民主黨「打對台」。

新民主同盟昨日發表聲明，指其成員陳珮明，將於今日報名參加
補選，並由候任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及數名區議員陪同云。「人民力
量」早前已經聲明，去年區議會選舉時，他們有派員參選，若要落
區的話，應該「人民力量」有優先權，但是，現時新同盟有意角
逐，「人民力量」改為協助角色。至於民主黨方面，有意派出在區
議會選舉錦濤選區不敵民建聯楊文銳的游月華搶票，重建地區勢
力。

此外，民建聯年輕黨員招文亮有意披甲出選，以保議席不失，但
還需經過總部確認，招文亮現為環境事務及衛生事務副發言人。隸
屬民建聯的前沙田區議會鞍泰選區區議員楊祥利，去年底於區議會
選舉以2,400多票大勝民主黨周偉東和「人民力量」蘇達良，但今年
7月18日因破產喪失議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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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百厭仔見盡社區百態

修讀社工出身的郭偉強，天生「坐
唔定、周圍走」的百厭仔性格，令他
在畢業後未有投身長者或青年中心，
偏偏在2000年當上工聯會議員助理，
一「埋位」見盡社區百態，「愈做愈
好玩」。2003年，在同僚鼓動下在慈
雲山首度出戰區議會選舉，惜社會氣
氛不好，加上經驗不足，這位選舉初

哥首嘗敗北滋味，其後重返工聯總會主打青年就
業議題。至工聯會的王國興擔任勞工界立法會議

員，郭偉強「吹乾個頭又洗濕佢」，進軍北角為王
國興看守議辦「大本營」。

長者幫仔女還債 陪赴財務公司
扎根地區遇上不同的人，不同的事，「這麼大

個仔第一次入財務公司，就是陪地區老人家幫仔
女還債」，郭偉強為長者細閱條文兼壯膽，還千叮
萬囑有事要再跟他聯繫，「為仔女還了第一次，
但不能還第二次、第三次」，他比身旁的老人家更
長氣。區內大廈天花漏水，連帶電錶經常「跳
掣」，他又應街坊要求參觀「示範單位」，「還記
得一打開木吊櫃，竟然生了兩隻菇，兩隻手指般

長」。談起地區趣事，他記憶猶新，繪形繪聲。
默默耕耘終見成果，2007年王國興轉戰新界西發

展，郭偉強接棒參選東區區議會成功當選，2011年
成功連任，如今更獲工會領袖提拔進軍議事堂，他
坦言既驚又喜。看過「拉布秀」，他最擔心「長命
會」令他痛失接觸街坊良機，但能夠在新平台為打
工仔爭取權益，又一臉雀躍。「小時候，屋企人跟
你說將來最好搵份銀行工，準時開工放工，舒舒服
服，但今天發現不是阿媽的版本，返朝9晚7，賬目
不對要加班，周末還要打電話跑數，不是按揭就是
信用卡，好彩當年無聽阿媽話！」

常自問「點解」盼改經濟思維
昔日優差變苦差，基層生活逼人，郭偉強不時

反思：「點解會搞成咁？點解加租就減人手？點
解10人工作量8個人分擔？點解要剝削打工仔令公
司有盈利？點解家長晚晚加班，影響到下一代發
展？」他強調，擔任勞工界發言人，爭取標準工
時、侍產假、全民退休保障，及取消強積金對沖
機制等是任內「基本盤」，但更希望喚起社會改變
既有經濟思維，「老闆預了成本空間給租金上
調，但一談人工調整就好不滿意，點解社會不可
以先保障打工仔？」

今時今日做議員，除了有心有議題，還要
有「Sound bite」(精句)及「Gimmick」(噱頭)才
能突圍而出。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自幽
一默指，他每逢新年都會幫街坊寫揮春，惜
書法功力遠不及王國興，不敢在「興哥」面
前班門弄斧，「我屬於默默地耕耘那種人，
街坊搵我幫手就密密做，但要我主動搞

gimmick就很少，希望資深同事指教」。
工聯會在今屆立法會選舉取得6個議席，「議會

新丁」郭偉強憶述當年一班「師父」樂於放手給新
人嘗試，也會從中傳授「武功」，深信工聯議事堂

「老薑」會傳授議政秘技，「當年在九龍東，嫻姐
給予團隊工作時，一班同事就夾手夾腳做，過程中

有所磨練吸收。到轉投興哥的議員辦事處幫手，儘
管他在外忙，我們盡量每天電聯交流，不能通電話
也總會有一些字條，從中讓我有很多學習機會」。

充分展現「街坊第一」服務精神
但郭偉強深明，當議員跟個人成長一樣，必須嘗

過跌跌碰碰，才能站穩陣腳，他有心理準備要探索
新模式，而十多年的地區服務及助理經驗亦可大派
用場。回望地區生涯，他充分展現出「街坊第一」
的服務精神，「我份人好簡單，哪天無街去，我就
返辦事處，街坊說趕，我就見」。閒時如是，在選
舉期更加不分晝夜，「2007年當選區議員，的確捱
得好辛苦，一年無約過朋友，因為每逢周末的黃金

7點至9點，例必要跟法團開會或家訪。」

身區會選舉 先後「甩拖」3次
身地區的苦果，是在3次區議會選舉後都與女

友分手收場，「2003年、2007年及2011年都甩拖，
冰凍三尺，選舉忙只是導火線」。如今開展新戀情
不足一年，他不忘落足嘴頭感激女友好體諒，

「上星期約食飯，但因法團臨時開會，她也等了我
一個鐘。但我明白不能說一句體諒就大晒，會多
花心機時間培養感情」。

他又透露，閒時沒有特別嗜好，最多是行山做
運動，至今還會相約老朋友踢波，看來立法會足
球隊又多一名「足球小將」了。

▲
無
言
感
激
▼

做地區服務好像吃辣一樣，喜歡的大呼過癮，不喜歡的則說是跟自己過不去。年僅34

歲的新紮立法會勞工界議員郭偉強，2000年踏上地區服務「征途」，為街坊有開工無收

工，還奉獻周末「7至9黃金檔期」，一整年絕跡朋友聯誼活動；為區議會及立法會選

戰，他次次搏到盡「打仗」，最終因不解溫柔3次「甩拖」。別人說犧牲太多，他卻樂在

其中，如今成為「雙料」議員，更加立定志向要做好勞工代言人，力爭改革「奉旨犧牲

打工仔」的思維；又強調會訂定時間表，平衡立法會及區議會工作，並聯同工聯會團隊

「拍住上」。面對道遠任重，他打趣說會努力爭取標準工時，但標準工時就一定沒他份

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少妍

幸未從母命
搏盡為勞工

■立會選舉結果公布後，工聯會6位當選議員舉行記者會，左起：郭偉強、黃國健、陳婉嫻、王國

興、麥美娟及鄧家彪。 資料圖片■「雙料」議員郭偉強誓做勞工代言人。 彭子文 攝

郭
偉
強
：

■劉夢熊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