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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正本清源 奪回被反對派竊據的話語權
劉夢熊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履新後首次出席公開活動，即主動向記者發話，澄清「西環治港」
、「中央
收緊對港政策」
、「撤換特首」等流言，同時指出完成二十三條立法是香港憲制責任，並非提也
不能提。張曉明首次出場的表現，顯示他十分熟悉香港事務，具有很高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
既儒雅嚴謹、斬釘截鐵，又寬厚隨和、平易近人，廣受社會認同與讚譽，反對派人士亦因無懈
可擊而無法攻擊。張曉明在維護「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有關的重大問題上正本清源、激濁揚
清，奪回了被反對派竊據的話語權，這對香港正確實踐「一國兩制」
，對校正香港扭曲的政治生
態，對鼓舞愛國愛港陣營的士氣，都具有積極意義。
張曉明首次出席公開活動，對記者有問必答，不迴避
問題，澄清猜測和流言斬釘截鐵，社會各界讚張曉明開
放直率，有助穩定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反對派找不出張曉明講話的「罵點」
一向攻擊和污衊中聯辦甚囂塵上的反對派人士和喉
舌，亦因張曉明的談話無懈可擊而一籌莫展。對此，
《信報》
「香港脈搏」專欄文章指：「泛民找不出張講話
的『罵點』
，只重申中聯辦不可插手香港，總之，是沒
有可正面還擊的漏洞，張曉明『初試啼聲』
，算是交足
了功課！」
《am730》專欄文章指：「張曉明採取了完全
不同的姿態，一新香港人耳目。他沒有迴避、甚至正面
面對外界對『西環治港』的批評，並且在一句『西環不
治港』之後，侃侃而談中聯辦的角色。這樣的見面禮，
是他幾位前任完全沒有做過的事。」
所謂「西環治港」
，是反對派政客及其喉舌對中聯辦
進行抹黑、「妖魔化」的讕言。反對派政客在去年特首

選舉期間，就叫囂「反對中央干預」、「反對西環治
港」
。對梁振英當選翌日到訪中聯辦，反對派喉舌《蘋
果日報》污衊指，「以後特首就係市長，香港 市委係
西環，正式落實西環治港」
。反對派所謂「西環治港」
，
矛頭對準國家執政黨和中央派駐香港代表機構，竭力抹
黑和排斥「一國」主權，充分暴露其要將香港變為獨立
政治實體的禍心。

中聯辦具有廣泛話語權
對張曉明「西環不治港，但要把該做的事情做好」的
金句，除了極少數頑固反對派和《蘋果日報》外，社會
各界和輿論都一致表示激賞，筆者要補充的是，張曉明
正本清源，奪回了被反對派竊據的話語權。
「西環治港」讕言之所以謬種流傳，與反對派竊據話
語權密切相關。反對派政客及其喉舌對中聯辦進行抹
黑、「妖魔化」
，彷彿中聯辦官員一說話就是干預香港
高度自治，彷彿中聯辦做任何事都會損害香港利益，彷

彿中聯辦履行職責「兩制」就會「蕩然無存」
。這當然 脅，香港沒有立二十
是別有用心，意在抗中亂港，同時也是企圖竊據話語 三條，大家有無思考
權。例如2011年期間，反對派議員借中聯辦宣傳文體部 過中央會點做？當然
部長郝鐵川批評鍾庭耀「身份認同」民調一事大做文 不會坐以待斃，但大
家不敢面對，事情發
章，其實質就是要剝奪中聯辦官員的話語權。
中聯辦是基於主權原則由中央政府派駐香港、根據 展至此會否對香港不利？」
筆者曾指出：「反對派煽動民粹，將二十三條立法妖
中央政府授權在香港合法行使職權的權威機構，其憲
。」
（
《東方日報》2012-10制地位決定了中聯辦官員具有廣泛的話語權，尤其是 魔化，迄今儼然討論『禁區』
在中央對港政策根本宗旨方面。反對派及其喉舌對中 03）又指出：「針對愈來愈猖狂的『分裂國家』活動，
聯辦進行抹黑、「妖魔化」
，是企圖竊據話語權損害國 惟有祭出『尚方寶劍』：以二十三條立法堅決遏止『去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張曉明正本清源，奪回被 中國化』，保障在『雙普選』落實『愛國者治港』！」
《東方日報》2012-09-25）
《蘋果日報》發表《硬推二十
反對派竊據的話語權，有助於香港市民進一步認識中 （
聯辦的角色和工作，了解中央對香港的有關方針政 三條才是喪心病狂》的社論指名道姓攻擊筆者，筆者回
應：「
『港獨』分子對 中國國家主權機構及其官員展
策。
示『中國人滾回中國去』
、『香港要獨立』
、『香港要獨
維護了愛國愛港人士的話語權
立建國』等標語，狂呼口號，這已是赤裸裸的政治挑釁
張曉明指出：「甚麼時候啟動二十三條立法，相信特 行為，豈止『言論』咁簡單！建議二十三條立法制止
區政府會因應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作恰當的選擇。但 『港獨』何錯之有？」
（
《東方日報》2012-10-31）
二十三條立法並非禁區，提也不能提。」這也是四 撥
張曉明四 撥千斤，奪回被反對派竊據的二十三條立
千斤，奪回被反對派竊據的二十三條立法問題的話語 法問題的話語權，這也維護了筆者和其他愛國愛港人士
權。誠如劉兆佳2012年11月18日接受傳媒專訪時指出： 對二十三條立法問題的話語權，大快人心！
「2003年二十三條立法失敗後，整個話語權被奪去，立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
，愛國愛港力
法不再是因為特區政府有責任保護國家安全，反而變成 量只有掌握話語權，才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剝奪港人自由的惡法，這方面中央和香港人看法肯定是 利益，維護香港長期穩定繁榮，並令香港政治生態朝
南轅北轍。這個問題長遠會困擾香港跟中央及內地同胞
健康方向發展，確保2017年、2020年雙普選有利於
關係。『一國兩制』必須對雙方有利，二十三條一日不 「愛國者治港」！這就是張曉明在港「初試啼聲」的啟
立法，中港關係一日受影響。假設中國面對國家安全威 示！

港人代聚深圳
「中央關注青年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

森）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
陽昨日上午到深圳紫荊山莊，與當
選新一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會面，
並在會面中宣讀人大副委員長李建
國的一封信。據引述，李建國在信
中提出四大關注點，包括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擴大愛國愛港力
量；關注青少年工作，及港人的身
份認同問題，其中香港青少年問題
成為焦點。出席會面的港區人大代
表均認為，特區政府必須加強青少
年的工作，包括加強香港與內地的
溝通，並考慮重設中國歷史為必修
科等，讓香港年輕人更了解國情。

喬老爺宣讀李建國信件
喬曉陽昨日上午與當選新一屆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會面，主要由同場官員講解人代
工作及職能，並向他們解釋港區人代與內
地人代的分別，喬曉陽又宣讀了李建國的
一封信。同日下午，港區人代舉行了分組
會議，選出了港區人代召集人，最後由譚
惠珠當選召集人，盧瑞安及馬逢國當選副
召集人。
據與會的港區人代透露，李建國信函主
要提及四大關注點，包括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擴大愛國愛港力量；關注青少年
工作，及港人身份認同問題。港區人代、

■據引述，李建國的信函主要提出港區人
代的四大關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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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昨日指，李建國在信
函中表示，留意到特首梁振英施政遇上阻
力，要求港區人大代表盡量協助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並呼籲建制派團結一點，「對
政策有批評是沒有問題的，但要合乎事實
及合理」
，尤其是在早前特首選舉時，「兩
方」的支持者應放下分歧。

擬邀更多反對派加入
在政改方案通過後，「普選聯」已沉
靜了一段長時間，但近日再蠢蠢欲動。
有「普選聯」的核心成員昨日證實，他
們將於下周三舉行會議，商討未來路

青年拒認中國人令人難過

參與會議的港區人代王敏剛在接受傳媒
訪問時表示，喬曉陽在會上講述了內地政
制，並提及關注香港青少年工作，「對於
青年的工作，（喬曉陽）希望我們特別關
注。對於近期香港的發展，有很多這樣的
情況，社會上對於政治有不同的意見，有
中央非常關注青少年工作
些行為比較極端，有些將舊的殖民旗拿出
他續說，李建國在信中提到非常關注香 來，甚至有些人說『我是香港人，不是中
，這是很刺耳的，大家聽起來很不舒
港的青少年工作，相信是中央政府留意到 國人』
有部分港人拒絕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甚至 服，就這些情況就要加強溝通，希望香港
。
展示殖民統治時期的港英旗，在推動國民 普羅大眾更加深入了解國情」
另有港區人代表示，是次會議主要為向
教育上也遇到很大的阻力，而香港的政治
爭拗已經影響了香港青年人，「（喬曉陽） 各人代介紹未來工作範疇及中國憲法等，
重複了好幾次稱中央非常關注香港的（青 同場並有官員介紹人大代表法，以及人代
少年工作）
，以前則沒有用這些字眼的，多 在憲制中的職責，及介紹未來會涉及的工
數只說關注。我們回歸祖國，中央本來希 作，又提供機會讓來自各界的人代互相交
望越來越接近一點，如果青少年本身開始 流、分享心得，有今屆不再參選的人代亦
出席並分享他們的寶貴經驗。
抗拒國家，有可能越行越遠」
。

該「普選聯」核心成員續說，除了名
稱外，他們還會研究由誰負責統籌，因
「普選聯」數名「靈魂人物」已經各散
東西，民主黨「影子組織」教協的馮偉
向。他透露，吸收了上次討論政改方案 華大病在身，黃碧雲加入了立法會，蔡
經驗，加上反對派陣營「互相不太信 耀昌則當了民主黨副主席，「上次（普
任」，個個都想在政改問題上「擔大 選聯由）民主黨擔大旗，最後落得如此
旗」，故他們計劃增加「普選聯」成員 收場，其他人士見過鬼都怕黑」，而工
的人數，除了原班人馬外，同時會邀其 黨的立場搖擺不定，「李卓人上次有份
他反對派陣營中人加入，包括公民黨、 入中聯辦，後來又急轉 」，難交予重
工黨等。
任，公民黨則有意爭擔大旗，但普選聯
他解釋，「上次討論政改，普選聯被 不知道其底牌何在，加上該黨又是「禍
公民黨及職工盟等鬧到體無完膚，所以 港四人幫」之一的民主黨創黨主席的李
我們希望在重組普選聯時邀請他們加 柱銘的棋子，同樣「信唔過」
。
入」，但坦承一向高傲的反對派議員，
他說，倘大家最終談不攏，也可以研
將難克服「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究是否設立一個「中間串連」機制，保
的心魔，有需要讓他們有一個下台階， 持各反對派陣營之間的良好溝通，但認
故「普選聯」初步構思「改名」
。
為這種安排並不理想，尤其在進入具體
細節討論時，反對派需要有一個統一立
恐被狙擊 旗手難搵
場，鬆散合作難起「討價還價作用」
。

「普選聯」圖重組「借屍還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屆
特區政府將啟動2017年及2020年特首及
立法會「雙普選」的準備工作。據悉，
由民主黨主導並提出「妥協」方案而被
其他反對派政黨狙擊的「終極普選聯
盟」
，據悉將於1月23日舉行會議，討論
未來路向。他們會研究以一個新名稱及
新形式，令「普選聯」可以「借屍還
魂」，避開其他反對派政黨及政團的狙
擊，繼續透過政改方案討價還價。

■喬曉陽昨向新屆港區人代講解工作及職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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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葉傲冬、張國鈞、洪錦鉉介紹民建聯年宵攤位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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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年近歲晚，逛年宵辦年貨可謂港
人的傳統春節活動，每年都會競投年宵攤位的民建聯亦決定「重返」
維園擺檔，與港人共慶蛇年。為求在眾多攤檔中突圍，民建聯除了
寫揮春等傳統活動外，今年更特別採取幽默創新風格，以「點只
蛇．齋．餅． 咁簡單」為題，推出400件主題襯衫及2,000個蛇年
福袋，希望透過活動及賀年品，讓市民知道民建聯的地區服務，不
僅限於文康活動，而且涵蓋不同層面，讓市民對民建聯有耳目一新
的感覺。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常委兼宣傳公關委員會成員葉傲冬、中委
洪錦鉉昨日與傳媒茶敘，介紹了他們將於2月5日舉行開幕禮的年宵
攤位詳情。

葉傲冬：地區服務不止文康
葉傲冬表示，為配合「點只蛇．齋．餅． 咁簡單」的年宵主
題，民建聯職員特別設計了兩款「賀年圖案」，包括以民建聯會徽
為底稿，加上中國剪紙特色的圖案，寓意民建聯向市民送上新年祝
福；及以「點只蛇．齋．餅． 咁簡單」為主題的得意蛇形公仔，
設計祥和得意，又有新年氣氛。
他笑說：「坊間好多人話民建聯『蛇齋餅 』，既是自嘲亦希望
透過活動，讓市民知道，民建聯的地區服務，不僅限於文康活動，
在其他不同層面都有我們的服務。」

洪錦鉉：盼各黨以民為依歸
洪錦鉉補充，以「點只蛇．齋．餅． 咁簡單」為題，是寓意民
建聯扎根地區多年，成績更是不斷攀升，期望社會反思民建聯的社
區服務，是遠超乎「蛇齋餅 」，盼望不同黨派扎根地區亦要以市
民福祉為依歸，民建聯亦總結經驗，向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務。
在創意產品方面，民建聯今年會主打推出2,000個蛇年福袋及400
件主題襯衫，全部由民建聯會員以成本價供應給民建聯，民建聯再
以成本價於年宵攤位出售給市民。據介紹，每個50元蛇年福袋內含
4款賀年物品，包括印有春節專門設計圖案的蛇年利是封；可以配
合不少賀年菜式烹調的齋冬菇一袋；可與友人拜年時分享的餅乾一
包，以及向日葵種子的 瓜子一包，而主題襯衫則分為紅白兩色合
共400件，售價為每件50元。

「拉布」累民望 反對派多插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自今屆特區政
府上任以來，立法會各反對派議員均無所不用
其極地阻撓政府施政，並刻意挑起無謂的政治
爭拗。香港研究協會昨日公布的調查發現，受
訪市民給予立法會審議議案方面的工作滿意度
僅得2.3分，較2個月前的調查跌0.11分，而在各
立法會直選議員中，多名反對派議員，包括民
主黨的胡志偉，公民黨的梁家傑及「人民力量」
的陳偉業的評分都錄得是次調查的最大跌幅。
是次調查於2013年1月4日至11日進行，成功
訪問了1,347名18歲或以上市民，請受訪者就各
區直選及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立法會議員
最近的表現進行評分，以6分為最高分，1分為
最低分，發現有49%直選議員的評分上升，同
時有49%議員的評分則錄得下跌。

麥美娟跳升3級最勁

在是次調查中，評分錄得最大升幅的是新界
西的工聯會議員麥美娟，最新評分為2.47分，較
2012年11月的調查上升了0.3分，在該區的排名
上升三級至第六位。在是次調查中錄得評分跌
幅最大的是民主黨的胡志偉，得分跌0.33分，但
仍以2.65分在區內排第一，其次是九龍東的梁家
傑及新界西的陳偉業，兩人同跌0.22分，分別得
2.78分及2.36分，後者的排名更下跌3級至第八
位。新界東的葛珮帆亦跌0.21分，最新評分為
2.2分。

何俊仁「超級」排榜末
在「超級區議員」方面，民主黨的涂謹申評
分維持不變，得3.04分，繼續排在榜首；工聯會
的陳婉嫻錄得0.12分的最高升幅，得3.03分，排
名上升一級至第二位，民主黨的何俊仁則錄得
0.03分的跌幅，得2.6分，繼續排在榜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