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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對抗中央是本質 搖擺只為「惜身」
余若薇周日專門出席「佔領中環」論壇，呼籲市民支持違法甚至暴力抗爭。有人會問：余若
薇早前不是質疑「佔領中環」難獲主流民意支持？這也不奇怪，余若薇當初對「五區公投」
，
不也是先搖擺後激進，而且越來越激進？其實，余若薇的激進及堅持對抗中央才是本質，有時
搖擺不過是為了「惜身」
。余若薇自視為參選下屆特首的反對派人選，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她
盼望「佔領中環」為她的「特首夢」抬轎，而她又能夠避免參與「佔中」犯法而失去參選特首
資格。「對抗中央不能當特首」是中央的底線。余若薇一貫堅持對抗中央，對抗中央的人怎麼
能夠當特首？
余若薇周日在「佔領中環」論壇上說：「有些人覺得
一定要用暴力，有些人覺得要非暴力，我呼籲大家應容
納其他人用不同方法爭取普選。」並聲稱 「如果我坐
監可以令香港有真普選，我願意坐監」。余若薇的腔
調，倒是有點「女長毛」的味道。

先搖擺後激進並越來越激進
其實，對戴耀廷「佔領中環」的計劃，余若薇是先搖
擺後激進。余若薇開始時並不認同「佔領中環」
，她與
戴耀廷對話時反問：「佔領中環即使有一萬人支持，卻
有十萬人出來話你令到佢無工開，咁點先？」余若薇說
時頗激動，更引述浸大民調數字，指只有13%港人支持
以激烈手法抗爭，認為堵路方案難獲主流民意支持。余
若薇曾承認：「律師的訓練就是知法守法，職業本能就
是不犯法。」
但很快，余若薇就從質疑「佔領中環」
，變為認同、

支持和煽動市民參與「佔領中環」
。余若薇在港台《議
政四方》節目稱：「如果經過一個小圈子選舉裡面一個
預選，然後再畀香港人選，呢個絕對唔係一個真普選
⋯⋯如果我 選擇假普選，呢個假普選會去到2047年，
大家要衡量，所以我 盡地一煲，希望2017年落實真普
選。」所謂「盡地一煲」
，不僅暴露余若薇目無法治，
而且再次顯示她的賭徒心理。
余若薇本質上是堅持對抗中央的人，她的搖擺性只是
「惜身」的體現。相信市民都會記得，余若薇對「五區
公投」
，也是先搖擺後激進，而且越來越激進。2009年7
月中旬，當社民連黃毓民提出「五區公投」方案後，余
若薇曾質疑是「有些人要走抗爭路線」
，捆綁其他「泛
民」
。後來，余若薇見「道德高地」被社民連霸佔，冒
被譏笑轉 的風險，決定與社民連聯手參與「五區公
投」
。曾刻意以溫和專業中產形象示人的公民黨，在余
若薇主導下，忽然與社民連埋堆走激進路線，令政壇大

跌眼鏡。余若薇參與和策動的「公投綁補選」
，乃抄襲
陳水扁「公投綁大選」
，與當年陳水扁藉推動「公投制
憲」搞「台獨」
，屬同一個模式，走的也是同一條路。
2010年余若薇與社民連茍合，策動「五區公投運
動」，既對抗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憲制權力，衝擊
「一國兩制」底線，而且破壞香港的政治穩定、經濟繁
榮、社會和諧，損害港人福祉。中央明確指出「五區公
投運動」違憲違法後，余若薇不但沒有改弦易轍，反而
變本加厲，提出所謂「全民起義」、「解放香港」口
號，危言聳聽的背後，是挑戰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底
線，甚至不惜訴諸非理性和暴力行徑，其險惡用心，昭
然若揭。

余若薇還是一個缺乏誠信的政
客，過去屢屢欺騙市民，為香港埋
下一個又一個的炸彈。公民黨策動朱
婆婆申請司法覆核阻停港珠澳大橋工程，大橋工程被
迫停頓致費用大幅上升，余若薇卻說港珠澳大橋成本
急升並非因為司法覆核，而是「政府工程延誤的代
價」；在公民黨成員參與的外傭居港權案中，她說外
傭若取得居港權，只會利多於弊，並斷章取義的指不
會造成大批外傭短時間內湧港；由公民黨成員參與造
成的「雙非」問題上，她又說「雙非」問題可減輕人
口老化云云。這顯示余若薇是一個損害香港利益、毫
無誠信的政客。

缺乏誠信 屢屢欺騙市民

煽動「佔中」為「特首夢」抬轎

余若薇對「佔領中環」先搖擺後激進，而且越來越
在全國人大法工委主任委員喬曉陽提出「對抗中央不
激進，進一步顯示她是堅持對抗中央的人。其實，余 能當特首」的底線之後，余若薇對抗情緒極大，一再發
若薇一貫的所作所為，都反映了她對抗中央的立場。 表言論否定「愛國愛港」標準，原因是她自知不符合有
例如， 2002年特區政府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余 關標準，隨時令其「特首夢碎」所致。余若薇在「佔領
若薇同梁家傑、吳靄儀、湯家驊等合組二十三條關注 中環」問題上扭扭捏捏，知法犯法，先搖擺後激進，而
組，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維護國家安全；2004年人大釋 且越來越激進。煽動反對派陣營「盡地一煲」
，煽動市
法，余若薇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攻擊人大釋 民參與「佔領中環」
，目的是為她的「特首夢」抬轎。
法像「核武」
，破壞香港的法治根基，架空特區政府體
正如林肯在抨擊道格拉斯虛偽時留下的名言所說：
制，威脅「一國兩制」
，打擊國際社會對香港和中國的 「你能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某些人，你也能在某些時候欺
信心；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12月對香港政制發展 騙所有人，但是你不能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所有的人。」
作出決定後，余若薇煽動說：「人大決定，不是不可 余若薇一貫的所作所為，都充分說明她是堅持對抗中央
以改變。」
的人，對抗中央的人怎麼能夠當特首？

民記中委增「地力」
多區議員初當選
第十二屆中央委員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新一屆領導層誕生。在是次14名首次當選的中委成員中，有11人為區議

員，加上新當選的立法會漁農界議員何俊賢，進一步增強了黨內的地區議政力量。新當選的中央委員及監察委

古揚邦(*)、朱立威(*)、老廣成

員將於4月19日晚上舉行第一次會議，會上將選出常委會成員、正副主席等領導核心。據悉，現任黨主席譚耀宗

(*)、何俊賢(*)、余麗芬(*)、呂

預料會繼續連任，而5個副主席職務中，現任副主席李慧 、蔣麗芸、張國鈞相信亦會順利連任，而現任秘書長

堅、李世榮(*)、李家良(*)、李慧
、李錦文、周浩鼎、柯創盛

彭長緯及常委陳勇也很大機會再進一步，晉身成為黨副主席。

民 民建聯總部由選舉委員會主持點票，由核數師監票。在此
建聯新一屆中、監委選舉昨日截止投票，並於下午2時在

次的新中委選舉中，62名候選人中，有38人為競逐連任，並全數
順利當選。
民建聯近年不斷提出要求提升黨內議政能力，新一屆中委會成
員包括立法會議員7人、區議員36人，相信是最多區議員當選的
一屆中委會。其中，新當選的包括有深水 區議會副主席黃達
東、觀塘區議員柯創盛、油尖旺區議員陳少棠、沙田區議員李世
榮及離島區議員老廣成等。

何俊賢盼反映基層黨員意見
首次當選中委的何俊賢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形容，這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將地區、漁農界和黨中央更好地聯繫在一起，
建立更好的溝通橋樑，特別是希望參與中委會，使民建聯與漁農
界有更多的聯繫。他坦言，自己過往作為基層黨員，真正參與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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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早前接納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
務委員會及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
會的建議，維持公務員及紀律部隊的入職薪酬
不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昨日在立法會
委員會回應議員質詢時指，雖然採納部分薪酬
點較私人市場低，但不少公務員職位仍吸引不
少應徵者，相信是次採納的入職薪酬仍有吸引
力。

郭偉強恐政府「青黃不接」
在昨日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
議上，工聯會勞工界議員郭偉強提問，指公務
員團隊「青黃不接」或老年化問題逐步浮現，
其後更會出現退休潮，憂慮新入職薪酬可能與
就業市場福利差距未能吸引年輕人加入公務員
團隊，質疑現時堅持與私人市場相約的方針是
否需檢討。
鄧國威在回應時表示，現時公務員職位招募
情況不錯，相信仍是有吸引力的職業，並強調
於2000年入職的流失率仍處於低位，並無顯著
變化。

梁志祥憂就業市場不平衡
民建聯議員梁志祥則提出，部分政府職位薪
酬比私人市場高，可能影響私人市場參考點，
憂慮公私營就業市場間出現不平衡。鄧國威表
示，同意公務員入職薪酬與私人市場貼近，但
當局不能與市場脫節。
委員會又討論到政府公務員隊伍聘用少數族
裔的問題。鄧國威表示，公務員招聘不會考慮
種族因素，但會注重「兩文三語」，同時會不
斷檢討公務員的語文要求以貼近實際工作需
要。近年，有部門在不影響運作下適當調整中
文要求，並同時接受非本地公開試資格，讓更
多少數族裔可應徵公務員，惟公務員招聘的原
則是在公平公開制度下，讓不同應徵者競爭，
故不會為聘請多少非華裔人士設定標準。

(*)、洪連杉、洪錦鉉、徐紅英、

務較少，因此希望未來可以藉 中委的平台，學習黨務工作，亦
期望協助反映基層黨員的意見。
新選出的52名民建聯中委會成員，將於本月19日（周五）互選
產生常委會，再選出黨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及司庫。為做好未
來的交班接棒，民建聯今屆決定全面擴大領導層人數，新增設1
名副主席、1名常委、2名中委及3名監委，並將於周五的新中委
會通過新的副主席和常委數目。

彭長緯陳勇獲睇好當副主席
據悉，現任主席譚耀宗很大機會「 莊」
，在未來兩年繼續執
掌民建聯，蔣麗芸、張國鈞、李慧 亦預料會順利連任副主
席。
至於因劉江華轉任特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而留下的副主
席，以及新增設的副主席，據了解將很大機會由彭長緯及陳勇擔
任，以更好地加強民建聯中央與地區的聯繫工作。

袁靖罡、張國鈞、張晴雲、許華
傑、陳勇、陳少棠(*)、陳克勤、
陳

鑌、陳曼琪、陳國華、陳博

智(*)、陳維端、陳學鋒、陸地、
彭長緯、馮培漳、黃建彬(*)、黃
建源、黃國恩、黃達東(*)、楊文
銳(*)、楊位款、楊鎮華(*)、葉傲
冬、葛珮帆、劉國勳、潘進源、
蔣麗芸、蔡素玉、鄭泳舜、黎榮
浩、盧懿杏、鍾嘉敏、簡志豪、
譚榮勳、譚耀宗、蘇愛群
註：*為新當選中央委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特區行
政長官梁
振英（右）
昨日中午
在禮賓府
會見訪港
的重慶市
市長黃奇
帆，就雙
方關注的議題
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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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鴿要求提高立會參選門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政制事務
另外，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主任李柏康在會上
委員會昨日討論改善目前的選舉論壇安排，民主黨 指出，選舉管理委員會於去年的立法會選舉，共接
主席劉慧卿稱，目前只要獲得100名選民提名，就 獲38宗有關選舉論壇的投訴，較2008年選舉時僅3
可以成為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候選人人數眾多，令 宗大幅上升，有需要諮詢議員是否需要改善安排。
傳媒及相關機構在舉行選舉論壇時出現困難，故建 「人民力量」議員黃毓民稱，政府考慮檢討的做法
議當局提高立法會選舉的門檻。
是「多此一舉」
，指有關選舉論壇的投訴增加，可
能因選情激烈，及市民已習慣用這種方式表達意見
劉江華：為公平門檻依舊
有關，又認為現時指引已要求傳媒舉辦論壇時，必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回應時強調，為 須符合公平和平等的原則，倘政府修訂規定，容許
提供一個公平的選舉，當局不會為遷就論壇的安排 傳媒毋須邀請所有候選人，可能會令部分候選人表
而提高參選的門檻。
達政綱的機會被剝奪。

公民黨籌款 唐唐捐紅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民黨將於4月
19日晚舉行該黨成立7周年的籌款晚宴，每圍 要
價1.2萬元。該黨主席余若薇及黨魁梁家傑等昨日
舉行簡介會，預告晚宴上的節目。他們透露，前政
務司司長唐英年捐出一箱12支的紅酒、行會成員陳
智思則捐出畫作等，將在晚宴上拍賣募捐。

被問及屆時特區政府高官會否「賞面」出席時，
梁家傑在昨日的記者會上稱，他已邀請新任平機會
主席周一嶽與藝人黃耀明合唱《禁色》一曲，而問
責官員當中，暫時只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
樑答應出席。他稱未有邀請行政長官梁振英，因該
黨相信對方的「敵我矛盾」觀念強。不過，同場的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就「踢爆」
，指梁振英在當
選特首前，也曾以行會召集人身份向他們捐款。

戴耀廷日前撰文提出「佔中核爆
論」，指行動「所產生的『破壞
力』，將不止於『爆炸』的那一
刻，更長遠的影響是，⋯⋯擁抱這
個信念的公民，將繼續進行各種各
樣的不合作運動，那才會真正令香
港癱瘓，而不只是癱瘓中環，令香
港成為一個難以管治的地方。」
「真正『核破壞力』
，是在『核爆後』
再引發的『核擴散』
」
。看來，戴耀
廷已經完全撕開了所謂「愛與和平」
的虛假外衣，表露了「佔中」的本
質，就是要令香港變成核爆災區，
成為一個難以管治的地方。700萬
市民的身家安全，無辜成了反對派
威脅中央的籌碼。
戴耀廷一直以核爆來形容「佔領
中環」行動，這正正暴露出「佔中」
行動的危害性。核爆的結果是什
麼？什麼是核爆災區？看看20多年
前烏克蘭切爾諾貝爾發生的核爆事
件就一清二楚。核爆後周邊地區毀
於一旦，35萬多居民被迫撤離，該
區20多年成為了寸草不生的「鬼
域」。更不要說二次世界大戰後
期，美國於日本廣島、長崎投擲的
兩枚原子彈，幾乎將兩個城市夷為
平地，核輻射擴散更危害了幾代的
日本人，這些就是真正的核爆。戴
耀廷要將「佔領中環」比肩核爆，
就是表明行動不只要核爆中環，更
要癱瘓香港，並且猶如核擴散般令
香港長期難以管治。
「佔領中環」從來都不是一個普
通的政治抗爭行動，否則每年「七
一」遊行，社民連、「人民力量」
都會帶領一班憤青去佔領中環要
道，與警方對峙一晚，然則他們早
已完成了「佔領中環」，何須戴耀
廷再倡議一次？現在反對派全力策
動的「佔中」行動並非是激進派
「野貓式」的政治衝擊，也不是一
次性行動，而是要集結一股反政府
的政治力量，持續地進行各種「公
民抗命」、以違法手段發動政治抗
爭行動，目標不只是中環，而是令
整個香港陷入不能管治、天下大亂
的狀態，造成不能承受的政治後
果，以此迫使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
接納其普選訴求。
如果行動成事，香港勢將成為另
一個核爆區，今日「佔領中環」，
明天圍堵九龍，後日癱瘓新界；違
法的政治抗爭無日無之，結果不但
令到香港再無寧日，社會無法無
天，經濟停頓空轉，市面秩序蕩
然，外資紛紛撤走，更令特區政府
卓
陷入持續不絕的政治漩渦之中，難
以再有效施政，各種經濟民生矛盾
偉
不斷積累，民怨不斷激化，香港的
繁榮也將毀於一旦。
對於「佔中」的危害性，任何負責任的傳媒理
應如實報道，讓市民知悉後果。但《蘋果日報》
卻在不斷淡化影響，在昨日報道中竟指「由於運
動會事先公佈詳情，警方及公共交通會一早有應
變及部署，所以未必會引致交通完全癱瘓」。
《蘋果》的意思是只要當局預早作出安排，「佔
中」對交通影響不大。然而，萬人堵塞中環要
道，整個中環交通陷入癱瘓，港鐵出口被團團圍
住，當局還可作出怎樣的交通安排？如果「佔中」
影響真的如《蘋果》所言般影響有限，反對派豈
非故意示弱，白忙一場？《蘋果》的說法是自相
矛盾，也是居心不良，故意淡化「佔中」對社會
不同方面的禍害，誤導市民。
戴耀廷揚言「核爆中環」，《蘋果》立即附和
指影響不大，這說明《蘋果》為了政治已經失去
理智，失去傳媒應有的責任與良心，一心要將香
港推向「核爆」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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