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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中情局僱員斯諾登匿身香港，揭露美國政府自

2009年開始入侵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電腦，引起了社會輿

論的強大反響。由於事件涉及社會整體利益，所有從政

人士不論什麼黨派都應捍衛港人福祉，要求美國作出交

代，並立即停止入侵香港電腦。民建聯等各界團體到美

國駐港領事館抗議，批評美國侵犯人權；建制派議員並

去信內務委員會，要求在立法會質詢本港網絡安全的問

題。然而，一向將人權掛在口邊的反對派頭面人物，至

今卻是噤若寒蟬，不但不對事件表態，更對美國惡行沒

有絲毫批評。

噤若寒蟬對美國惡行無絲毫批評

斯諾登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入侵香港電腦的詳細紀

錄，成功率達75%以上。此舉既犯法，亦不道德，何以

反對派頭面人物仍然不敢向美國指責一句？公民黨主席

余若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

銘、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早前還在高調鼓吹

「佔領中環」，現在卻彷彿人間蒸發。過去每當發生有關

人權、私隱事件，余若薇、李柱銘等必定第一時間出來

指責，並且無不例外地將矛頭指向內地。但他們對於美

國的侵權行徑竟然不發一言，不但反映他們的雙重標

準，更暴露了他們與美國不可告人的關係。

余若薇、陳方安生、李柱銘、陳日君四個人都有一個

特徵：就是他們都與美國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多年來一

直與美國駐港領事館在密室之中策劃了多宗政治行動，

深得美國政府信任。在這幾個人中，余若薇的禁聲在於

「特首野心」。她一直是美國積極培養的對象，美國前總

統克林頓、前國務卿希拉里訪港時，更分別單獨會面。

「維基解密」事件顯示，當李柱銘逐漸淡出，美領事館急

於尋找新代理人時，在一份名為「The King is Dead，Where

is Our Queen？」(國王已死，女皇何在？)的文件中，就指

陳方安生和李鵬飛均曾向美國駐港領事館建議，余若薇

是最適合接替李柱銘作為領導整個反對派的人選。自此

之後，余若薇被視為反對派「共主」。美國等外國勢力的

打算是催谷余若薇民望，並且整合反對派各個山頭，先

爭取一個保證反對派入閘的普選方案，再推出余若薇出

選，藉此奪取香港管治權。美國對余若薇栽培有功，公

民黨也是由美國通過李柱銘拉線成立，她又豈敢得罪美

國老闆，對斯諾登事件自然是不發一言。

不敢得罪美國 四人各有原因

陳方安生的噤聲在於「權力慾望」。自從她在辭去政

務司司長一職後，不得已淡出政壇，這對於權力慾極大

的她來說當然不甘心。是美國駐港總領事讓她代表反對

派參加立法會補選，令她重返政壇並短暫擔任反對派

「共主」。她知道其在反對派的地位和政治力量都是美國

給予的，要保持權力地位就必須靠擺美國效犬馬之勞。

因此，「五區公投」時她積極配合促成其事；到現在

「佔領中環」，她又糾集港英舊部及外國金主，組成「香

港2020」，這些都是為了向美國主子邀功表現。對於斯

諾登事件，她所謂的「香港良心」早不知丟到哪去了？

李柱銘的噤聲在於「精忠報美」。李柱銘一直是英美

勢力在港的代理人，在他擔任民主黨主席時，每年都要

去一次甚至多次華盛頓，匯報香港政情及出席美國會的

聽證會。當年美國軍機以導

彈轟炸中國大使館，造成20多

人傷亡，面對同胞枉死，他竟然

在立法會上以英文發言為美國辯護；其

後中美軍機在海南相撞，李柱銘又為美國說項。到了

2008年京奧，他甚至撰文「請求」小布什向中國施壓，

這些都說明李柱銘一直都是效忠美國，為美國的利益服

務，多年來始終如一，奴性難改，試問又怎會批評美

國？

不捍衛港人利益怎會忠於香港

陳日君的噤聲在於「利慾薰心」。他一向熱衷政治，

也是美國駐港領事館控制反對派的重要棋子。2007年港

島區立法會補選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壹傳媒主席黎智

英和李柱銘，透過所謂「飯敘」干預選舉，強推陳方安

生參與補選，並勸退民主黨成員甘乃威等。陳日君更是

「五區公投」的幕後黑手之一，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

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現在「佔領中環」行

動，陳日君更公然違背教區的立場，在教會內呼籲教徒

參與「佔中」。不過，陳日君的工作也不是白做，反對

派金主黎智英幾年來共給予他2,000多萬元捐款，但有關

款項不知來自何處，但就每年都恍如酬勞般發放，而陳

日君也沒有告知教會。在這種「金錢關係」下，陳日君

又怎會批評幕後老闆呢？

斯諾登揭露的美國政府入侵香港電腦的惡行，引起本港社會的震驚和憤怒。然而，一向將人

權掛在口邊的余若薇、陳方安生、李柱銘、陳日君等一眾反對派頭面人物，對此卻一言不發。

其實，這次斯諾登事件就是一面照妖鏡，將一些反對派政客的不堪嘴臉表露無遺。在關係社會

利益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他們根本不敢捍衛港人利益向美國說「不」。請問，這些人又怎可能

真心為香港謀福祉，忠於香港？外國勢力千方百計讓他們的扯線公仔奪取香港管治權，不過是

要將香港變成反華的橋頭堡，廣大市民必須睜大眼睛看住這些「吃裡扒外」的反骨仔。

美侵港電腦余若薇、陳方安生、李柱銘、陳日君在哪裡？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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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校董會昨日以大比數通

過遴選委員會的推薦，委任鄭國漢

為新一任嶺大校長。鄭國漢獲正式

委任前，昨午出席師生諮詢會，與

約300名嶺大師生校友會面，期

間，一批學生在場內展示標語，抗

議校方遴選過程沒有學生參選，並

質疑鄭國漢在《基本法》23條立法和

國民教育等問題上的立場。學生會代

表聲言，校董會通過鄭國漢的校長任

命，不排除在新學年發起不合作運

動，包括罷課。

校長人選出席師生諮詢會，是讓嶺

大師生向校長人選提問校政的好機

會。嶺大目前面對不少發展問題，值

得嶺大師生上下共同關注。校長人選

的大學管理經驗和學術背景，應是諮

詢會上的重點內容。然而，整場諮詢

會從開始已演變成學生對校長人選的

政治批鬥大會，學生期間大問鄭國漢

各種與大學發展和學術背景無關的問

題，嶺大學生會更計劃發起不合作運

動，拒絕承認鄭國漢為嶺大校長，甚

至不惜以9月罷課威脅校董會不任命鄭

國漢，把唯一一位校長人選拉倒。這

不符合嶺大學生謀求嶺大發展的常

理。

問甚麼樣的問題反映提問者要揀選甚

麼樣的校長。嶺大學生會集中關注反對

派關心的政治課題，以反對派的準則判

斷校長人選是否合適，脫離實事求是、

以學術背景為遴選大學校長的準則，這

反映出學生會就是要推舉一名為反對派

政治立場服務的校長。

原本只屬嶺大內部事務的遴選校長諮

詢會，變成反對派連線批鬥的角力場；

嶺大學生會把一名沒有政黨背景的學

者，以各種政治傳言上綱上線，學生代

表成為校長遴選過程中反對派的代言

人，這和學聯以及反對派幕後撐腰有千

絲萬縷的關係。事實上，嶺大學生會和

學聯一直關係密切，直接發揮了反對派

刻意培植大學組織作為政治傀儡的先鋒

作用。學聯秘書長、嶺大學生會前會長

陳樹暉在新校長人選公布後，即向外大

肆抨擊作風溫和的鄭國漢，認為鄭國漢

與學聯支持「佔中」的激進立場有分

歧。嶺大學生會會長葉泳琳本身亦是學

聯成員，她在今年4月中，便為職工盟

發動的碼頭工潮籌款擺設街站，積極宣

傳激進罷工行動。

除嶺大學生會已被反對派及學聯滲透

外，鄭國漢從一開始亦已被反對派喉舌

嚴重扭曲為一個政治化人物，為學生在

諮詢會上提供了重要材料。嶺大校長遴

選委員會於本月7日宣布推薦鄭國漢為

新校長人選，翌日《蘋果日報》即以大

篇幅報道嶺大會淪為「梁粉」樂園，極

力標榜鄭國漢不支持學生違法的勸諭，

煽動反對派內部情緒，為反對派呼應

「佔中」搖旗吶喊。

大學是求取學問的地方，大學生應以

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探討校長在大學

發展中的宏觀角色。嶺大學生會代表和

某些嶺大學生在諮詢會的表現，完全違反大學生理

性思考的應有本分，學生會為求履行反對派的政治

任務，竟然指責鄭國漢是特首梁振英派到嶺大、中

聯辦操控鄭國漢等，這些無中生有的指控，竟然當

成事實向鄭國漢大興問罪，脫離了諮詢會重學術、

講校政的原意，這凸顯了香港出現政治干擾學術的

危險現象。

香港擁有獨立自主的學術傳統，這是本港多所

大學能在全球大學排名中名列前茅的一個重要原

因。但嶺大遴選校長風波令人關注到反對派利用

學生干預院校獨立自主的問題。雖然嶺大遴選校

長塵埃落定，但是反對派支配學生會把大學校長

政治化，成為政治干預學術的一大隱憂，引起社

會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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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健盼當好「橋樑」
助港媒北上採訪

林煥光：辣招如退燒藥適時服駐軍遷夜靶減噪
葉國謙讚順民意

國務院任命楊健為港中聯辦副主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駐港解放軍近期於晚上在
粉嶺練靶場演練，有附近居民
向傳媒投訴受到槍炮聲的滋
擾，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昨日表
示，他已於上周五去信駐港部
隊司令員，反映居民的心聲，
並於昨日接獲駐軍的口頭回
覆，承諾會更改晚間的練靶位
置，由粉嶺練靶場轉到青山練

靶場。他歡迎駐港部隊迅速回應了居民的訴求。
近期，有鄰近解放軍駐港部隊粉嶺練靶場的綠悠軒居民投

訴，指他們最近由清晨6時許至晚上10時都聽見炮聲，感到受
滋擾。為此，葉國謙於上周五去信駐港部隊，反映粉嶺靶場
附近居民希望駐軍停止晚上射擊訓練的訴求，並於昨日接獲
駐軍的回覆，表示考慮到附近居民的意見，決定日間會繼續
在粉嶺進行練演，但晚間的演練就會改到附近沒有居民的青
山練靶場進行。
葉國謙表示駐港部隊聽取居民的訴求，從善如流作出改

善，又認為粉嶺練靶場存在多年，不應因是次事件而搬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會議非
官守成員召集人林煥光昨日在接受一網台節目
訪問時談及「港人港地」等樓市辣招。他說，
身為行會成員，他了解到社會關注有關措施的
副作用，但就認為若然等到工商廈亦炒至「鑊
氣 」，再推出辣招就太遲：「好比退燒藥雖有
副作用，發燒至燒壞腦才服用就為時已晚。」
林煥光昨日在接受網台節目訪問時承認，特

區政府的樓市辣招難免「殺錯良民」，如有不少
外資確有實際需要在港購買住宅，但認為倘待
至工商大廈也「炒到 」時才出招就會太遲。
他並評論到今屆特區政府施政遇到的不同困

難，坦言根據目前的政制安排，行政長官與立
法會的權力來源不同，兩者無共通的基礎，而
無論建制派或反對派之間都出現較以前多的分
裂，同時各方均以各自利益為依歸，而行政一
方則欠缺政黨基礎，故較容易出現現時的僵
局。
他舉擴展堆填區為例，立法會各黨派對此就

寸步不讓，建議各黨派就民生議題理應共議尋
求共識。

「執政聯盟」現實難行
林煥光認為，根據《基本法》的現行規定，

所謂「執政聯盟」
在現實上難以談
起，但他日行政
長官競選時可公
開表示尋求政黨
為盟友，又認為
香港未來全面直
選立法會時，倘
繼續以比例代表
制選出直選議
席，會令政黨分
得太小，不利於
達至共識，施政
上會有困難，甚
至拖延過長，故
建議參考其他國
家及地區的安排。
被問及一旦取消界別議席，將難以維護各界

別的利益。林煥光認為，在參考不同有直選國
家及地區的經驗後，工商界也會得到不同的左
中右的政黨維護利益，不一定要功能團體選出
才可保障工商界利益，而直選亦未必會令議會
變得民粹，而回顧近200年選舉歷史的運作經
驗，甚至會令政府施政及地區等運作更好。

中新社香港17日電 據悉，國務院日

前發出通知，任命楊健為中央人民政

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

任，郭莉不再擔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

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

楊健生於1958年，江西安福人，此

前擔任廣東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

廣東省廣電局局長、黨組副書記，南

方報業傳媒集團管理委員會主任、黨

委書記，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公司董事

長、黨委書記等職。

郭莉生於1952年，黑龍江齊齊哈爾

人，2003年9月出任中央政府駐港聯絡

辦副主任。郭莉已超過中央規定的任

職年齡界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中聯辦早前剛完成新

一輪的主要官員任免工作，曾為傳媒行家的前南方報業傳媒

集團公司董事長楊健履新，赴港擔任中聯辦副主任，分管宣

傳文化工作。他昨日首次正式在一公開活動上與香港傳媒行

家會面，強調自己未來務求當好「橋樑」角色：「當好我們

內地和香港傳媒溝通、交流的橋樑，能夠協助我們香港媒體

進一步擴大對內地新聞的採訪、報道。」他又讚揚香港記者

非常敬業：「我們香港的記者來得早，走得晚，提問最踴

躍，我對此非常欽佩。」

從事新聞逾20載
從事新聞工作20多年，同樣是記者出身的楊健在活動上

一見到香港傳媒行家，便笑 直言：「感覺非常熟悉、非
常親切」，他亦相信今後和大家的交流，一定非常自然、非
常愉快。曾在廣東媒體和省委宣傳部工作，他形容廣東和
香港地緣相近，人緣相親，語言相通，「我們很多媒體的
記者經常到廣東採訪，我們有些媒體也在廣東開設記者
站，相信這些都有助於我更快地融入香港的工作」。
此次擔任中聯辦分管宣傳文化工作的副主任，楊健希

望，能像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所說的，在香港新聞界多交朋
友、廣交朋友、深交朋友，交知心朋友，更好地為大家服

務。「我很樂意來香港中聯辦工作，能夠為『一國兩制』
事業做一點事情，感到很榮幸。」他期望，能夠在內地和
香港的新聞出版、文化、體育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上，做
一些事情，為大家服務。

讚港記專業敬業

過往在廣東工作時，楊健曾主持不少新聞發布會、記者
見面會，亦與不少香港記者打過交道。他讚揚，香港媒體
給他的印象是非常敬業，因為香港的新聞競爭很激烈，媒
體開放度高，多元聲音並存，感覺到香港記者非常專業、
非常敬業，工作非常投入。「我們香港的記者來得早，走
得晚，提問最踴躍，我對此非常欽佩。」

■林煥光指辣招或有「副作

用」，但倘等到工商廈亦炒

至「鑊氣 」，再推出辣招

就太遲。 鄭治祖 攝

■ 楊 健 強

調，自己未

來務求當好

「橋樑」角

色。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攝

楊健簡歷
楊健，男，漢族，1958年12月生，江西

安福人。1975年11月參加工作。中央黨校
研究生學歷。此前擔任廣東省委宣傳部常
務副部長，廣東省廣電局局長、黨組副書
記，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管理委員會主任、
黨委書記，前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公司董事
長、黨委書記等職。現任中央政府駐港聯
絡辦副主任。

1975年至1976年 江西省安福縣知青

1976年至1980年 江西省地質局區域地質
調查大隊工人

1980年至1984年 江西大學中文系學生

1984年至1996年 新華社江西分社記者，
採編副主任、採編主
任，副社長、代社長、
黨組副書記

1996年至2000年 新華社江西分社社長、
黨組書記

2000年至2007年 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
黨組書記（1999年至
2002年中央黨校研究生
院在職研究生班學生）

2007年至2012年 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
長，廣東省廣電局局
長、黨組書記、黨組副
書記，南方報業傳媒集
團黨委書記

2012年至2013年 廣東省委宣傳部常務副
部長，廣東省廣電局局
長、黨組副書記，南方
報業傳媒集團黨委書
記、管理委員會主任，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公司
董事長、黨委書記

2013年至今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
主任

■資料來源：中聯辦網站

■葉國謙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