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聯網和新媒體的快速發展，為社情民意的表達
提供了新機會和新管道。但是，越來越多的網絡民
調卻不免讓人們產生疑慮：對網絡民調的不合理設
定，對結果的不恰當應用，極有可能會掉入「資訊
陷阱」。這樣，非但沒有反映出社會主流民意，反
而捏造出民意的假象，蒙騙了一些非理性的群體。
網絡民調結果經主辦方蓄意操控、無良傳媒惡意
炒作、反對派陣營肆意曲解，儼然可以把荒唐的民
調結果變成離奇的社會現實，猶如把原本晴朗的天
空形容得烏雲密佈。

網民構成極不均衡
本港網民結構呈現「兩頭小、中間大」的格局，

即：長者和幼童較少，年輕人是主體。政府統計處
2013年5月發佈的報告顯示：網民總數約為458.01
萬（10歲及以上人士在統計前12個月內曾使用互聯
網服務的數目），僅佔人口總數的六成左右；45歲
以上的群體中，有50.7%的人士不使用個人電腦，
即有更多的人士不使用互聯網。可見，網絡參與行
為在年齡分佈上呈現年輕化趨勢，30歲左右的年青
網民是網上的活躍群體，更傾向於在網絡上發表意
見和評論，觀點表達也更加積極主動。
分析網民構成和人口分佈，不難得出結論：半數

以上市民的意見未能通過網絡表達民意、反映情
況。

網絡民調極易「操控」
互聯網具有匿名性，網民和機構的進入門檻均比
較低。網絡民調的主辦方可以就程序設計進行自由
調整，也可以在程序中設置「後門」，輕鬆實現既
定的目標和意圖。在投票進行中，反對派可以肆意
組織並鼓動支持者參加投票，利益集團可以發動各
類資源鼓動人員參與。2012年3月23日舉行的所謂
的「全民選特首」投票中，總部位於花園道與皇后
大道中交界處的某集團發動職員參與投票，試圖操
控網絡民調結果。
在缺乏外在揭發的情況下，這樣的操控行為具有

傳染性，因為不組織人員刷票的機構，也可能在所
謂的「網絡民調」中落敗。這樣的遊戲中，比拚的
不再是題目本身，而無恥地變為誰比誰更沒有底
線。導致的結果是，將偏頗的結果作為公共輿論和
民意代表誤導大眾。
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前夕，本港某傳媒網站舉辦
了主題為「網上特首投票」的網絡民調，在同一天
同一時段內有單一來自同一地點的電腦IP位置投票
或登入達2476次，而投票取向均集中在某一候選人
身上。類似的「造馬」做法直接損害投票公正性，
有良知的主辦單位理應暫停民調。若是無良的民調

機構，則會大肆藉對其有利的數據，讓充斥不實和極端情緒的
結果誤導公眾。

鍾氏投票極具誤導性
根據傳媒披露，此次元旦「全民投票」的話題均預設了立場，在
提及「提升選委會的代表性」和「提名程式包括公民提名元素」時
定義為「應予」，而提及「篩選機制」時定義為「不應設」。這三
個話題，不僅脫離了法律框架，而且都是已經給出基本立場與既定
答案的調查，具有十分明顯的誘導性。
學界認為，誘導性詢問又稱「暗示詢問」，是指詢問者為了獲得
某一回答而在所提問題中添加有暗示被詢問者如何回答的內容，或
將需要被詢問人作證的有爭議的事實假定為已存在的事實加以提
問。筆者分析認為，誘導性詢問分四種情況：虛偽誘導、錯誤誘
導、記憶誘導和詰難誘導。「全民投票」屬於哪一種誘導？答案不
得而知。對此，「佔中」發起人卻大言不慚地稱「全民投票問題無
預設」，充分體現了其虛偽性，毫無職業操守和專業精神，失去了
基本的道德倫理，具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互聯網作為民意表達的一個場所，其中很可能摻雜一些超越法

治、脫離實際、片面過激的資訊，這是一個重要特徵。鍾氏投票，
不能跟網絡民意之間畫等號；網絡民意，亦不能跟現實社會主流民
意之間畫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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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鴻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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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兇極惡的安倍選擇在其上台周年之日的12月27日
拜鬼，是經過精心策劃、準備和算計的。然而，安倍
打錯了算盤。他之所以不顧身邊的人規勸，不顧中韓
的反對，不顧美國多次不公開的悄悄警告，而獨斷專
行地突擊拜鬼，自以為是在玩一張穩操勝券的王牌。
他認為參不參拜靖國神社，日中關係、日韓關係都一
樣好不了也壞不到哪裡去，依然會政治冰涼，經貿照
舊熱絡，甚至妄圖把拜鬼作為一張政治外交牌打，以
迫使中韓讓步。至於美國方面，他以為奧巴馬政府會
如同前小布什政府一樣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保持
中立態度。安倍如意算盤是在得意忘形、頭腦發昏、
錯估形勢的情況下做出的。甚至可以說，安倍的狂妄
已到了發瘋的程度，好似患了政治瘋牛病一樣。

安倍好似患了政治瘋牛病
安倍拜鬼在2013年末在東亞製造了強烈的政治地
震，而出乎安倍及其右翼勢力集團意外的是，這場安
倍拜鬼政治地震非但沒有嚇倒中韓，迫使中韓讓步，
反而使中韓升級對日的緊張關係，升級對日的反制，
升級對安倍的批評和抵制。將為此付出嚴重代價的不
僅僅是安倍及其內閣，更是被安倍蒙蔽和牽連的日本
民眾，以至於累及整個日本民族。正如韓國一位議員
一針見血指出的那樣，德國前總理勃蘭特下跪，對法
西斯主義侵略罪行真誠表示懺悔和謝罪，德國總理一

人跪下，而站起來和崛起的是整個德國民族；安倍首
相否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而拜鬼，站的是他一
人，而倒下的卻是整個日本民族。
安倍拜鬼政治地震也震醒了美國，震醒了深夜睡夢

的白宮，使奧巴馬政府對不聽話的安倍及其政治野心
也提高了政治警惕，當即通過駐日大使館發出聲明，
罕見高調地對安倍表示不滿和失望，而且接又升級
到政府層級，由國務院再次重申對安倍的失望和不
滿。這勢必對日美關係和日美同盟帶來無可避免的
「負面影響」。果不其然，次日美方就取消當天美日
防長通話的約定安排。其實，之前美國已向安倍發出
了警示信息，公開拒絕了安倍政府關於修改美軍駐日
協定的要求，國務院發言人予以明確駁回：美國不同
意修改美軍駐日協定，也從未打算修改該協定。
中國政府向來從維護中日關係和東亞和平穩定的大

局出發，對安倍及其內閣主要成員如外相、防務大
臣、內閣官房長官對中國的挑釁言行，都限於由外交
部發言人或偶爾由副部長出面作出反應予以回擊。此
次安倍拜鬼，中國政府當即由外交部長王毅召見日本
駐華大使，代表中國作出了強烈的抗議和譴責，罕見
強硬表態，對日方挑戰中日關係底線將奉陪到底。中
方接升級到副總理級別的高層，由主管外交的國務
委員楊潔篪代表再次重申了對安倍拜鬼的嚴正立場和
強硬表態。很顯然，中方對安倍拜鬼集中反映出日本

軍國主義復辟的危險與危機決不會坐視不管，中方勢
必百倍警惕、百倍精心的加強反制和主動出擊，決不
會讓安倍復辟軍國主義的野心得逞。

美中韓戳穿安倍的詭辯
美中韓此次對安倍拜鬼作出的如此罕見強硬表態反

制，不僅戳穿了安倍同既往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一
樣不應成為政治外交問題的詭辯，也揭露了安倍復辟
軍國主義的狼子野心，也讓日本人民、亞洲人民、世
界人民進一步看清安倍的本來面目。
不錯，在安倍之前有過在任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

社，但他們參拜與安倍的此次參拜在性質程度上有所
不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兩人，一位是在任上恢復
中日邦交的田中前首相，一位是安倍的政治導師小泉
前首相。田中雖然參拜靖國神社，但在言行上不否認
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並為之道歉，而且不以中國
為敵，並同中國友好相處。小泉前首相雖然連續六次
參拜靖國神社，使日中關係降至低點，但他不認為中
國的崛起是威脅，而認為是日本經濟發展的機遇；他
沒有公開否認二戰日本侵略罪行，而且繼承和堅持
1993年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關
於承認二戰期間日軍強徵慰安婦並為之道歉的「河野
談話」，以及1995年時任首相村山富市代表日本政府
關於承認日本二戰侵略罪行，並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
歉意的「村山談話」。再者，小泉在其首相任內也沒
有表現出搞軍國主義復辟的言行。這也正是中韓儘管
對小泉堅持參拜靖國神社表示強烈抗議和譴責，但對
日本仍維持政冷經熱的和平相處。特別要指出的
是，從田中前首相到小泉前首相，他們在釣魚島主權
爭議問題上都遵守中日領導人之間達成的擱置爭議、
留待後人解決的共識，沒有出現過惹是生非的問題，
在釣魚島問題上相安無事。歷屆美國政府也正是基於
以上情況，沒有對田中、小泉等在其首相任內參拜靖
國神社進行譴責。

然而，安倍二進宮
上台後，就對在其上
次任內沒有拜鬼多次
表示「極度悔恨」，
由此安倍開始不斷否
認二戰日本法西斯侵
略戰爭罪行，宣稱
「侵略定義無定論」，否認日本戰敗後東京國際法庭
對日本戰犯的嚴正審判，認為給日本戰犯定罪是「由
戰勝國定的，不是由日本定的」，否認其合法性，特
別是安倍多次露骨表示要修改「河野談話」和「村山
談話」，否認二者的認罪謝罪精神。與此同時，安倍
大肆炒作渲染「中國威脅論」，以中國為敵，為對抗
中國，加緊修改和平憲法、解禁集體自衛權，大規模
擴軍備戰，加快推行「戰爭國家」的步伐。安倍甚至
忘乎所以，洩露「天機」，帶頭高舉雙手三呼「天皇
陛下萬歲！」，圖謀復辟皇權和神道，要把日本恢復
成二戰前可以發動戰爭的「正常國家」，以及完成其
祖輩戰犯們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未竟「事業」。

美國須收緊美日軍事同盟這條狗鏈
正是這樣一個徹頭徹尾的軍國主義首相，借助強行通
過《特別秘密保護法》，「國家安全保障委員會」，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計劃大綱》和《中期防
衛力量準備計劃》即所謂「安倍三箭」，把安倍自己打
扮成了集海陸空三軍大權於一身的統帥，警察部隊司
令，把日本打造成「警察國家」和「戰爭國家」。安倍
不僅對日本、對中國，而且對美國、對亞洲和世界而
言，都是無比危險的人物。世人和國際社會不可不警
惕，不可不防備！尤其美國，還有中國，當然還有日本
人民應是防止安倍復辟軍國主義的主力軍，而美國更是
主導者，手中握有制服安倍及其極右內閣的殺手鐧。美
國如不能及時收緊美日軍事同盟這條狗鏈，一旦看門狗
掙脫鎖鏈變成瘋狗，就後患無窮了！

蒯轍元

安倍悍然拜鬼 打錯政治算盤
安倍晉三冒天下之大不韙，倒行逆施、狂妄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安

倍拜鬼當即遭到中韓美三國和國際社會以及國內廣大民眾的抗議和譴責、憤怒和不滿，成為

過街老鼠人人喊打，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安倍不僅對日本、對中國，而且對美國、對亞洲

和世界而言，都是無比危險的人物。世人和國際社會不可不警惕，不可不防備！尤其美國，

還有中國，當然還有日本人民應是防止安倍復辟軍國主義的主力軍，而美國更是主導者，手

中握有制服安倍及其極右內閣的殺手鐧。美國如不能及時收緊美日軍事同盟這條狗鏈，一旦

看門狗掙脫鎖鏈變成瘋狗，就後患無窮了！

特首梁振英的地區活動一直受人注目，從他上
任開始就有不少人趁機向他表達意見，支持及反
對他的人士不時同場對罵，有時甚至引起衝突，
要大批警員維持秩序。於是就有意見認為，梁振
英落區頻頻辦諮詢，浪費不少人力物力，倒不如
節省一下，也讓地區的市民樂得安寧。

特首聆聽民意應予肯定
筆者認為，梁振英的地區活動是否得宜，至少
應該從多方面去審視，客觀、公正地評論。梁振
英在競選期間就一直到不同地區聆聽民意，也承
諾當選後會繼續落區，與市民會面。現在梁特首
面對市民，不就是以行動信守承諾嗎？
當然，如果在這類地區活動中特首聽到的只是

歌功頌德的聲音，卻聽不到其他市民的意見，筆
者也肯定會反對。但事實上，在不同地區舉辦的
諮詢活動或者會面，場內場外都有正反兩面的聲

音，場外固然有反對梁振英的人士叫口號抗議，
場內也有針針見血、拳拳到肉的質問，甚至有與
會者直接要求他辭職下台，證明參與這類地區活
動的市民也各自代表了社會上的不同聲音。如此
一來，這類地區活動其實提供了機會讓市民當面
向特首表達意見，也提供了機會讓特首面對不同
的民意，談不上所謂的「落區做秀」。
不過，最近的諮詢活動的確出現了一些亂子。在

月初的活動上，有場內的反對人士向官員投擲物件
表達不滿，有人扔雞蛋和玩偶公仔，甚至把雞蛋真
的擲到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身上。事後，有立法會議
員更發表出位言論，指出反對派人士不只會扔雞
蛋，甚至要扔「汽油彈」。雖然被擲中的曾司長表
現出君子風度，然而犯法行為始終屬於犯法行為，
我們實在不應該鼓勵這種不當表達意見的方式。觀
乎在不少自由民主國家，示威者向政府官員扔雞蛋
並不新鮮，但別忘記這些示威者事後都會被依法檢

控，絕不會草草了事。回到香港的情況，筆者一向
樂見社會有不同聲音，我們應該珍惜我們擁有的言
論、結社、集會等自由和權利，但對於犯法行為則
應該堅決反對，否則香港人理性和平表達意見的核
心價值將會受到嚴重破壞，我相信絕大多數香港市
民都不可能認同和接受。

依法懲處違法行為
對於特首梁振英的地區活動是否得宜，大家可

能有不同意見，筆者也只想提出更多角度作討
論，至於是否合理則留待各位思考。無論如何，
在這種官員和市民見面的場合，大家都應該平心
靜氣，理性表達意見，粗暴行為必須叫停，揚言
作出暴力行為的言論亦不能接受，如此才真正符
合香港的民主和守法精神。對於超出社會所能接
受的不文明甚至犯法行為，政府必須採取果斷清
晰的行動，依法制裁，以正視聽。

理性表達意見 叫停粗暴行為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激進反對派堅持「公提」圖扼殺普選

偏離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政改方案，
都是行不通的。日前，筆者出席一個政制發展
論壇。論壇中，政改諮詢專責小組成員、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為令公眾更加清晰政
改諮詢的內容，將本次諮詢精要地概括為「一
個目標」、「兩套產生辦法」、「三個層
面」、「四大原則」以及「五步曲」。即：普
選是中央、特區政府乃至香港各界的共同目
標；就2017行政長官及2016立法會等兩套產
生辦法進行諮詢；從法律技術、政治共識及實
際操作等三個層面進行討論；以兼顧社會各界
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循序漸進、
適應本港實際情況為四大原則；依據2007年全
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政改「五步曲」推行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

政改諮詢最難是取得政治共識
縱觀近期的政局發展，筆者認為，政改諮詢

最為艱難的乃是取得政治共識。無論政府如何
強調，中央官員如何清晰表態，一些反對派人
士仍未能接受香港是中央政府轄下的特別行政
區這一政治現實，就是不願意回到基本法及人
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內理性討論政改。他們漠
視「一國」，片面地強調「兩制」；無視中央

政府對香港的「主權」，無限放大高度自治的
「治權」。這是對市民認知的誤導，是畸形，
也非常危險。要知道，「一國」是「兩制」的
基礎，只有在「一國」的前提下，才容許有
「兩制」；只有承認「主權」在中央政府，才
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全國人大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基本法作為

特區政府的憲制性文件，其地位不容許受到任何
挑釁。換言之，基本法第45條所規定的提名委員
會提名權、中央任命權都是實質性的，任何脫離
基本法框架的政改方案，都是行不通的。

從「三軌方案」分歧看激進反對派本質
據聞民主黨及工黨提出的「三軌方案」已獲

「真普聯」各方接納，方案的核心內容為：候
選人只要獲得「公民提名」、「政黨提名」或
提名委員會三者其中一個組別提名，即可入閘
成為特首候選人。目前之關鍵，在於激進反對
派的人民力量及社民連要求三種提名方式「缺
一不可」，而民主黨對此有所保留。
為何激進反對派無視政改諮詢的法律框架，

一味堅持「公民提名」這條「死路」，明知不
可為而為之？筆者認為，在政改問題上他們欠
缺起碼的誠意，其目的不是為了促成普選，而

是將普選的幼苗扼殺於萌芽狀態。打民主的
幌子，內心根本不打算參與以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決定為基礎的討論，令政制問題繼續
困擾香港；同時，以「公民提名」綁架溫和反
對派，意圖搞亂諮詢，一拍兩散。試問，2017
年普選特首落空，政制發展停滯不前，全港市
民都是輸家，可最大得益者何人？當然是他
們！屆時經濟民生問題將更加艱難，社會將更
加對立，他們的政治空間當然也隨之擴大。這
種與廣大市民的願望背道而馳，以港人福祉、
香港前途為籌碼撈取政治私利的卑劣行徑，其
心當誅。

集中精力做好政改諮詢凝聚共識
特區政府的五個月首階段諮詢，是為2017普

選特首打基礎的時期，可以說至為關鍵。五個
月轉瞬即過，試想想看，若2017年無法實現普
選，特區政府的管治勢將更加艱難，誰人損失
最大？又是誰之過錯？
民主發展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想一步實

現民主烏托邦，不切實際。爭取民主的過程需
要適當的妥協，「聲大夾惡」就能令人信服
嗎？除了掟汽油彈，能否也拿出一些建設性的
提議？眾所周知，港人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
除了自由與人權，還有多元、包容與務實，冀
望社會各界能以國民身份思考香港未來，以求
同存異之心，務實進取之態度，做好政改諮詢
工作。
另外，筆者留意到社會上有關下屆特首人選

的言論。且不論現任政府尚有三年半任期，討
論該議題勢將對政府施政造成一定的壓力；況
且，政改諮詢又遠未達成共識，距離普選仍有
數年時間，能否實現普選尚是未知之數，筆者
不認為現時有討論的必要。當務之急，乃凝聚
社會共識，從非理性的漫天開價，轉到以基本
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為框架的務實討
論，同心協力，推動政制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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