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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一屆的「教協」理事會及監事會踏入換屆期，
2014至16年度的理監事選舉早前截止提名，但與過去
不同的是，今屆選情異常激烈，更罕有地有會員組成
聯盟參選。早前就有19名教育界人士組成了「進步教
師同盟」參選，組織自稱「進步教師」，本身就挑釁
味道十足，暗指現屆的「教協」領導層保守、退步；
而「進步」在反對派內的意思，基本上與激進同義，
就如一眾激進反對派往往自稱為「進步民主派」一
樣。再看這個聯盟的核心人物，如韓連山、吳美蘭、
陳竟明、梁德賢、孔令暉等。單看這個名單，就知道
這個所謂「進步教師同盟」根本就是激進反對派在教
育界的分支，這次大舉參選，不過是藉着「教協」換

屆，意圖全面奪取「教協」領導權，以配合激進反對
派之後一連串的政治對抗行動。

「進步教師同盟」實為激進反對派
「進步民主派」的核心人物韓連山，是「教協」

理事，政治立場偏激，去年曾與范國威、毛孟靜、
譚凱邦及多名社運人士發起所謂「抗融合．拒赤
化」行動，在本港報章上刊登鼓吹「去中國化」廣
告，及後他們更在「台獨」報章上刊登宣傳「港
獨」廣告，引發社會輿論譁然，其激進立場連不少
反對派人士也為之側目。至於陳竟明是前民主黨副
主席，也是當年民主黨內的改革派核心之一，與范

國威關係極為密切。值得指出的是，他更是一名投
機政客，當年曾與黃偉賢競逐民主黨正副主席，與
黃偉賢有協議，一旦其落選主席，則與黃共同競選
副主席，當其落選主席後，竟背信棄義，臨時出賣
黃偉賢，改為與何俊仁合作，終獲任副主席一職，
引起不少爭議。近年他又轉向激進路線靠攏。至於
政治教師吳美蘭、梁德賢、孔令暉等，在學界一向
以激進見稱。這樣一群人組成的「進步教師同
盟」，其立場可想而知。

事實上，他們結成聯盟參選「教協」領導層的原
因，不但是要奪取「教協」領導權，更是要改變
「教協」的路線。韓連山不諱言「教協」的立場令
他極為不滿，他更以「國教」事件為例，指「當時
傾向接受國民教育科的修訂稿，我則強烈反對設國
民教育科，倡議將五十三萬元支援津貼歸還教育
局，但協會不支持，甚至其後我絕食都沒跟『教
協』有共識。」他更直言，因與現任理事的看法有
差距，自己變成會內少數聲音，發揮作用不大，因
此希望集結意志相同的人影響「教協」。這說明激
進反對派謀佔「教協」，目的就是要改變「教協」
的路線，令「教協」更加向激進反對派靠攏，變成
其衛星組織，在將來再發生政治事件時，「教協」
可以走得更前更激，更加積極發動學生參與其中，
為激進反對派培訓生力軍， 這是激進反對派要佔據
「教協」的原因之一。

夾擊民主黨志在綑綁
另一方面，激進派要將「教協」握在手上，也是為

削弱民主黨實力，利用「教協」對民主黨兩面夾擊。
眾所周知，民主黨與「支聯會」、「教協」在過去一
段長時間，基本上都是三位一體。但近幾年情況卻出
現了變化，在司徒華逝世後，「支聯會」主席的位子
理應由蔡耀昌接任，但最後卻落入得到外國勢力信任
的激進派李卓人手上。之後，李卓人更意圖全面掌控
「支聯會」，在早前的常委會換屆選舉上派出大批親
信競逐，意圖將民主黨勢力清除出「支聯會」，雖然
最後功敗垂成，但已經清楚顯示激進派狙擊民主黨的
路線。現在又到了「教協」換屆，激進派自然不會放
過機會。韓連山直言「教協」內老臣子如潘天賜、徐
漢光、陳漢森、張文光等坐鎮四十年，若由原本理事
操控監事會亦不健康，等於「同聲同氣，左手監察右
手。」 希望通過有新血加入，可以改善會務透明度。
當然，改善透明度是假，清除民主黨的勢力才是真。

激進反對派的盤算很簡單，他們千方百計要將政改
方案拉倒，當中的關鍵就是將溫和力量綑綁住，特別
是民主黨。然而，前一段時間激進反對派多次綑綁都
失敗了，正面戰場失利，於是改為從側面夾擊，通過
控制「教協」、「支聯會」，利用這兩個與民主黨關
係密切的組織，由外而內向民主黨施壓，最終就是令
民主黨就範，在政改上乖乖歸隊。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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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反對派意圖在「真普聯」的
「三軌制」方案上綑綁民主黨，最終
功虧一簣，「人民力量」、社民連等
惱羞成怒，表示要將民主黨狙擊到
底；武鬥之後還有文鬥，近日多名激
進反對派文人先後撰文死撐「公民提
名」，甚至令政改拉倒都在所不惜。

李怡日前的《蘋果日報》社論，正反映了這種觀點，
亦暴露了激進反對派在政改上的真正底牌。

李怡先引用練乙錚文章，表示反對派應該有「爭取
不到，不如拉倒」的策略，「因為這次談判結果不理
想，拉倒了還可寄望下次，接受了卻等於替爭取民主
選舉特首的那部分運動畫上句號」。李怡接着指，
「拉倒的話，香港市民輸得起，……但中共和特區政
府輸的代價要大得多。而且，一旦建立一個讓市民當
橡皮圖章的『普選』機制，就永世不得翻身。」李怡
和練乙錚的立論很清楚，就是如果不確保反中反共人
士能夠「入閘」甚至當選，就寧願一拍兩散令政改胎

死腹中。
李怡不是傻瓜，自然知道所謂「公民提名」，在法

理上、政治上都不可能獲中央接納，就是反對派內的
溫和力量也知道這是死胡同。激進派堅持「公民提
名」，不過是為將來拉倒方案提供堂而皇之的藉口。
李怡故意將政改破局說得輕描淡寫，說「香港市民輸
得起」，將來再爭取也不遲，但實際上卻是包藏禍
心，為激進派發動更大規模的反特區反中央行動播下
有毒的種子。
當政改因為激進派死抱「公民提名」而拉倒，他們

將會以此為由，解除「佔中」這枚核彈的保險栓，在
中環發動大規模的「封鎖」、癱瘓行動，就如泰國的
反政府騷亂一樣；在議會上不斷狙擊政府施政，令香

港難以管治，屆時香港的政局將會陷入巨大的混亂，
示威衝突無日無之，今日泰國就是明天香港。「中共
和特區政府輸的代價要大得多」，這正正是激進派拉
倒政改方案的真正目的，七百萬港人都要為其野心付
出沉重代價。
激進派絕不希望見到政改成事，所謂「公民提

名」、「政黨提名」只是藉口，不論最終方案如何，
他們都會提出更高的開價，找到新的理由發難，他們
就像傳說中邪惡貪食、慾壑難填的兇獸饕餮一樣，除
非讓他們為所欲為，否則就要將一切方案打碎。而他
們的慾望根本是不可能滿足，因為他們要求的從來都
不是普選，而是混亂與對抗，要將香港變成反華橋頭
堡。真心促成普選的人，豈能隨他們起舞？！

李怡露出「底牌」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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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機場T3航站樓
去年底啟用，將深圳機
場每年服務旅客的吞吐
量大幅提升至4,500萬

人次，這一轉變將為香港機場帶來甚麼樣的影響，
又能釋放出多少合作機遇？帶着這一問題，民建聯
於1月13日前往該航站樓考察，了解新航站樓的特
色，及港深兩地機場日後加強合作的空間。

考察深機場T3航站樓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

副主席蔣麗芸、副主席陳勇、副秘書長葉傲冬，及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一行，參觀了新啟用的深圳機場
T3航站樓。深圳機場新啟用的T3航站樓，是一座
現代化的建築，外型設計像一隻飛翔的「蝠鱝」，
被稱為「大飛魚」，成為深圳市新的地標。新航站
樓建築面積45萬平方米，能提供62個近機位和14
個鄰近主體的遠機位，可服務旅客吞吐量達4,500萬
人次。
深圳機場目前已啟用二條跑道，並且預留了這三

條跑道的發展空間，T3航站樓的啟用，就是配合第
二跑道，未來，深圳機場還將發展T4航站樓，進一
步提升機場的容量。
據深圳機場負責人介紹，珠三角地區分布的五大

民用機場，各有市場定位，深圳與香港機場合作大
於競爭，香港機場擁有廣闊的國際網絡，而深圳機
場則有較多的內陸航線，深圳機場希望能加強與香
港機場的戰略合作，為香港機場服務。未來，深圳
機場希望能加強兩方面的合作關係，其一是香港機
場作為戰略投資者入股深圳機場，提高深圳機場的
管理水平，其二是推動深港機場快線的興建，將港
深兩個機場連接起來，使低端的旅客可以享用深圳
機場的廉價服務，而高端及洲際旅客則可使用香港
機場的服務。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深圳機場的設計新穎，

注重環保和節能，給民建聯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在
設計上充分考慮融合港深兩大機場，推動兩地機場

互相配合，香港機場目前也正在討論擴建的問題，深圳機場的
一些經驗，值得借鑑和參考。

籲港積極推建第三跑道
民建聯認為，隨着深圳及珠三角地區的其他機場的不斷擴容
發展，香港也應積極推動第三條跑道的興建，政府應做好環評
等社會關注的議題，釋除市民疑慮，使機場擴容工程盡快上
馬。
在香港機場擴建的過渡期，香港應積極尋求內地，特別是珠

三角地區的機場合作，提高香港國際機場的營運效益。此外，
港深兩地政府亦須繼續研究興建連接香港與深圳機場的鐵路，
提升兩地機場之間的客、貨流量，促進兩地以至區內的經濟發
展。

「港人治港」乃最大民主
港英限華人參政

港英時期華人長期不受重用
一是華人長期不得參政。設立於1843年的行政

局是港督的決策諮詢機構。直到1926年，港督才
汲取省港大罷工的教訓，首次委任華人周壽臣為行
政局非官守議員。但對他並不放心，為此專門規定
行政局議員之間從此不能傳閱機密文件。設立於
1841年的立法局是港督的立法諮詢機構，直到
1884年黃勝才被委任為首位立法局正式的華人非
官守議員。
二是華人長期不得重用。郝鐵川列表為證：
從表中可以看到華人在政府高級職位中比例增長
是比較緩慢的，特別是首長級官員中華人增長的比
例最慢。越是高層職位，越是關鍵性部門，越為外
籍人士壟斷性佔據。如保安科是英國人嚴密掌握的
部門之一。由於涉及很多敏感機密，這個科一直以
來是以外籍人士為主。華人鮮能擔任要職。

有科內資料寫明「只供英人閱讀」
三是華人官員長期不得信任。過去的傳統，即使
有本地人任較高職級，他所知的事可能反較下屬為
少。理由是科內有不少資料，封面寫明「只供英國
人閱讀」。曾在港英政府任職的英人顧汝德，在其
《官商同謀》一書中承認：「港英政府以雙重標準
對待本地和外籍官員。舉例來說，在﹙上世紀﹚90
年代中英談判的敏感時期，外籍官員若與有內地背
景的華人高調交往，政府並不會以可能出現保安危
機，或影響英方談判策略為由而制裁官員；這與本

地官員備受懷疑的待遇，顯然有天壤之別。另外香
港公務員就算通過了背景調查，日常可以處理高級
機密，卻仍無法接觸某些檔案，政府所持的理據
是，這些文件的內容對本地華人官員來說太敏感，
故只容許英國公民閱讀。」（見該書第94頁）
顧汝德在其《官商同謀》一書中承認：「（上世
紀）50年代，外國官員僅佔香港公務員5%，到70
年代更降至2.5%，真正的統治權力則掌握於更少
數的政務官職系上。直到英治時期的最後數年，香
港一直有外籍官員制定政策、控制公共財政、負責
重要的人事任命，以及監管政府部門的運作。……
在（上世紀）90年代前，本土官員職級和權威均低
於外籍同僚。因此，在殖民地統治的末期，香港差
不多受到少數外國官員的個人統治，他們的個性和
先入為主的觀念對香港影響重大，這是因為他們決
定了政府統治的內容和風格。」（見該書第69
頁）

外籍官員壟斷政府高職
顧還說：「在英國統治最後10年之前，政府一
直限制本地華人在政府中擔當職務，最高級及處理
敏感事務的執委都有外籍官員壟斷，令政府與人民
的距離愈來愈遠。無疑，英國原則上要以本地官員
取代外籍官員，自1935年開始，政府要招募華人
而非外國人，已成官方政策，但卻甚少真正執行。
1946年英國工黨政府決定整個殖民地帝國中所有
公務員職位均應開放給當地的人，但香港執行時只
是虛應了事。……﹙上世紀﹚60年代初，除了醫

療衛生界外，本地官員在其他領域甚少出任真正具
影響力的崗位。」「拒絕香港居民為政務主任的論
據，是指華人『視野較狹隘，對公共事務缺乏知識
和興趣，也沒有顯示出作為政務主任所需的性格和
智慧』。問題是殖民地政府的招募過程長期仿照英
國的做法，並反映英國社會特有的文化準則。這班
外籍官員僅在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後才
改變態度—由於英國要在1997年撤出香港，必須
加速培養香港官員接手。」「不過進展仍然緩慢，
1985年，公務員首長級職位中逾半是外籍官員，
10年後，他們仍佔超過三分之一，其優厚聘用條件
更令不少人憤怒。此外，儘管所有公務員應獲一視
同仁的對待，但在考慮陞遷時，除了工作表現外，
卻有很多不利於本地官員的因素影響決定，可見本
地官員仍受歧視。因此，雖然《聯合聲明》制定了
相關條文，但在1989年至1992年間，殖民地政府
依然偏袒外籍官員，在整個公務員系統中，外籍官
員均獲加快擢升。」（見該書第93頁）

外籍公僕宿舍較私宅大兩三倍
四是華人官員和英人官員的待遇不平等。與只有
極少數華人公務員可獲配住所相比，顧汝德在其
《官商同謀》一書中承認外籍公務員均有「可獲政
府提供居所」的特權，「令他們不用面對香港家庭
中一項最沉重的負擔——不斷上升的居住開支。他
們入住設施完備的宿舍，居住面積比普通私人住宅
大兩、三倍，維修也更為理想。他們只需付出薪酬
的7.5%作為租金，就能入住這種頂級的住所，並
且無需顧慮住所的市價和維修費用。」
根據以上論述，郝鐵川認為，能夠「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就是港人擁有的最大民主。

郝
鐵
川
：

民
建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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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早前來港演講，指出中國恢

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為香港的民主

提供了制度基礎。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近日在報章發表《港英時期對華人參

政為官的歧視——讀港史，知國情》一文指出，有些人把「民主」的含義狹隘地局限

於「選舉」，其實它還包括參政議政等多方面。香港回歸以後實行了「港人治港」的

方針，中央不派一人到特區政府任職，也不允許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這為香港民

主奠定了堅實和廣闊的基礎。因為在英國人侵佔香港的150多年裡，華人參政備受限

制。郝鐵川以歷史事實為例加以闡述。

政府高級官員中本地與外籍官員比例表
年份

高級官員
官級

首長級（超級）
政務官級
警察長及警察

1060年1月

華人

16
7
267

海外

148
65
410

華人(%)

9.7
9.7
39.4

1970年1月

華人

62
40
573

海外

262
71
551

華人(%)

19
36
50.9

1980年1月

華人

252
129
1055

海外

391
134
874

華人(%)

39.2
49
54.7

■■郝鐵川郝鐵川。。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民建聯成員考察深圳機場T3航站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