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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子」何罪之有？「篩選」又何罪之有？

港人尊敬的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近日表示，提委
會是將來普選特首的唯一提名機構，中央不會接受
「公民提名」，提委會亦一定有篩選，「例如有10,000
人參選，最終只會篩剩幾名候選人競逐」。最近一項
民調亦顯示，支持提委會先揀選特首候選人的比率有
49%，較3個月前的調查上升1個百分點；反對比率則
下跌4個百分點至32%，表示一半半的比率為12%。調
查機構指政府及建制派多番強調普選時必須由提委會
選出候選人，再由市民一人一票選出，於是支持提委
會篩選增至49%。

這說明提委會一定有篩選是天經地義，並且得到大
多數市民認同。其實，最先為普選一定有篩選正名的
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去年7月16日他與立法會議員
午宴，民協馮檢基向他送上載有「筲箕」（篩子）的
小船，並解釋其寓意「特首選舉無篩選」。張曉明即
時回應說，篩子是祖先的一項智慧發明，如果沒有篩
子，怎可以從大堆稻穀中很容易的挑選出優良品種，
又或者把稗籽過濾，因此不應簡單否定篩子的功能。

張曉明甚至發出篩子何罪之有的感嘆。的確，「篩
子」何罪之有？「篩選」又何罪之有？

必須把反對派顛倒了的東西再顛倒過來
筆者今年1月14日在本報發表《提委會「篩選」、

「預選」和「精選」特首候選人天經地義》，指出反
對派竭力妖魔化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規定的提委會，聲
稱提委會提名是「篩選」，誤導公眾稱要爭取所謂
「無篩選」的「真普選」，但實際上，世界上大多數
民主政治制度都有「篩選」、「預選」和「精選」，
反對派聲稱特首普選要符合「國際標準」，但又聲稱
爭取所謂「無篩選」的「真普選」，這完全是自相矛
盾，自打嘴巴。筆者又指出，由於反對派是戈培爾信
徒，信奉謊言重複千遍就成為真理，所以他們天天講
要爭取「無篩選」的謊言而毫不臉紅，形成了黃鐘毀
棄、瓦釜雷鳴的情況。現在當務之急是建制派應理直
氣壯地為提委會的「篩選」、「預選」和「精選」正
名，必須把反對派顛倒了的東西再顛倒過來。

要敢於揭穿反對派的謊言

吳康民強調提委會一定有篩選，最近一項民調亦顯
示大多數市民支持提委會篩選，這說明謊言重複千遍
都不能成為真理，面對反對派妖魔化提委會提名權的
歪理邪說，關鍵是要敢於揭穿其謊言，要勇於激濁揚
清、辨明是非。可惜，早前面對反對派妖魔化提委會
的提名權，抹黑世界上大多數民主政治制度都有的
「篩選」、「預選」和「精選」，建制派一些人不僅
連「篩選」、「預選」和「精選」都不敢提，而且否
認提委會一定有「篩選」、「預選」和「精選」，這
等於是連常識都否認了，這使反對派「真普選，冇篩
選」的謊言愈加肆無忌憚、甚囂塵上，對市民形成了
誤導。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最近在報章撰文，就反對派提出
的「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不符合基本法之處進
行法律分析，有理有據，清晰剖析了「公民提名」或
「政黨提名」為何違反基本法。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回應指，政府根據法律、政治及實際操作三個層面展
開諮詢，袁國強的言論是釐清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人
大決定，並向社會分享。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
佳指出，政府此舉是要取回政改的主動權，避免陷入
被動角色。

應理直氣壯地為提委會的提名權正名
反對派對袁國強的文章如喪考妣，例如反對派媒體

「主場新聞」稱「袁國強不再曖昧否定公民提名」。公
民黨主席余若薇繼續睜眼說瞎話，強詞奪理稱以普通法
詮釋，「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在字面及精神上
都符合基本法。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聲稱「三軌方案」並
無否定提委會存在，有法理依據，亦合乎憲法。公民黨

議員郭榮鏗攻擊袁國
強是「以法律包裝政
治」。「香港2020」
發起人陳方安生聲
言，「泛民」從無剝
奪提委會實質提名
權，無論「公民提
名」或政治機構提名均符合基本法云云。反對派對袁國
強的文章陣腳大亂，充分說明現在當務之急是建制派應
理直氣壯為提委會的提名權正名，必須把反對派顛倒了
的東西再顛倒過來。一旦揭穿反對派的謊言，反對派僭
建的「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便會轟然坍塌，這有
助於掃清普選道路上的這兩個障礙，有助於政改討論在
基本法的憲制軌道上順利進行。

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不再曖昧
「真普聯」的「三軌方案」不僅在基本法規定之上

僭建了「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而且聲稱不能
以「愛國愛港」、「與中央政府對抗」等理由而拒絕
確認由「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的候選人。這明
顯違反中央對特首普選的兩條底線：一是特首普選要
按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辦事的法律底線；二是特首人選
必須愛國愛港，不能與中央對抗的政治底線。反對派
現在還強詞奪理聲稱「三軌方案」並無否定提委會存
在，有法理依據，亦合乎憲法云云，明顯已經是理屈
詞窮。一旦政府和建制派不再曖昧，一旦揭穿反對派
「真普選，冇篩選」謊言，反對派對原先來勢洶洶的
「三軌方案」等，便只有招架之力，同時政府也取回
了政改的主動權。

蒯轍元

「真普選，冇篩選」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反對派鼓吹的「真普選，冇篩選」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反對派千方百計妖魔化提名委員會

的提名權，不擇手段抹黑世界上大多數民主政治制度都有的「篩選」、「預選」和「精

選」，企圖令提委會成為「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的「橡皮圖章」，目的是要讓對抗中

央的人選入閘問鼎特首寶座，奪取香港管治權。但是，反對派的「真普選，冇篩選」其實是

「冇篩選，冇普選」，反對派以謊言掩蓋奪取香港管治權的圖謀絕不會得逞，只會使特首普

選一拍兩散，對此反對派必須承擔歷史責任。

■蒯轍元

學民思潮近日動作多多，日前更計
劃於今年年中舉行模擬「公民提
名」，收集數萬市民簽名及身份證號
碼，證明該提名方式切實可行。學民
思潮更高調向「佔中三子」喊話，表
示將與「佔中」方面商討今年七一進
行「佔中」演練云云。然而，「佔

中」行動從來沒有說過與「公民提名」方案掛鈎，學

民思潮要進行所謂模擬「公民投票」，並且要求與
「佔中」行動合作，不過是要向「佔中三子」施壓，
迫「佔中」與「公民提名」綑綁在一起而已。
現時學民思潮已儼如激進勢力的龍頭，與只懂逞匹
夫之勇，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激進反對派政黨不
同，學民思潮形象似乎好一些，由他們來綑綁反對
派，自然較「人民力量」、社民連之流有效。面對學
民思潮的步步進逼，「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在日

前的一個專訪卻頗堪玩味。
陳健民在訪問中直斥「五區公投」會打亂「佔中」
步伐，若最終政黨選擇「五區總辭公投」，「佔中」
只好「往後退一點」。他對「五區公投」持保留態
度，強調「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應比『公民
提名』闊」，並坦言「與學民思潮步伐不同」。眾所
周知，提出「五區公投」並不斷游說各反對派政黨的
正是學民思潮。陳健民的說法透露了幾個信息：一是
不支持「五區公投」；二是不認同「公民提名」不可
或缺；三是如果學民思潮堅持發動「五區公投」，
「佔中」行動唯有退後一點——所謂「退後」，說得
白一點就是「你哋做我哋就唔做」。

陳健民的說法顯然不是一己之言，而是代表了「佔
中三子」的看法，原因是戴耀廷也多次表達不會將
「佔中」與「公民提名」綑綁的立場。事實上，「佔
中三子」與學民思潮早有矛盾，當日戴耀廷提出「佔
中」之時，黃之鋒立即表示有興趣參與其中，結果被
戴耀廷以他們年紀輕為由拒於門外。之後，學民思潮
就越趨高調，先向各反對派政黨「逼宮」簽署「公民
提名」約章，又提出「五區公投」要各黨派「交
人」，現在又搞甚麼模擬「公民投票」。說穿了，就
是從向外而內重新將「佔中」掌控於手中，一報當日
被摒棄門外之辱。看來，學民思潮與「佔中三子」的
鬥法將會陸續有來。

學民思潮與「佔中三子」大鬥法 卓 偉

壯建制派勢力
鄉局組黨參選

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鄭 治
祖）香港九
龍潮州公會
永遠榮譽主
席馬介璋昨
日表示，在
政改這重大
議題上，社
會上有不同意見，或要求作出多次
諮詢，這屬於正常的事情，但無論
如何，各界的討論範圍仍然需要按
照基本法條文進行，才能符合社會
市民大眾的訴求和意願。

馬介欽：勿偏離政改「五步曲」
香港九龍潮州公會昨日舉行新春

團拜活動，主席馬介欽致辭時稱，
近期政府啟動了2017年普選特首的
政改諮詢工作，大家都清楚知道，
普選特首必須依足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不能偏離政
制發展的「五步曲」進行商討。他
指出，期望社會各界能夠以和平、
務實、開放的態度進行理性討論，
並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和衷共
濟，收窄分歧，求同存異，落實行
政長官普選目標。
出席同一場合的永遠榮譽主席馬

介璋亦指出，在政改問題上，目前
社會上有些人士提出很多不同的意
見，「意見是可以提的，但必須依
照基本法的原則，作為討論目
標」。他指出，最主要的原因，是
當年在制訂基本法時，有很多專家

就各種問題，作出詳細及深入的研究，以及維繫
憲法內容下制訂出基本法，同時亦獲得人大通
過。

馬介璋：「公提」引發更多爭拗
馬介璋說，既然基本法在如此嚴謹的情況下，
訂出了本港政制發展步伐，便應該按照這個「遊
戲規則」去做，不要離開這個原則，否則不合邏
輯。他認為，大家都是為了香港好，若有不同意
見，或者對某些問題有擔心的話，可以深入研
究，但一定要堅持須按照基本法的原則進行普
選，這才能讓本港穩定發展。對於反對派堅持政
改須加入「公民提名」，馬介璋表示，2017年是
本港第一次進行特首普選，若加入「公提」只會
引發更多爭拗，「說也說不清」，所以個人認為
一定要堅持按照基本法辦事。

黎棟國今率團訪穗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府公布，保

安局局長黎棟國於今日下午，率領保安局、警務
處及入境處人員，到廣州及深圳兩日，作禮節性
拜訪。黎棟國一行是次將拜會廣東省公安廳、深
圳市政府和深圳市公安局，並將於明日下午返
港。

王國興昨日與傳媒新春茶敘時表示，鄉議局組黨對工
聯會不會有影響，工聯會內部也沒有就鄉議局組黨

展開討論。他指出，雖然有意見認為鄉議局組黨會令建
制派「越走越遠」，但在立法會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
下，建制派和反對派各政黨都需要在政治光譜中，在各
個階層衍生各自的代表，以代表不同利益階層。鄉議局
為維護原居民利益，有意組黨參選無可厚非，而新界居
民利益亦可反映，正表示建制派的代表性越來越清晰，
在政治光譜上越走越闊，這實屬大勢所趨，也是好事。

憶新西當選：票源無重疊
王國興又指出，團體參政早已存在，若不舉起旗

幟，便難以獲得更多支持；工聯會最初也只是一個勞
工組織，最終亦舉起自己的旗幟參政。他表示，以前
建制派在立法會選舉主要依靠民建聯參政，但民建聯
是跨階層政黨，建制派若要爭取更多支持，工聯會便
要自己參政，旗幟鮮明爭取更多打工仔支持。他以自
己的從政經驗為例，於2008年他曾以工聯會名義參選
新界西立法會選舉並順利當選，當年他便舉起工聯會
旗幟，否則難以旗幟鮮明幫打工仔發聲。當年他並沒
有依靠鄉事票，主要依靠打工仔支持，票源沒有重
疊，所以他不擔心建制派會因鄉議局組黨，而影響團

結或出現惡性競爭。
至於鄉議局組黨後會否與工聯會會員出現雙重黨籍，

王國興認為現時鄉議局委員和工聯會會員很少重疊，即
使民建聯和工聯會的立法會議員，現時也分得很清楚，
相信鄉議局日後組黨後，和工聯會不會有雙重黨籍。

促先撤政府工積金對沖
另外，立法會後日起辯論施政報告議案，一直要求

取消強積金與遣散費對沖比例的王國興，將於辯論期
間再次要求政府率先取消政府合約員工的有關機制，
以起帶頭作用。王國興認為，沒有理由打工仔自己的
供款，最終在公司結業時反變成自己的遣散費，施政
報告未有提及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已引起勞工界強
烈不滿，但政府常指有關修訂涉及複雜程序拖延處
理，令問題膠着。
王國興指出，現時政府有約1.6萬至1.7萬名合約僱

員，政府本身就是僱主，政府員工亦毋須經勞僱會審
議，取消有關機制可以很快落實，政府可先做好榜
樣，發揮帶頭作用。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近日已
在立法會上承諾會跟公務員事務局研究有關條例，王
國興期望能在施政報告辯論中促請政府認真考慮，以
政府作為突破點，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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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鄉議局近日透露有意組黨參選，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認為，
鄉議局在立法會選舉的比例代表制下組黨是大勢所趨，說明鄉議局能旗幟鮮明代表鄉事派利益，建
制派在政治光譜上亦能越走越闊，有利爭取更多支持，對建制派是好事。他又以自己於2008年以工
聯會名義成功於新界西當選為例，說明工聯會當年亦要旗幟鮮明爭取打工仔支持。他又表示，工聯
會是勞工團體，主要爭取打工仔支持，不擔心未來會和鄉議局票源重疊，形成惡性競爭，故鄉議局
組黨不會影響建制派的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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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助鼻咽癌患者病向淺中醫
新春佳節，正是市民合家團聚，共慶新年的喜慶日
子，本欄在此祝讀者新年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說及健康，今日的香港，市民忙碌於工作、學習和生
活，健康的身體最為重要。去年，民建聯與中文大學醫
學院化學病理系合作，舉辦了逾20場免費鼻咽癌檢測服
務。主辦這次檢測的中文大學陳君賜教授近期為這次免
費檢測活動作了一次小結，結論如下：

免費檢測發現6首期患者
自2013年7月至今，已經有超過3,500名市民透過民建

聯安排，參加這項鼻咽癌篩檢研究。當中42名參加者的血
液鼻咽癌基因測試呈陽性反應，經耳鼻喉專科醫生跟進

後，6名被確診為患有鼻咽癌，而所有發現的個案都屬於
第一期，即癌細胞只集中於鼻咽位置，並未有擴散跡象。
以往在未有鼻咽癌篩檢的情況下，可以在第一期確診

為鼻咽癌的個案只佔5%至7%，而75%的確診個案都屬
於癌症後期（即第三期及第四期）。第一期的鼻咽癌病
患者的5年存活率超越九成七，而第四期的病患者的5年
存活率只有少於六成。除此之外，早期鼻咽癌病人承受
由治療導致的併發症亦會比較輕微。
有趣的現象是，是次研究確診鼻咽癌的數字，比由以往

每年鼻咽癌發病率預測的數字高出5倍至6倍；由此推測，
此次篩檢計劃極可能將原本會於未來5年至6年發病的鼻咽
癌個案提早偵察出來。綜合以上數據，我們預期可透過全

面的鼻咽癌篩檢，將本港以至中國的鼻咽癌死亡率減至接
近零。
陳教授指出，對於能被及早診斷的6名鼻咽癌病患者而

言，此篩檢計劃應該是他們最佳的新春禮物。
這次鼻咽癌篩檢計劃使用的是中文大學新的科研成果，

只須透過簡單快捷的血液檢測和分析，就能準確檢測出早
期未有明顯徵狀的鼻咽癌患者，這項醫學研究的成功，對
本港市民乃至全中國民眾來說，都是一份最佳的新年禮物，
感謝中大醫學院陳君賜教授及其科研團隊的貢獻。民建聯
有幸能在這項計劃中提供力所能及的協助，新年過後，第
二期的社區篩檢計劃將會很快展開，我們將繼續在社區舉
辦多場免費檢測活動，使市
民受惠於這一最新的科研成
果。
（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蛇齋餅粽」寓與工人同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不少政界人物都會藉新春時節

宴請傳媒，藉機與傳媒聚會。出身工會的王國興昨日特別在工
會飯堂，以「蛇齋餅粽」工人宴宴請傳媒，作風簡樸，排除奢
華，不但象徵了工人階層的樸實生活，更體現了建制派一直以
「蛇齋餅粽」和工人「同坐一船」的傳統意義，別具心意。
王國興昨日邀請傳媒到工聯會位於灣仔的服務業總工會及

服務業工會聯合會飯堂共享午宴，同慶新年。他與辦事處同
事準備了一客簡單午餐，菜單只有4項，分別是「飛龍騰蛇
團圓羹（蛇羹）」、「羅漢仝人愛心齋（素齋）」、「粥粉
麵飯工人宴（簡單細糧）」、「裹粽蒸來思餅甜（粽和
餅）」。王國興說，過去工人階層由於薪金微薄，日常生活
不可能吃到山珍海錯，但為慶祝新春時節，工人們便會齊聚
工會，吃一頓較為豐富的餐宴。以往蛇肉已算十分名貴，工
會便特意準備蛇宴，讓工人能一年一次過好新年。個別工會
亦會自置焗爐開班教授焗餅，工會派發甜餅可說信手拈來。
建制派以「蛇齋餅粽」和市民分享，便沿襲了這種和工人
「同坐一船」的傳統意義。

■王國興於
工會飯堂宴
請傳媒。
鄭治祖 攝

■馬介璋 潘達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