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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訪滬之行，成功為部分反對派議員與中
央官員溝通搭建了橋樑，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馮
檢基雖然指會面沒有收窄雙方分歧，但也肯定此行清
楚顯示中央願意與「泛民」及其他團體人士溝通；多
名反對派議員也肯定會面氣氛「良好、平和」。然
而，激進勢力卻大唱反調，大肆指責反對派溫和人士
沒有「堅守立場」，被「京官主導了會面」云云。
《蘋果日報》社論更是指罵參與溝通的反對派議員，
「為能與京官舉行50分鐘的問答而自鳴得意，明知是
再次聆聽京官宣達愛國愛港聖諭，分歧沒有拉近，還
要為所謂的自由搏擊而喝采，為京官所謂的『面部表
情並不抗拒』而滿足，不能不令人擔心。」《蘋果日
報》社論色厲內荏的叫罵，其實說明激進勢力與反對

派溫和人士的分裂正日益擴大。

激進勢力為何指罵參與溝通議員
激進勢力在上海行公布之初，已經不斷出招意圖主

導這次上海行。工黨主席李卓人第一時間高調聲明要
「杯葛」上海行，其他激進勢力也繼續加大對民主黨
等溫和力量的施壓：迫使民主黨必須參與「絕食」；
以「公民提名」、「政黨提名」意圖綑綁反對派。在
激進勢力的施壓下，溫和人士儘管有意溝通，但擔心
被群起而攻之，於是在上海行上顯得畏首畏尾。

另一方面，激進勢力又「處心積慮」策劃了一場
「提早返港騷」，由梁國雄在出發前先高調揚言會帶
違禁品到上海，待海關人員依法檢查之後，他隨即表

示要提早回港「以示抗議」。而工黨兩名議員何秀
蘭、張國柱立即第一時間響應，表示也要提早回港，
並指行程已經沒有意義。這些行動顯然是早有預謀，
目的是要挑起事端，繼而迫反對派議員隨梁國雄等人
回港，破壞溝通之旅。然而，最終激進勢力的圖謀卻
落空，雖然梁國雄鬧劇令上海行橫生一點枝節，但大
部分反對派議員依然繼續留滬溝通，並且在座談會上
與中央官員就政改交流意見。在座談會上，中聯辦主
任張曉明更進一步展示溝通誠意，表示將會逐一邀約
議員見面，吃飯與否、會面地點一概悉隨尊便。對於
張主任的邀請，除了梁國雄大放厥詞之外，其他反對
派議員大多積極回應。

反對派溫和人士在上海行中能夠排拒激進勢力的干
預，堅持溝通，引起激進勢力的不滿，於是回港之後
隨即發動喉舌、打手對溝通議員展開一輪口誅筆伐。
更令激進勢力焦急不安的是，經過與中央官員直接溝
通之後，反對派溫和人士已經清楚了解到「公民提
名」、「政黨提名」等違反基本法的方案，絕不可能
獲中央接納，堅持「公民提名」最終只會令政改破
局，市民不能在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投下反對票
的反對派將成為歷史罪人。於是，近日他們的立場也
開始出現轉變。

反對派溫和人士整合反擊綑綁
有報道指出，上海行之後反對派開始着手準備6月

的所謂「電子公投」。據悉，有反對派溫和人士正打

算「合縱連橫」，整合各個溫和方
案，當中更包括18名學者提出的
「公民推薦」方案，以加強有關方
案的叫座力，壓倒激進勢力的「公
民提名」。現時激進勢力並沒有放
棄「公民提名」，近日更發動「學聯」、「學民思
潮」為「公提」方案加強聲勢。溫和人士的「合縱連
橫」，就是令相對較溫和的方案「增加勝算，在『電
子公投』中脫穎而出」。這說明上海行正在發揮積極
成果，反對派溫和人士知道對抗路線行不通，加上在
上海行中親身感受到激進勢力的粗暴綑綁及事後狙
擊，令他們不甘再受激進勢力的壓迫，於是才開始在
方案上「合縱連橫」。

有傳媒說，這次上海行是一面照妖鏡，將一些反對
派人士的醜態都暴露出來，這正好套用到激進勢力身
上。市民從上海行中清晰看到激進勢力根本無意、無
心溝通，一味死撐不可行的違法方案，寧願一拍兩散
也不讓市民一人一票選特首。市民對此都看在眼裡。
反對派溫和人士也逐漸了解到靠攏激進路線只是死胡
同，不但政改將再次破局，而他們也將成為選舉的大
輸家。於是回港後開始修正立場，不再隨激進勢力起
舞。《戰國策·楚策四》有云：「見兔而顧犬，未為晚
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政改諮詢還有一些時
間，反對派溫和人士如果回到法制的軌道上，實事求
是的討論政改方案，未為晚也。

上海行顯積極成果 激進勢力綑綁反對派溫和人士受挫
這次上海行是中央官員與反對派的一次政改接觸，更是一場反對派內溫和人士與激進勢力

的政治角力。激進勢力在上海行公布之初，已經不斷出招意圖破壞政改溝通，但一些反對派

溫和人士最終排拒干擾，堅持溝通。經過與中央官員直接溝通之後，一些反對派溫和人士清

楚了解到「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等違反基本法的方案，絕不可能獲中央接納。有報道

指他們近日正打算整合各個較溫和政改方案，目的是在之後的「電子公投」上壓倒激進勢力

的「公民提名」，以免政改破局。這說明上海行正在發揮積極成果，反對派溫和人士知道對

抗路線行不通，正在擺脫綑綁，不再隨激進勢力起舞。「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

牢，未為遲也。」反對派溫和人士如果回到法制的軌道上，實事求是的討論政改方案，未為

晚也。當然，激進勢力也不會善罷甘休，這正需要反對派溫和人士拿出政治智慧和勇氣。

編者按：香港政制發展進入關鍵
階段，本報特推出《政改點評》專
欄，因應政改的最新發展，邀請政
壇知情人士撰文，點評、分析最新
政治形勢，敬請讀者垂注。

既然普選的法律框架已一目

了然，大家理應回到提名委員

會作為唯一合法提名機構的討論正

軌上，就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提委

人數、提名的民主程序及特首候選

人數目、普選方法等提出建議，反

對派尤其應該擺脫「公民提名」的

束縛，不要自限於「公民提名」的

圍牆之中，而應如公民黨湯家驊及

18名學者一般，至少勇敢行出一

步，提出沒有「公民提名」的普選

方案，與各界進行理性辯論，交換

彼此意見。
政改諮詢期還餘半個月，各界熱論的氣

氛未減，還幸不少人終於脫離「口號」、
「宣言」的魔咒，紛紛提出建議方案，令討
論不再糾纏於「公民提名」、「政黨提名」
等務虛違法的假議題上，而重新聚焦於提名
委員會的組成、提名民主程序及候選人數目
等實際內容、細節，這有助社會回歸政改討
論的正軌，透過理性溝通、縮窄分歧，以期
達至共識，最終落實 2017 年行政長官普
選。

三位主任點出「三軌」不可行
立法會上海訪問團在一波三折中順利完

成「任務」，正式啟動了中央政府、特區政
府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的政改溝通，也為未來
的政改討論再次釐清了法律框架。座談會期
間，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提出的「四個一」，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主任李飛提出的提名委員會降低三個風險
論，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論述溝通的四點看
法，都已明確指出香港普選必須在基本法的
基礎及框架內探討具體方案，「另搞一套，
無異於緣木求魚」。

要落實普選，各界必須務實而行，三位
主任的講話，正正點出了反對派所執的
「三軌方案」，不僅無助理性進行政改討
論，也無法最終達至政改方案，歸其究竟，
只因「三軌方案」並不符合基本法四十五條
「由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
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規定。

有關這方面，張曉明在座談會中清楚闡
明：「提名委員會是唯一的提名機構，提名

委員會的提名權具有專屬權及排他性」；李飛也指出
「有些人主張『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立法會
議員提名』等等，意圖取代提名委員會或者架空提名委
員會，在法律性質上就是要改變和削弱基本法明確規定
的唯一行使提名權的提名委員會的法律地位，這些都是
不符合基本法的」；王光亞同樣表明：「任何繞過提名
委員會，虛化或者削弱提名委員會的實質提名權的建
議，都不符合基本法。」

「公民提名」也好，「政黨提名」也罷，從任何角度
看都是想取提名委員會而代之，或從根本上架空提名委
員會，令具實質提名權的提名委員會淪為「橡皮圖章」
或徹底被邊緣化、虛設化。早前坊間有關「三軌方案」
違法的論述不少，包括「政改三人組」之一的律政司司
長袁國強月前亦曾在報章撰文點出「提名委員會的排他
性」，但反對派均充耳不聞，繼續鼓吹、宣傳，更聲言
若中央不接受「公民提名」就會「佔領中環」，並拉倒
政改方案。

不要自限於「公民提名」圍牆中
「出口術」威脅也不能夠令不合法變成合法，如今中

央官員當10名來自不同反對派政黨政團的議員的面，
清楚闡述了「公民提名」的違法性，反對派大概不能再
「揣明白裝糊塗」，繼續宣揚所謂「法無禁止即合
法」的論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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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君犖 2014年4月17日（星期四）

民建聯多年來積極培訓第二梯隊，並視
今年為「發展專項會員年」。青民今

年再舉辦政黨實習計劃，對象為18歲或以
上在校大專生及大學生，盼望計劃達到「五
大目標」：開拓視野培養政治觸覺、透過活
動親身體驗增進對社會及國家認識、增加對
聯盟理念發展及日常工作認識、提供自我增值
的平台積累工作經驗、促進交流互動擴闊社交圈
子。

首設「主題學習月」擴闊視野
據介紹，整個計劃長達10個月，由6月16
日開始至明年3月結，其間分三階段推行：
第一階段為迎新活動周，透過一系列專題講
座探訪，讓實習生初步了解計劃內容要求及
工作環境；第二階段是歷時2個月的實習工
作期，通過於民建聯支部或議員辦事處等實
習，了解政黨日常運作及積累有關工作經
驗，舉例地區如何醞釀議題並提交至區議會
層面等。
第三階段為今年首設的主題學習月，透過

為期4個月的座談會以至交流考察，讓實習
生擴闊視野，增進對「一國」與「兩制」、
政府與政策、個人與社會、專業與就業等範
疇認知。
周浩鼎形容，主題學習月為今年新增內

容，盼望藉後續交流，讓實習生更好理解香
港發展，並體會到民建聯為香港提供的支

持，即使今後不從政亦為人生帶來得着，
「政黨實習與政治專才『兩條腿走路』，各
針對不同年齡階層群眾，黨實習課程具實用
性，舉例早前舉辦第三條跑道政策研究記招，亦
有邀請實習生協助，讓他們作多元嘗試」。

多元化活動 冀招千新血
除了政壇實習計劃創新猷，張國鈞指出，

青民今年還會推動其他以青年為對象的活
動，包括青年職業講座等，期望工商、專
業、青年3個委員會合共吸納1,000名新會
員。
周浩鼎補充指，未來青民會重點專注關

注青年事業發展，今年至今已籌辦不同職業
講座，包括邀請商界及僱主代表，甚至是澳
洲駐港領使暢談工作假期，最終反應均非常
正面，未來亦會在各區舉行一系列職業講
座，包括邀請國泰及馬會社企等擔任主講嘉
賓。
隨着世界盃揭幕在即，發展專項年籌委會

瞄準以波會友的良機，計劃由黨內專業委員
會、工商委員會及青民在7月合辦世界盃之
夜，希望在一齊睇波的熾熱氣氛中，打破黨
友之間的隔閡，聯繫友誼。
同時，近年年輕人細味咖啡及品嚐紅酒已

成潮流玩意，籌委會亦將籌辦聯誼活動，讓
大家在摸酒杯底及品味咖啡中暢談時政，互
動交流。

吸大專生育專才
青民深化政黨實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年民建聯舉辦政黨實習

多年，贏盡各界口碑。青民今年再接再厲，舉辦「啟動政能

量」的「強化版」政黨實習計劃，全面提升計劃實用性。民

建聯副主席張國鈞，青民正副主席周浩鼎及張思晉昨日在簡

介計劃內容時指出，是次計劃首增「主題學習月」，盼藉後

續交流讓實習生更好理解香港發展，同時體會到民建聯為香

港提供支持，並會與政治專才「兩條腿走路」，為港人搭建

從政實踐平台。

鄧家彪「後腦開花」證虛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近日清減了不
少。在昨日立法會會議時，記者發現他近後
腦貼了一塊面積手掌大的大紗布，大家自然
極為擔心，紛紛予以問候。還幸，鄧家彪其
後證實這只是「虛驚一場」。

平常大覺瞓 生瘡輾轉難眠
鄧家彪在被記者圍訪時表示，兩周前，他
發現後腦位置生了一個很大的「瘡」，在睡

覺時都會被壓得十分不舒服，整晚輾轉反
側，難以入眠。在香港下起黑雨當晚，他也
驚訝於自己「竟然」可以起身關窗。
他笑說，自己由於議會工作繁重，往往一

返家就倒頭大睡到天亮，就是「天打雷劈」
也弄不醒他，但是次自己竟然會在半夜起身
關窗，就是因為自己睡不着。
上周三，鄧家彪終向專科醫生求診。由於

該腫瘤生在後腦位置，醫生建議他開刀，取

出細胞組織化驗。儘管這只是一項小手術，
他本可即日出院，但為免受到感染遂決定留
港休養，未有跟隨全體議員到訪上海。
經化驗後，證實該「大瘡」只是因皮下

毛孔塞了，積聚分泌物導致出現的囊腫，
不時會在手、腳及頭部出現，並沒有任何
「壞組織」，令鄧家彪終可以放下心頭大石。
下周四，他就可以拆線了，
「到時我可以全程投入（立法
會）『拉布戰』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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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家彪後腦瘡證實非
「壞組織」。 梁祖彝攝

街青「舞」出自信 林鄭捧場打氣
香港文匯報訊 電影為香港燃起
街舞熱潮，連高官也被街舞的狂
熱「熔化」。日前，一個大型現
實版《狂舞派》街舞在港上演，
吸引了多位高官包括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楊
立門等到場打氣。這場名為《狂
舞派對》街舞表演，由協青社主
辦，黃修平導演擔任顧問，演出
的是一眾年輕舞者，其中有不少
是曾經在人生旅途跌倒過的迷失
青年。協青社利用街舞，挽救不
少迷失的心。如今他們站在台
上，跳出自信，重拾人生方向。

與張建宗楊立門齊撐正能量
據說，早在多年前林鄭月娥已
經接觸協青社的街青，與該社結
下深厚淵源。雖然這些年輕人愛

夜蒲，但他們本性不壞，所缺乏
的是社會認同，以及一個綻放光
芒的機會。所以，林鄭月娥無論
有多忙，當晚也抽空出席，與張
建宗及楊立門全程投入，為年輕
人拍手打氣。
這一天，還來了一位特別嘉

賓，他就是在《狂舞派》電影中
以一隻腳仍能舞動傳神的
Tommy Guns。他與隊友，包括
來自智利、下肢發育不全的
BBoy CheCho以及患有聽障的
BBoy Kujo一同演出，掀起全晚
高潮，傳揚「No excuse, No
limit」的訊息，鼓勵更多年輕人
為自己創造傳奇。觀眾看到他們
技驚四座的演出，均拍爛手掌。
楊立門更由當日下午2時，馬拉
松式的觀賞至晚上10時，全心支
持年輕人發放正力量。

■林鄭月娥、張建宗、楊立門與紀文鳳，以及協青社一眾青年，為《狂舞派對》街舞表演揭開
序幕。

■青民今年再接再厲，舉辦名為「啟動政能量」的「強化版」政黨實
習計劃。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