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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方安生與李柱銘的美、加之行，受到社會輿論狠
批，但兩人此行卻取得了不少「成果」，一是與副總
統拜登高規格的「偶遇」；二是聽取了美國在本港政
改上最新的立場和部署。兩人甫一回港，陳方安生的
「香港 2020」立即有了大動作，其研究總監李永達
（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時，
表示「香港2020」正與多名反對派議員及團體籌備在
今年七一遊行後提前發動「佔中」，李永達表示，按
「佔中」時間表，正式「佔中」可能要到明年才發
生，相信市民尤其是年輕人「冇乜耐性等咁耐」，加
上「要畀北京睇到我哋有嗰種決心，即係『佔中』係
真嘅、唔係假嘅，亦話畀北京聽我哋唔係靠嚇，我哋

係會犧牲我哋自己去顯示呢個決心」，所以部署今年
七一遊行後，在中環發起局部的民間「佔中」行動。

李永達不代表民主黨 只代表陳太
「香港2020」牽頭發動「民間佔中」，是一個大規

模的政治行動，為什麼不由召集人陳方安生宣布？原
因有二：一是陳方安生在美國的「告洋狀」行動，引
起社會輿論反感，連多年戰友李鵬飛都批評此行搞破
壞，如果由陳方安生再宣布「民間佔中」，會引發更
大的反響。二是利用李永達的民主黨背景。李永達在
上屆立法會選舉大熱倒灶後，已經淡出了民主黨領導
層，並且高薪受聘於陳方安生。他現在根本不代表民

主黨，只代表陳方安生，但由於他在外界根深柢固的
民主黨色彩，由他擔任「香港 2020」的「佔中發言
人」，可以誤導外界以為民主黨及整個反對派唯陳方
安生馬首是瞻，為「民間佔中」製造聲勢。

事實上，陳方安生與其「香港2020」雖然一直都支
持「佔中」，但卻非骨幹成員，而「香港2020」亦自
稱是一個政改平台，但當陳方安生與李柱銘在美、加
回港後，卻突然對「佔中」轉趨積極，甚至因為戴耀
廷等「佔中三人組」過分「溫吞」的作風，遲遲未有
發動「佔中」以配合政改之爭，於是陳方安生更越俎
代庖，提出七一提前「佔中」，以奪取「佔中」的主
導權，這種趨向顯然不是偶然為之，而是代表陳方安
生背後的外國勢力最新部署。

眾所周知，「香港2020」與外國勢力有千絲萬縷的
關係，組織內雖然有不同黨派人士，但核心成員卻只
有陳方安生及其幾名親信，其中包括前港英政府經濟
司布簡瓊。她歷任港英的副憲制事務司、憲制副常務
司，主理過港英時期代議政制綠皮書、白皮書的諮詢
及起草。布簡瓊也是陳方安生的頭號愛將及「英文文
膽」，甚至在退休後一直在旁「輔助」。在 2009 年
公、社兩黨發動「五區公投」期間，她更擔當陳方安
生私人智囊，負責策劃有關政改的大型民意調查。另
一人是反對派外圍組織香港民主促進會副主席高德
禮，他與海外的政治人物與組織有十分緊密聯繫，在
梁家傑2007年代表反對派參選特首期間，他更擔任其
選舉委員會工作小組司庫，負責監察選舉開支的賬目，

這個職位是負責整個選舉工
程的財源，涉及不同渠道贊
助，非反對派及幕後金主完
全信得過的人絕不能出任。
從這些人的來歷背景可以看到，「香港2020」正是外國
勢力通過其代理人插手香港政改的平台。

策動「兩獨」合流 協助代理人「入閘」
現在陳方安生在會見美國幕後老闆後高調以「香港

2020」策動「民間佔中」，正說明外國勢力正加大對
香港政改的干預力度。與陳方安生、李柱銘的高規格
會面不過是第一輪的輿論戰，及後的「民間佔中」才
是真正戰場。為了加強「佔中」的破壞力，美國更大
力煽動「台獨」與「港獨」合流，台灣的「太陽花運
動」領袖林飛帆即將來港傳授大規模抗爭經驗；「台
獨」勢力也將逐步安排戰將來港協助「佔中」。另一
方面，隨着陳方安生的高調介入，加上李卓人、梁國
雄等激進反對派的配合，「佔中三人組」的主導權將
會逐步被奪走。這一切的部署都是為了在七一發動
「佔中」，繼而迫使中央接納一個確保外國勢力代理
人成功「入閘」的方案，從而奪取香港的管治權。

反對派必須明白，中央絕對不會在政改底線上退
讓，「佔中」威脅不了中央。激進派搞「佔中」，只
會賠上香港的繁榮穩定，斷送普選前程，這是廣大市
民包括反對派支持者都不願看到的，反對派溫和人士
應拿出道德勇氣和政治智慧，拒絕激進勢力的綑綁。

陳方安生策動提前「佔中」暴露外國勢力最新部署
由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牽頭成立的「香港2020」，聲言聯同民陣或學聯等，提前於今

年7月1日策動所謂的「民間佔中」。「香港2020」是一個為陳方安生度身訂做的政改平

台，與外國勢力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成員雖然包括不同反對派政黨人士，但代表的卻是陳

方安生及其背後外國勢力的立場。過去「香港2020」並非「佔中」骨幹成員，但當陳方安

生、李柱銘訪美與副總統拜登等政要會面之後，卻突然積極牽頭策動提前「民間佔中」，這

反映了外國勢力的最新部署：即加大對香港政改的介入力度，推動「港獨」與「台獨」合

流，當中包括邀請台灣「太陽花行動」領袖林飛帆來港教授抗爭經驗，以「佔中」作武器最

終爭取一個確保其代理人「入閘」的方案，而陳方安生不過是擔當外國勢力的馬前卒。反對

派的溫和人士應認清形勢，外國介入愈深，政改就愈不利，與陳方安生及激進反對派沆瀣一

氣，只會斷送香港普選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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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提名」按下不表，「愛國

愛港」成為「泛民主派」向中央

「叫陣」的最新戰場。港澳辦主任

王光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

長、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及

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前在出席立法會

上海訪問團座談會時，均就「愛國愛港」

作了詳細闡述，但10名留守立法會上海訪

問團的「泛民主派」議員卻似左耳入右耳

出，一離開了會議室，就對着鏡頭聲言

「無法理解」，有議員更視「問了兩次甚

麼叫愛國愛港」為政治本錢，公然搶鏡。

然而，行政長官須愛國愛港是應有之義，

任「泛民主派」再怎麼運用語言偽術轉移

視線，也只是自欺欺人。
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既須宣誓效忠，也需履行「雙負責」的
職責，即「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行政長官須愛國愛港，
並非突然無中生有的要求，而是不說自明的政治
倫理。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早就「愛國者治
港」作了清楚論述，他說：「港人治港有個界線
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
理香港，未來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
又指「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
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
的繁榮和穩定。」

不說自明的政治倫理
今年三月北京兩會期間，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

更分別在參加港澳政協聯組會議及港區人代團會議
時提出中央對香港普選問題的「一個立場、三個符
合」，並點出「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這不僅是
政治標準，也是法律要求」，並坦言：「放眼世

界，無論是單一制國家還是聯邦制國家，都不可能接受其轄下
的任何地方政府選出一名與中央政府對抗，甚至宣傳要推翻中
央政府的地方首長。這是一個起碼的政治常識。」

他又說：「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是維護香港和國家整體利
益的必然要求。香港的繁榮與發展離不開中央政府和內地的支
持。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必然損害中央與特區關
係，損害香港市民的整體福祉，進而影響甚至衝擊國家改革穩
定發展的大局。愛國愛港作為對行政長官履職的必然要求，不
能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更重要的是要落實在行動上」。

不過，「泛民主派」卻屢次質疑愛國愛港的標準是中央的
「篩選」手段，又聲言愛國愛港並無法律依據，也沒有衡量準
則，當然也有人藉機「抽水」，強調自己也是愛國愛港，只是
「不愛黨」。但正如張曉明在座談會中所言「是否愛國愛港，
是有客觀標準的」，他將之概括為三條：「一是是否擁護香港
回歸祖國；二是是否做過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繁榮穩定的事
情；三是是否擁護並遵守基本法。」他並表明作判斷時，「不
光要看他口頭是怎麼說的，更要看他是怎樣做的；不光要看他
過去的歷史，更要看他現實的表現」。

掩耳盜鈴心虛膽怯
李飛也指出：「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這是

『一國兩制』的一項基本法要求。」王光亞進一步闡釋指：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
府，享有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區域。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由中央政府任命，他不但要對香港特區負責，還要代表香港特
區對中央負責，他是連接中央和香港的政治橋樑。這就要求行
政長官必須擁護『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地貫徹『一國兩
制』，既要效忠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更要效忠實
行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雙負責』、『雙效忠』
的政治要求決定了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者擔任。」

張德江委員長及三位主任的講話，既羅列了愛國愛港者的標
準，也點明了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的法律依據，愛國愛港既
有「先例可依」，也有「實例可循」，就如張曉明所說的，中
央從沒有「一竿子打沉一船人」，從來沒有說過凡屬所謂「泛
民」陣營的人士都不符合愛國愛港的標準，但那些口頭高呼愛
國的「泛民主派」或者需要反問自身，是否「不遵守基本
法」，是否「與外國勢力勾勾搭搭」，是否「口是心非，嘴上
說自己愛國愛港，實際上卻幹破壞香港穩定繁榮、干擾老百姓
穩定生活的事情」。那些「泛民主派」繼續掩耳盜鈴式故作不
懂，或許正是心虛膽怯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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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社民連
主席梁國雄(長毛)日前出席立法會會議期
間，突然「衝向」財政司長曾俊華，並向
曾擲陰司紙，事後曾俊華在網誌不點名批
評有人只挑不會反抗的人挑釁、做爛騷。
長毛則繼續其厚顏本色，昨日作出無理
「反駁」，聲稱財政司長有特權，一般市

民才是真正無權，不能反抗，反指拉布只
是很輕微的反抗云云。
長毛更揚言，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拒絕他
提出的1,000多項所謂「修訂」，他為求
達到「報復」目的，已經要求助理準備追
加200多個修訂，並會在今日限期前提交
立法會。

同道紛割席批陳李
「告洋狀」損政改討論

人民日報海外版文章籲剪布

擲陰司紙 長毛厚顏拒認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
中」主事者之一的戴耀廷，昨日出席一論
壇時聲稱，現正了解是否另有團體發起七
一「佔中」行動，希望可了解行動的性
質。他揚言，無人可以壟斷「佔中」，但
根據他們的計劃，現時並非展開全面「佔
中」的時機，故此未決定是否參與云云。

他又稱，政改現時仍處於民意戰階
段，舉行商討日及全民投票，可以「確
立民意」，影響日後的討論。戴耀廷又
為自己的「佔中」行動「貼金」，形容
很多人持觀望態度，為求「壯大聲
勢」，即使有些人沒有簽署意向書亦可
參與。

戴耀廷：無人可壟斷「佔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人民力量」、社民連及
范國威等激進反對派議員，今
年再就財政預算案拉布，早前
瘋狂提出 1,917 項「垃圾修
訂」，惹來香港社會各界狠
批。《人民日報》海外版昨日
刊登署名文章指出，「拉布」
到了必須依法遏止的地步，應
「及早剪之而後快」。
這篇題為〈香港反對派扯皮
也瘋狂〉的署名文章，揶揄香
港反對派議員有望創下拉布新
紀錄，今年提出的修正案數目
近乎「翻了兩番」，提出近
2,000條修正案，文章並指去年

反對派就財政預算案提出710
條修正案，已耗費了「史無前
例」的16天133個小時作辯論
審議。
文章指責所謂拉布是少數派

議員利用議會議事程序，延遲
或押後他們反對的議案的審議
進程，以阻止該議案獲得通
過。文章又引述香港社會有輿
論指，面對政府施政和經濟民
生受阻的嚴峻局面，拉布到了
必須依法遏止的地步，「純粹
只是撒紙錢式的無聊勾當，這
樣的拉布還有甚麼存在的必要
和價值？還不及早剪之而後
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政協常委、前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唐唐）早前向政府提交政改方
案。在復活節假期，雖然唐唐人在西班牙，但他仍然
關注香港政制發展。昨日唐唐就透過網誌撰文，呼籲
大家「一步一腳印 走出普選路」，強調普選路不應
凌駕基本法、不應原地踏步，亦不應一步到位。

應求同存異 以大局為先
唐英年昨日在網誌上以〈一步一腳印 走出普選

路〉為題撰文，表示非常關心香港政制諮詢的進展工

作，留意到各界都踴躍發表意見。他強調，不論各界
意見如何南轅北轍，相信都對香港政制發展具有積極
意義，又呼籲各界在提出意見及討論時，「應該求同
存異，以大局為先，小節為後，用『一步一腳印』的
方式，走出香港的普選路。」
至於何謂「一步一腳印」，唐英年說：「不凌駕

基本法，不原地踏步，及不要一步到位」。另外，他
預期今次普選行政長官安排有機會是「嚴謹及高門檻
的」，因為「萬事起頭難」。他又坦言，「相信辦法
總比困難多」。

唐唐網籲「一步一腳印」邁普選

李鵬飛斥「搞到一鑊泡」
繼「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日前與陳李劃清
界線，指自己不會仿效二人跑到外國爭取支持
之後，作為陳方安生發聲平台「香港2020」成
員的李鵬飛，日前接受報章訪問時，並沒有借
機為陳李「塗脂抹粉」，反而形容這次二人出
訪美加「很不幸」，並指「陳李二人將現時政
改討論『搞到一鑊泡』，香港2020的方案要獲
得中央接納顯然難上加難」。李鵬飛又稱，陳
方安生出訪時未有通知他，而會見美國政要亦
無助於普選討論， 「讓你見到美國總統也沒有
用……中央對這個（指陳李此行）看法是勾結
外國勢力，中美關係亦變得緊張」。

蔣麗芸批「活在幻想中」
另一方面，民建聯副主席蔣麗芸昨日在「面書」
(facebook)上貼上李鵬飛的有關言論，更寫上：「醒
來吧！中美關係既緊張亦親密，是一場博弈！視

乎各自的籌碼是多少！舞台越大，押注亦大！」
蔣麗芸又指出，「過去美國喜以世界警察自居，
但時移世易，美國自身問題亦自顧不暇。香港是
個小舞台，美國點火、煽風就會，押上注碼就無
可能！多少美資金融大鱷在香港揾緊真銀就明白
背後的真正利益關係！」蔣麗芸最後更直指：「陳
太、李大狀還活在過去，活在幻想中，苦巴巴的
跑去美國告狀，糊塗啊！真像一個耳光掌摑在自
己的臉上！二老，醒來吧！」

網民籲「莫做西洋幫棋子」
蔣麗芸的言論，亦獲得一眾網民認同，網友wong
dora寫道：「推翻民選總統，否認全民公投，這
就是美國人權在別國運用。醒吓啦！迷信西方民
主的香港青年人。」網友ching ching：「香港人
以他倆為羞恥。」網友ping yuen yu：「民主黨死
雞撐飯蓋，告洋狀叫言論自由，好似山草藥！贈
他們兩人：除了言論自由，尚有沉默是金，禍從
口出，病從口入，小心莫做了西洋幫的棋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禍港四人幫」中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及民
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早前在香港政改討論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雙雙跑到美加
「告洋狀」，這種損害港人利益的行為不得人心，遭到各方狠批，就連反對派陣營
中人亦紛紛與兩人「割席」，劃清界線。身為陳方安生的「香港2020」「黨友」的
李鵬飛，日前亦公開批評陳李「告洋狀」，還稱兩人跑到美加一事是「很不幸」，
把政改討論「搞到一鑊泡」。建制派方面，民建聯副主席蔣麗芸昨日就在facebook
留言，批評陳李沒有認清國際形勢，還活在幻想中，苦巴巴的跑去美國告狀，猶如
把一個耳光掌摑在自己的臉上。

■唐英年早前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邀請，為政
改拍攝宣傳短片。 唐英年微博圖片

■李柱銘及陳方安生跑到美國「告洋狀」，不但受到建
制派批評，連同道亦紛紛「割席」和指責。資料圖片

■李鵬飛批評陳李「告洋
狀」把政改討論「搞到一
鑊泡」。 資料圖片

■蔣麗芸批陳李二人跑去
美國告狀是「活在幻想
中」。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