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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數位議員因為爭取某些議題再次濫用程序去
拉布，阻礙財政預算案的通過，嚴重影響香港的財政穩
定性和各項民生的福祉。
筆者認為爭取某些議題是議員的職責，但應透過恰當
的方式，包括研究、討論、請願、遊行去與政府周旋與
商討。但爭取的議題與財政預算案沒有多大關係，以拉
布形式對待財政預算案是無聊的手段，令香港跌進財政
懸崖的危機，帶來無謂的不穩定性，影響香港的營商環
境。
民主的本意是少數服從多數，是一個文明機制去處理
社會上不同的聲音。議員便是代表他們所屬的市民去
議事、投票。民主本身便是有和而不同、包容尊重的含
意。但近年越來越多從政者，口頭上聲稱因為民主，而
利用不同的程序，去阻礙大部分議員的決定。這是濫用
程序、濫用民主，這才是真正的不民主、不文明的做
法。
香港大部分的市民都是理性務實，但求施政切合民
意。作為議員，除了反映市民的意見外，大家都是有責
任將政府的困難向市民解釋，從而拉近雙方之間的距
離。當然，不同市民有不同的看法，不同議員正正就是
代表不同聲音和角度的市民。以投票的方式決定最後
的議案，是文明、民主的程序，亦是反映整個社會的看
法和大部分市民的決定。
某些議員只屬少數，卻透過拉布的不文明方法去阻撓
大多數議員的決定，是香港大部分市民不樂見的事情。
最近，更因有議員特意在最後幾秒離開議事堂而造成不
必要的流會，是浪費公帑，破壞民主，影響民生的無聊
做法。
筆者希望社會各界保持理性務實、文明民主的態度，
繼續為香港建言立諫，維持香港的競爭力，建設一個香
港人和世界各地人民都引以為傲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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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便溺」本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事，可兩地媒
體人的頻頻發聲，不斷驚起一陣又一陣罵聲，而且所
引發的摩擦也愈演愈烈。4月27日，所謂「光復」行
動，30多港人帶「糞便」道具進入內地遊客常光臨
的香港尖沙咀海港城，在商場內蹲下，先後8次模仿內
地幼童便溺，以致內地遊客與這夥人對罵。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5月1日，香港數十名網民和「熱血公民」
成員在尖沙咀鬧市區，打扮成紅衛兵，呼籲內地旅客
返回內地購買國貨，以示「真心愛國」。看這一幕
幕「鬧劇」，不要說內地遊客憤怒了，本文作者也迷
茫了。這還是有「東方之珠」美譽的香港嗎？這哪
裡是「血濃於水」，分明是在自取其辱。

「小童便溺」不值得驚天動地
其實，香港警方對此次「小便門」事件已經調查得非
常清楚：4月15日，一對內地夫妻帶2歲的兒子在香港
旺角旅遊，因衛生間排隊，小孩等不及，夫妻就讓孩子
在街頭方便，引起一香港路人不滿，遂對小童當街方便
過程進行拍攝。小孩父親發現後前去制止，並搶奪記憶
卡，進而引發衝突。這原本是一件小事，甚至不能稱之

為「事件」，因為這樣的小摩擦在全世界的不同城市每
天每小時可能都在上演。
這樣一件小事，為何在香港卻能持續發酵升級，直至演
變成部分香港市民反對內地遊客來港的導火索？演變成內
地民眾對立的一場風波？筆者認為，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香港民眾與內地遊客之間的摩擦由來已久。

在開放內地赴港自由行之後，「雙非孕婦」、「搶購
奶粉」等問題不斷顯現。每天面對不間斷的遊客進
港，每天面對這黑壓壓的人潮，公共資源不同程度上
「被分享」，在生活上造成許多不便。從這個角度
講，可以理解一些港人為何對「內地因素」產生過
敏。但是，站在內地遊客的立場上看問題，獲得的卻
是「被歧視」、「被排擠」、「被冷待」的感受：到
香港旅遊是來花錢的，住酒店、吃飯、購物也都是給
香港經濟做出貢獻的，為什麼還要被罵作「蝗蟲」？

彼此理解包容可彌補差異
其次，香港、內地在地域習俗、文化習慣、文明素

養方面存在一些差異。例如，一些內地遊客到了香
港，不知道應該怎麼行走。因為在內地，人們都是靠

右行走的；但在香港，靠右走卻是逆人流而行。數十
年養成的習慣，一時半會還真不容易改變。我們也不
能否認，少數內地遊客身上存在一些不良習慣，在一
定程度上破壞了香港的秩序和文明。例如，香港地鐵
是明令禁食的，而內地一些城市的地鐵卻沒有此類強
制性規定，一些遊客在香港地鐵裡吃喝，惹來港人反
感。關於兒童隨地便溺的問題，在內地不少地方可能
被認為很正常；但在香港，卻是容易觸怒當地人的不
文明行為。就此次幼童小便事件而言，衛生間排長隊
是事實，小孩自控能力差可以理解，小孩母親用紙尿
片接尿液的行為甚至還值得提倡。兩地是有差異，但
差異不是問題，不是障礙，多一些理解、包容、互
敬、互讓，是可以彌補和縮小這些差異的。

須提防有人借題發揮煽風點火
前面所說的兩個原因，容易導致摩擦的發生，但不

會推動事件的持續升級。第三個原因，才是最關鍵的
因素——「小便門」背後有人在借題發揮、煽風點
火。隨香港2017年普選逐漸臨近，隨接下來的春
夏交替之際的激進反對派的連串政治行動，香港某些
人、某些勢力開始「小動作」頻頻，西方反華勢力也
藉機插手香港事務，欲搞亂香港。近些年，一系列
「逢中必反」、「逢內地必反」之類的「小把戲」愈
演愈烈，包括此次「小便門」持續升級的背後，隱隱
約約可以看到，有一隻「幕後黑手」正在把事件推向
聚訟難休的境地：族群攻擊、人格辱罵、文化鄙視，
甚至非法集會。這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的正是香港

民眾對「內地因素」
的過敏，同時也利用
了內地遊客「被歧
視」的躁動情緒。
「小便門」事件該

熄火了！無論是港人
還是內地民眾都應該
清醒看到，香港與內地本是和睦的一家人，家裡人沒有隔
夜仇。再想想，即使在香港市民內部，日常生活中也會發
生一些小事的衝突，如雙方能夠冷靜地處理，這些問題都
可以得到解決。

勿傷害兩地民眾的深厚情感
內地人士到香港旅遊是因為喜歡香港，既然喜歡就

應該珍惜，要尊重當地的地域習俗和社會規則，不要
因為個人的一些不良習慣破壞了香港的社會道德環境
和法治秩序；港人也應理解內地居民來港主要是想旅
遊、想購物，正如港人在長假期時會出外旅遊一樣，
還要體諒內地經濟與國民素質發展不匹配的現狀。就
幼童小便事件而言，與其採取極端行為傷及感情，不
如編纂一本「香港如廁指南」，或者通過公眾媒體給
內地遊客普及文明規約。
再過一個多月，香港就回歸祖國17年了。這些共同
走過的歷程，最值得驕傲和自豪的就是香港與內地的
兄弟情深、血濃於水。千萬別讓「小便門」衝散了兩
地民眾的情感，成為反中亂港勢力製造政治行動聲勢
的「鬧劇」。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小便門」事件為何持續發酵？
「小便門」本是一件小事，為何演變成兩地一些民眾對立的一場風波？當中牽涉香港民

眾與內地遊客的摩擦，香港、內地在生活習俗、文化素養方面的差異，但最關鍵的因素是背
後有人在借題發揮、煽風點火。無論港人還是內地民眾，都應清醒看到，兩地本是和睦的一
家人，兄弟情深、血濃於水，雙方能夠冷靜地處理，彼此的摩擦可以得到妥善解決。千萬別
讓「小便門」衝散了兩地民眾的情感，成為反中亂港勢力製造政治行動聲勢的「鬧劇」。 ■屠海鳴

文平理

港輿論批評「佔中商討」是小圈子「篩選」

「亂搬龍門」政治伎倆圖蒙騙公眾
《經濟日報》社評指出，因「佔中」支持者取態本就較激進，結

果獲選的方案皆包括「公民提名」，不包括「公民提名」的溫和方
案皆被擠走。此除惹「泛民」溫和派不滿，更令不少港人失望，因
「佔中」一方的手法竟逆民主本義。激進「泛民」藉騎劫「佔
中」，圖將「公民提名」包裝成港人唯一選擇，既不顧「公民提
名」違憲現實，中央亦不可能接受，此令佔中難以避免，更恐拉倒
政改，令香港陷入難以管治的最壞境地。
港人要避免香港深陷泥淖，關鍵是必須更積極發聲，對符合基本

法，亦被普遍港人接受的政改方案，更勇於表達立場，此對推動政
改前進有關鍵作用。香港政改要向前走，佔大多數中間、溫和民意
就要更敢於發聲，在民意上壓倒激進聲音，才有機會減低佔中風
險，才有望實現2017年普選特首。
《頭條日報》社評指出，「佔中」搞真篩選自打嘴巴，「佔中」

在小圈子推選機制中，自訂框框，赤裸裸定出底線，由「自己友」
操盤，正正是「真篩選」，旨在局限市民在稍後電子公投中的選
擇，這種做法，與他們高喊的口號自相矛盾，顯露所謂的電子全民
公投，只不過是一場鬧劇，為合理化「佔中」行動製造理由。
「佔中商討日」激起溫和「泛民」不滿，惹來不少輿論批評，令

「佔中」下月底發動電子「全民公投」的認受性受到質疑，公信力
亦嚴重受挫。「佔中」黑箱作業，大玩「真篩選」，怎算得上「真
民主」？這種「亂搬龍門」的政治伎倆，企圖蒙騙公眾，更不利於
社會各界為政改凝聚共識，值得譴責。

溫和派感覺遭激進派騎劫
《新報》社評指出，正因有人不滿意「佔中商討日」選舉的形式，

所以不參與投票的也大有人在，其中包括了「香港2020」李志喜、公
民黨的湯家驊等等，因而造成了人們對溫和方案的反應冷淡。湯家驊
更直言，這次的選舉有篩選的成分，所以他對此感到失望。
三個「佔領中環」的方案，均是含有「公民提名」的成分，換言

之，即是架空了提名委員會的權力，令到提名委員會在某程度上成
為橡皮圖章，這毫無疑問是違反了《基本法》。身任中央港澳工作
協調小組副組長的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在日前，早就指出了中央政府
所不能接受「佔領中環」的理由：第一是違反《基本法》，第二是
影響香港繁榮穩定，第三則是阻礙普選，因為如果中央政府和香港
人並不能夠在這一次的政改之中達成共識，那只會令到普選之路更
往後推遲而已。
《晴報》社評指出，「和平商討日」顯示「泛民」內部，激進派與
溫和派之間，出現嚴重內部矛盾，溫和派感覺到遭激進派騎劫。「佔
中」投票又遭外間批評不民主，是一次「篩選」投票。按「佔中」投
票規則，參與者必須認同「佔中」理念，才能參與投票選擇政改方案。
不認同「佔中」理念者，被拒於門外。亦即不同理念人士，被拒於投
票機制之外。這種認同理念才能參與投票的機制，本身就是「篩選」
機制。在「篩選」機制之下，必然「篩選」出理念相近的政改方案。
弔詭的是，「佔中」既策動「全民投票」，卻又表示從沒說過三
個方案代表全港市民。這些前後矛盾說法背後，是否醞釀另一場少
數騎劫多數的遊戲？

市民應杯葛下月的所謂「公投」
《大公報》社評指出，綜觀整個趨勢，極端激進勢力顯然已經「綁
架」了整個反對派陣營，香港的政治形勢將朝更激烈對抗方向發展，
廣大市民期望的依法普選有被反對派「佔中」生生扼殺的危險。
「商討日」是「佔領中環」的前奏，而投票結果則是啟動「佔

中」的最關鍵一步。可想而知，按這種趨勢下去，未來九個月香港
將陷入怎樣的激烈政治爭鬥。事情演變至此，在事關香港前途命運
的關頭，廣大市民不應再沉默，而應勇於站出來發聲，表達真正的
民意，批判揭露激進反對派企圖以「佔中」騎劫民意、對抗中央的
險惡用心。
《商報》社評指出，「佔中」活動策劃的「全民公投」政改方案

商討初選，篩選出三個明顯違法的激進方案，引起各界嘩然。包括
不少泛民人士在內，紛紛譴責「佔中」搞的是典型篩選，完全是黨
同伐異。事件其實是堅持極端立場政團策劃的荒謬鬧劇，秉承其打
民主旗號反民主的虛偽本質，目的是綑綁騎劫泛民政團以求「拉
倒政改」，剝奪全港市民普選特首的權利。同時為「佔中」活動製
造實施借口，企圖將港拖入動盪懸崖。全港市民應杯葛下月的所謂
「公投」，拒絕參與。泛民政團亦應及早和極端反對派割席，回到
理性溫和立場上來，為達至普選盡應有之力。

香港各主流報章昨日的社評，針對「佔中商討日」在15

個政改方案中選出3個方案，指出這3個方案皆含「公民

提名」，是小圈子篩選方案，既淪為民主諷刺，更恐令政

改拉倒。港人應積極發聲，讓溫和聲音主導政改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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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些所謂民主人士，拚命叫囂要「佔領中環」，他
們把自己打扮成香港民主的化身。這些人充其量是外國勢
力的卒子。我認為，真民主應該是代表全體香港人民的意
志，代表香港的整體利益，而不是打民主的旗號幹違背
廣大香港市民意志和利益的事，破壞香港繁榮和穩定。如
果只講民主，而沒有法律的約束，香港一定會亂，一定會
造成族群撕裂。如果真的出現這樣狀況，正中某些反華勢
力的陰謀。
回顧香港回歸祖國的歷程，不難看出英國人的意圖。當時
英國人不甘心把香港歸還給中國，在中英談判桌上，英國人
絞盡腦汁，妄圖用「治權換主權」，但遭到中國政府的嚴正
拒絕。如今，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十幾個年頭，但一些國家、
一些人對退出香港死心不惜，在幕後操縱香港個別人，打
民主旗號，譁眾取寵，蠱惑人心。這些國家唯恐香港不亂。
香港廣大市民是愛國的，是理智的，深刻認識到香港應該如
何發展，也看到某些國家在世界各地搞顛覆，搞政變，把別
國搞得雞犬不寧、民不聊生，自己從中獲利。香港一小撮所
謂民主派中人，心甘情願地充當這些國家的馬前卒，出賣香
港的利益。他們唯恐香港長治久安，大肆放話，要「佔領中
環」。香港是中國的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我作為香港社
會的一員，一個普通商人，不想看到、也絕不容許那些所謂
民主派，把香港變成外國的新殖民地。
如今的香港，圍繞2017年的特首普選及2016年立法會選

舉，香港社會為此展開討論。那些所謂民主派，利用普選鬧
事，情願充當外國勢力的代言人，為這些國家服務。那些所
謂民主派公然不顧基本法的原則，妄圖在選舉中混水摸魚，
擾亂依法落實、循序漸進的方針，他們的目的顯然就是為實
現「以治權換主權」。因為，外部勢力從未放棄香港，他們
始終在找合適機會、合適的人，企圖重新控制香港，把香港
奪回去。
我提醒這些別有用心的人，借普選搶奪香港管治權，這是
不可能的，不要說中央政府不答應，香港廣大市民也不可能
讓你們得逞。因此，所謂民主派要「佔領中環」，根本就是
一種背叛和犯罪。我在此大聲疾呼，你們代表不了香港的民
主，香港的民主是代表全體香港市民的意志和利益。若你們
認為自己有靠山，憑花言巧語，就能在香港胡作非為，擾亂
大多數香港人的正常生活，破壞香港的社會穩定，這是大錯
特錯，必然會遭到絕大多數愛國愛港民眾的反對。這就是香
港的主流民意，這就是真正的民主。奉勸所謂民主派，不要
打錯算盤，香港廣大民眾有覺悟，香港不可能讓外國操縱和
掠奪，中國人早就站起來了！連你們的主子，也不敢當面與
中國對抗，你們又算老幾，快快醒來，不要放人不做，去
做別人的走狗，應該挺起胸膛，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歷史將會證明這一點，任何力量都
不能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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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輪政改諮詢已結束，香港
政制發展向前行的關鍵，要求
港人在《基本法》原則上提出

循序漸進的具體辦法，以達至2017年可以一人
一票遵照民主程序選出特首，邁開政制改革的
一大步。在研討過程中，最為關注的是提名委
員會、候選人的品德資格等內容，而各黨各派
甚至每個人對待政改研討的態度各有特色：支
持政改期望達至成功的態度誠懇真摯、處處以
民為本、希望踏出的第一步可以達至理想的為
民求福的社會。
但是也有這樣一幫人，他們唯恐天下不亂，

唯恐政改可以風平浪靜順利進行，加上外力介
入，國際反華勢力挑撥鼓動，就對政改百般阻
撓諸多設障，有些甚至煽動違法的「佔中」企
圖以破壞香港經濟民生而威迫中央就範聽從他
們的賣港主張。他們不是平心靜氣有商有量地
參加討論，而是挑動不滿、製造猜忌、拒不合
作，中央人員甚至移樽就教虛懷邀請，他們也
像耗子要見貓小偷怕碰到警察那樣閃閃縮縮，
一時說要聯群結隊才敢赴約，一時又要選擇見
面地點，簡直荒唐小家得令人發笑。

「選賢與能」是基本道理
古人也知道要民主便要研究如何用人。「選

賢與能」是基本道理，把品德高尚的人、能幹
的人選拔出來是必由之路，不能說是「篩
選」。古人也知道談民主便要端正態度，中央
多次說明誠心達至普選，唯反對派以小人之心
或者以秉持後台外國老闆之態，一意孤行妄言
中央不懷好意。老百姓應該明白：英殖民者以
往管治香港未曾提過半句給予香港民主，甚至
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也無提及，只有在《基本
法》中才明言，這已經表示了祖國對港人的關
懷和誠意。在這大是大非的關鍵時刻，港人更
應該同心同德依循《基本法》及中央有關規定
的指引，和睦共處開懷暢抒各家所見，務求能
夠磨合異見釀造大同，爭取在第一階段的諮詢
研討中可以理出一些頭緒，從而為下一階段的
工作打下堅實基礎。

「愛國愛港」標準不能放棄
坊間有人就目前討論情況點評，以為中央對

特首必須愛國愛港這一要求似乎有所「鬆
口」，只是特別反對「佔中」和「公民提
名」。愚意以為，「選賢與能」擔任特首仍是
首要之務，絕不能放下標準，讓一名裡通外
國、只聽山姆叔那枝笛的反中分子掌握香港話
事權。試觀乎近來反對派大集結，整合其各式
方案，企圖以「學民思潮」及「學聯」的「公

民提名」捧作最佳方案而再以「電子公投」確
定之，並循此途徑，如中央不接受這方案便發
動「佔中」。此計劃以為以少數激進青年學生
打頭陣做「爛頭蟀」，老百姓會受到迷惑誤
導，執法者也較難處理。但是，看看台灣霸佔
「立法院」和阻街的學生，到頭來還是受到法
律制裁被警方拘捕。

應懂得妥協的智慧
政改諮詢第一階段結束，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說已經收到逾3.6萬份的建議。其中當然包括重
要的有分量的民建聯、工聯會、鄉議局、自由
黨、新民黨的方案，香港大律師公會、律師公會
的建議，均否定了「公民提名」的合法性，但隨
即有反對派中人仍死雞撐飯蓋堅持「公民提名」
等「三軌方案」合法。《易經》有云：「小人用
壯，君子罔也。小人知進不知退，故用其壯也。
壯必見傷，正之危也。」反對派只求利己，不審
時度勢，不順民情，以為驅使「兩學」作馬前卒
可以硬闖過關，要知道這山關離天只有三尺三，
闖不過便會頭破血流。柏拉圖有次問蘇格拉底：
「天與地距離多高？」蘇答：「三尺。只要高度
超過三尺的人，要想立於天地之間，就要低下頭
來。」今日浮沉政圈的人，應有些順時應變政治
妥協的智慧。

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言路暢開做好政改
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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