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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展現溝通誠意 學聯不要再立場反覆不講法理
特區政府和學聯代表將於今天展開對話。市民都期待對話能夠取得積極成果，為早日解決 決定為基礎，這不但是對話的基礎，更是整個政改討
「佔中」創造條件。事實上，為了早日化解「佔中」困局，當局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和誠意與
學聯展開對話，包括多次派出官員與學聯代表協調。及後儘管因為學聯背信棄義，企圖騎劫
對話煽動學生參與「佔中」，當局才逼不得已停止。現在，當局再次伸出橄欖枝，學聯理應
好好把握，不要再生波折，更要避免好像以往般，在訴求上反反覆覆一時一樣：一時要求對
話，一時又呼籲示威者無限期佔領；一時表示願意在香港基本法內展開對話，一時又堅持要
人大撤回決定，死撐「公民提名」；一時說對話只談政改，一時又要那個落台。如此立場反
覆不講法理，試問如何展開對話？市民都對這次對話寄望甚殷，而社會上認同依法落實普
選，反對「佔中」的民意也是彰彰明甚，學聯代表應順應民意，在香港基本法以及人大決定
的基礎上討論政改，早日宣布結束「佔中」，不要令社會陷入萬劫不復的局面。
在「佔中」進入第二十四日的時間，終於迎來了當
局與學聯代表的對話，為早日結束「佔中」帶來了一
絲曙光，值得社會各界歡迎。確實，這次對話機會來
之不易，既說明了學聯等「佔中」搞手有意通過談判
結束事件，也反映了當局的包容和誠意。記得在前一
段時間，當局本來與學聯曾就政改對話議題達成共
識，包括討論政制發展的憲制基礎及法律規定。然
而，學聯在與政府代表開會之後，竟然單方面聲稱對
議題「感到失望」，公然推翻與政府達成的共識，在
傳媒面前惡意抹黑攻擊政府。與此同時，「學民思
潮」召集人黃之鋒，又煽動市民到夏慤道集會，一同
觀看學聯和政府會面的電視直播，向政府施壓云云。
學聯及「學民思潮」的這種做法顯然是企圖騎劫對

話，趁對話之機號召更多人加入已經人心渙散的「佔
領行動」，根本毫無溝通誠意，當局隨即中止對話，
以免被他們所利用。

政府有誠意 學聯應把握
隨着首次對話中斷，變相給予激進派乘機發難的口
實，各個「佔領區」已經陷入失控狀態，旺角、龍和
道相繼爆發嚴重衝突，現時旺角更已到了暴亂的邊
緣，隨時可能出現不可挽回的局面。因此，早日結束
「佔中」讓社會恢復秩序，已是社會的主流共識，也
包括大部分反對派溫和人士的共同期望。當局再次開
啟對話之門，表明當局始終希望通過和平對話解決事
件。同時，當局亦重申對話必須以香港基本法和人大

論的基礎。如果不能恪守政改原則，對話也只會流於
各自表述，不可能有任何成果。學聯以及「佔中」搞
手都應好好把握這次機會，在法制的框架內交流意
見，不應再橫生枝節，更不要再意圖借此煽動群眾。
學聯必須理解的是，對話必須有共同基礎，雙方也
要有誠意。在這次對話中，學聯至今最為人詬病的地
方，立場反反覆覆，訴求一時一樣。記得在 9 月 25
日，學聯發動罷課之時，其訴求是「要特首梁振英答
應去添馬公園見學生」。28 日「佔中」正式發動，學
聯又要求「梁振英必須重新交出反映香港人真實意願
的政改報告、特首梁振英和政改三人組官員下台、開
放添美道讓市民集會，人大常委會亦要收回政改決
定，並容許特首普選有公民提名。」10 月 1 日，學聯
又提出了新要求，除了要求梁振英下台，還要「與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對話」。到了 10 月 2 日，學聯再表
示，「要求學生和政府的對話，政改是唯一議題」。
但到了 10 月 3 日，學聯又表示要擱置與政府對話，要
求警方問責云云。到了 10 月 5 日，學聯立場又變，表
示「願意與港府展開對話，要求對話要對等及結果必
須可執行」。到了 10 月 6 日，學聯進一步提出「要求
有多輪對話、對等談判地位、政府確認及執行對話結
果」。當特區政府認真回應有關要求時，學聯在 10 月
7 日又重新提出「公民提名、取消功能組別」。10 月 9
日，學聯又要求政府提出具體方法解決政改困局，並
要求「佔領人士」堅守街頭，擺出對抗姿態。在 10 月
10 日，學聯又重提「要求撤回人大決定及堅持公民提
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立法會年度甫開始，
反對派議員隨即開展「不合
作運動」。新民黨主席、立
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見圖）
昨日批評，立法會財委會已
積壓大量關係民生經濟的重
要項目，社會各界對通過撥
款焦急如焚，反對派卻視若
無睹，抗爭沒完沒了，繼續
以政治利益凌駕港人福祉，完全是與民為敵。她呼

入立法會大樓，感觸良多。她說，立法會首要
面對的，是街頭抗爭已蔓延至議會，部分反對
派議員啟動「不合作運動」，展開拉布。
她說，上周五舉行的財委會會議，便成為
拉布頭號目標。其間，有議員在會議開始時
立即動議「休會議案」，要求特區政府將民
生議案安排在較前的位置，另有議員則提出
「中止議程」，雖然兩項動議均被否決，但
已耗費議會兩小時辯論，隨着反對派議員不
斷耽誤議會時間，當日與民生關係重大的基
建項目「三堆一爐」仍錯過議會表決時間，
一再延至本周五繼續審議。

進度「老鼠拉龜」憂難運作
葉劉淑儀指出，財委會積壓的 18 項建議涉

及 305 億元，不論官員及市民都焦急萬分，
例如公務員不能加薪，低收入津貼尚未批准
等。然而，面對大量實質、有關經濟民生的
事情，一天財委會會議進度卻緩慢得如「老
鼠拉龜」，一個議案隨時耗費三星期完成討
論，她擔心如此下去，議會不能正常運作。

政改非立會全部工作勿騎劫
她強調，政改雖是許多市民關注的議
題，但不是立法會的全部工作，反對派議
員不應以政治因素騎劫議會，令政府改善
民生的努力得不到實踐。她反問，若不理
會普羅大眾的利益，無止境進行議會抗
爭，等同是與民為敵，並直斥議會內有些
「不顧民生，只懂抗爭」的反對派議員，
拿民生撥款和市民福祉作籌碼，最終受苦
的，就是全港市民。

阿人涉瞞報逃稅 市民請願促徹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屢次
否 認 接 受 外 國 逾 1,000 萬 元 政 治 資
金，及懷疑收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
英政治賄款的工黨主席、立法會議員
李卓人涉嫌逃稅，「監察立法會議員
誠信關注組」約 20 名成員昨日到灣
仔稅務大樓外高叫口號請願，要求稅
務局就有關事件展開調查，並希望公
開調查報告。
「監察立法會議員誠信關注組」
約 20 名成員昨日在灣仔稅務大樓外
拉起橫額，高叫「反黑金、香港要
廉潔」及「逃稅瞞報呃港人、為禍
香港正衰人」等口號，表達對李卓
人沒有公開申報收受外國政治捐款
及懷疑逃稅的不滿，並對此感到憂
慮及憤怒。

余智榮：兩收款或僅冰山一角
關注組發言人余智榮質疑，李卓人
身為立法會議員，多次被揭發涉嫌公

■馬時亨指，近年立法會內「掟蕉掟杯，禮崩樂壞」，又
點名批評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不尊重他人。

﹁
﹂

職人員行為失當，其個人品格已受到
嚴重影響。而在本港現時混亂的時勢
下，竟有人收取政治捐款而「搞亂」
香港，實在感到失望。
他續說，李卓人牽涉的兩宗收受政

治捐款事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擔
心還有更多醜聞仍未被揭露，「我們
恐怕李卓人收取外國巨額捐款，將導
致外國勢力借政治捐款插手香港事
務，擾亂香港政治。」

旺角「佔領區」要重演基輔獨立廣場開槍事件？卓 偉
旺角街頭，危機四伏。連續兩晚激
進示威者暴力衝擊警方防線，顯然不
是偶然為之，而是幕後有組織、有部
署、有計劃的一次行動，目的就是要
製造「震驚國際」的流血事件。在衝
突之前，有貨櫃車將大批工業用頭盔
及防具運送到旺角，有人更影到在
「佔領區」附近存放大量木棍、雨傘作攻擊之用。在
網上，陳雲的「本土派」信徒以及激進示威者，更發
布深夜 12 時重奪旺角的號召，大批示威者隨即不斷在
旺角集結。

及後，在連續兩晚深夜 12 時正，激進示威者就向
警方防線發動猛攻，並且不斷向前推進，在街道兩
旁 的 示 威 者 則 大 聲 辱 罵、 起 哄 ， 意 圖 干 預 警 方 行
動。一班全副裝備的示威者更撲向警員，並且以雨
傘陣遮擋視線，迫使警方要以警棍來驅趕，事後有
多名示威者指稱被警員打傷。激進派暴力衝擊警方
防線，明顯不是為了擴大「佔領區」，原因是擴大
了也守不住。他們居心叵測，用心惡毒。其中，陳
雲的「本土派」信徒在網上就自揭底牌，直指目前
警員「情緒已極度不穩，好快可以迫到佢哋開槍，
我哋就贏，唔開槍都可以玩到再有行差踏錯，報紙

關注組要求稅務局就有關事件展開
調查，一旦發現屬實，就應該立即追
討有關稅款。他們並要求李卓人公
開、坦誠交代事件始末以釋公眾疑
慮。

責不尊重市民期望

馬時亨在致辭時，呼籲社會尊重多元與差
異，若社會對制度失去賴以為本的尊重，禮樂
崩壞，綱紀不張，就很難繼續有效運作。他點
名批評，自己任局長時，曾在立法會因討論銷
售稅而遭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詛咒，此舉
極不尊重他人，也不尊重選民對議員履行職責
的期望。

引名言保「言論自由」

此時，有少數學生在馬時亨發言期間無禮地
喝倒彩，並打斷其發言，行徑讓人側目。馬時
亨則淡定地要求學生尊重其發言的權利：「我
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
利。」不少與會者以掌聲表示認同。
其後，有畢業生登上主禮台時展示政治標
語，有人大聲以英文質問馬時亨是否聽到人民
的聲音，馬時亨亦爽快以英文回答：「 I do.」
態度不亢不卑。

▲關注組將請願信投入稅局收件箱。
文森 攝
◀關注組約 20 名成員昨日請願，要求
稅務局就李卓人收受捐款的事件展開
調查。
文森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嶺南大學昨
日舉行第四十五屆畢業典禮，獲頒榮譽社會科
學博士的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
（肥馬）在致謝辭時指，近年立法會內「掟蕉
掟杯，禮崩樂壞」，又點名批評社民連主席、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曾經咒罵他，不尊重他人。
在他發言其間，有部分學生無禮打斷，他立即
要求學生尊重其發言權利，「我不同意你的觀
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博得不少
與會者的掌聲。
嶺南大學第四十五屆畢業典禮由校董會主席
陳智思主禮，同場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 3 位傑
出人士，以表揚他們對香港教育及社會的卓越
貢獻，包括工商管理榮譽博士陳南祿、文學榮
譽博士劉以鬯及社會科學榮譽博士馬時亨。典
禮開始不久，在播放國歌和校歌時，數十名畢
業生撐起雨傘。

嘆議會禮崩樂壞

籲反對派議員不應以政治騎劫議會，令市民受害。

劉淑儀昨日在 facebook 撰文提到，立法
葉會上周正式復會，社會氣氛動蕩，再踏

在今日對話前夕，學聯又拋
出了最新訴求，即「質問政府為何不能推行真普選
的原因，並要求港府政改三人組重寫政改諮詢報
告，甚至重啟政改『五步曲』」；學聯更表示若梁
振英指「公民提名」不符合香港基本法要求，希望
政府能依據民意修改香港基本法云云。學聯在「佔
中」爆發前後的大半個月內，所提出的訴求就變化
了不下 10 次。在「佔中」勢大時，學聯就死撐人大
要撤回決定，要求「公民提名」；當勢弱時又擺出
一副願意溝通的樣子，試問何來對話誠意？而且，
現時學聯所提出的要求根本就不可能獲接納。「政
改三人組」的報告充分反映了社會民意，人大決定
具有無可置疑的權威性和法律效力，怎能隨意修改
並重啟「五步曲」？至於「公民提名」違反香港基
本法，學聯竟反過來要求修改香港基本法以配合
「公民提名」，一個守法的政府怎可能會答允？
學聯所提出的要求，不但立場反覆，更是不講法律
不講道理，也不符合其初衷。學聯如果堅持這些訴
求，不過令對話失去意義，令「佔中」繼續持續下
去，顯然並非廣大市民的期望。近日，連公民黨和民
主黨的民調也顯示大多數市民反感「佔中」，並肯定
當局和警隊的工作。民意已經十分明顯，學聯如果仍
然執迷不悟，只會將手上所餘不多的民意籌碼輸乾輸
淨。學聯應以理性、務實、守法的態度展開對話。

肥馬批長毛 惡咒

葉 反對派與民為敵
：
太 拉布阻撥款救命

訴求一時一樣
立場不講法理

鄭國漢：批評前先弄清真相
出席典禮的嶺大校長鄭國漢呼籲同學以謙和態度彼此
尊重，又指該校學生一直參與香港政制及選舉制度改革的
討論，相信同學可以從中學習及成長。
他又提到現時有許多人急於批評別人，卻不首先弄清真
相及反思自己的假設。就同學打斷馬時亨發言，鄭認為大
學有言論自由，而學生的行動無影響他人，故沒有問題。

頭版又有嘢寫」。
原來，他們真正目的竟然要迫使警員開槍。這個計
劃相當兇險，試想在旺角如果有人中槍，不論是誰開
槍，肯定會令示威者陷入瘋狂狀態，部分人會離開現
場，但部分人卻會瘋狂的反擊警員，造成更嚴重的流
血事件。之後國際媒體會大做文章，反華勢力隨即展
開大合唱。這一幕正與烏克蘭的基輔獨立廣場開槍事
件一模一樣。
今年初烏克蘭爆發持續多日的大規模反政府騷亂，
大批手持木棒和鐵棍的年輕示威者，集結在基輔獨立
廣場，並且用裝滿雪的麻袋設置路障，在結冰的街道
上挖出鋪路石塊擲向警察，暴力衝擊警察防線，及後
更據稱有示威者被警員射殺，令局勢急轉直下演變成
血腥衝突。後有分析指，該批示威者不像普通人，
「更像是受過較好訓練的士兵」，「完全像軍隊一樣

行動，甚至有自己運轉靈活的後勤保障系統」。示威
者主要是大學生，通過網絡組織起來，並且能夠對
「前線部隊」進行更換和修整，猶如行軍打仗，令警
方難以應付。但更震驚的卻是，事後揭發在行動中不
但有美元僱用的打手，還有狙擊手朝人群打黑槍，藉
此誘使警察開槍，嫁禍於政府，並且引來西方干涉，
最終令烏克蘭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現在旺角「佔領區」情況，與基輔獨立廣場的形勢
何其相似。激進派示威者根本不是普通市民，而是一
班好勇鬥狠的暴徒，並且有人源源不絕的提供裝備，
更可能在暗角處隨時還有埋伏好的黑槍。這些部署的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令「佔中」流血並陷入失控，
演變成嚴重流血騷亂。現時旺角「佔領區」潛藏巨大
安全風險，敵我難分，人鬼難辨，市民理應避之則
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