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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9萬名會員的教協日前公布了新
任總幹事人選，由學聯前秘書長及中
大學生會前副會長馮家強出任。教協
會長馮偉華指在前總幹事意外過身之
後，已經一直搵人接班，但大多數合
適的人選都過不了教協「政治審
查」，他直指與不少應聘者傾談後，

發覺他們「藍藍哋(藍絲帶)」，「好擔心有(建制)滲
透。」最終選擇了政治可靠的馮家強出任。這反映教
協根本不是純粹的教師專業團體，而是有政治任務的

反對派衛星組織，否則何用如此審查應聘者的政治立
場？
其實，這次教協聘用馮家強，與教協內激進派系
「進步教師聯盟」的發功有直接關係。「進師盟」在
上次教協改選時已經大舉進駐領導層，利用影響力不
斷將教協推向激進路線。早前大批教師投入「佔中」
甚至煽動學生參與違法行動，說明教協已被激進派主
導。未來學校教育勢必成為政治上一個主戰場，教協
自然需要找一個同聲同氣、有學運抗爭經驗的人出任
大管家一職。於是在「進師盟」游說下，馮家強終告

雀屏中選。
馮家強是甚麼人？他不但是前學聯「老鬼」，曾擔

任權力最大的秘書長一職，更是將學聯變成一個激進
暴力組織的始作俑者。2002年，他帶領學聯成員與社
民連梁國雄發動違法抗爭行動，最終被控舉行未經批
准集結及協助舉行未經批准集結罪成，留有案底，當
時一班被捕的學聯成員更被反對派吹捧為「學聯七
子」。及後他任職綠色和平，在「佔領」期間身在外
地卻大力鼓吹違法抗爭，並且在外國高舉橫額呼應
「雨傘革命」，是反對派內最極端激進的一群。
教協聘用這樣一個具爭議性人物擔當總幹事，不但

意味教協已經逐步被激進派系控制，舊人相繼被排
擠，新貴相繼進駐要津；更說明教協在「佔中」之後
將會繼續靠向激進對抗路線，將會大力吸納年輕教師

作新血，繼而利用這批教師在校園內進行「政治洗
腦」，向入世未深的青年學子植入反政府、反建制、
反中央的思想；並且利用通識科將大批學生輸送到抗
爭前線。未來青年在政治抗爭上將會扮演愈來愈重要
的角色，而教協正擔當為反對派招兵買馬、宣傳「洗
腦」的重要工具。
教協擁有9萬會員，但相信不少人並非因為政治原
因而加入，主要是由於教協尤其在司徒華時代大力維
護教師權益而加入。如果教協愈來愈政治化，在抗爭
上愈走愈前，甚至擺明車馬擔當反對派政治工具，還
有何資格以教師專業團體自居？他們着重政治利益而
非教師權益，為此更不惜將教師推向違法深淵，這樣
的教協還如何得到教師支持？教協向激進靠攏，只會
是死路一條。

教協聘用學聯「老鬼」馮家強說明了甚麼？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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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諮詢以「二○一七 機不可失」為主題，呼籲社
會各界把握好本港普選的機遇，按照香港基本法和人
大決定辦事，推動政改方案通過。人大決定完成了政
改「五步曲」的第二步，如果順利走完立法會通過、
行政長官同意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的法定程序，香
港500多萬合資格選民就可以第一次行使一人一票直
接選舉行政長官的權利，實現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新
跨越。雖然方案未必令所有人滿意，但肯定較選舉委
員會制度有了「質」的飛躍，是民主的進步。難道
500多萬人一人一票選特首，民主程度反不及1,200名
選委？

普選權唾手可得 不容反對派扼殺
通過政改方案，意味將選舉特首的權利，由選舉委

員會轉到全港合資格選民身上，這是賦予港人普選權
力，是「賦權」而不是「收權」。現代民主政治理念
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一人一票，同票同值，凡有資
格參與選舉的人，均擁有平等的投票權。所有合資格
選民擁有投票權，普選就是如假包換。只要政改方案
順利通過，全港合資格選民就擁有了普選特首的權
利，而一人一票正是普選的核心要素。然而，反對派
卻以政改沒有採納「公民提名」為由要否決政改，試
問理據何在？邏輯何在？

首先，香港基本法早已規定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權力
只在於提名委員會，明確排除了「公民提名」，反對
派怎可以一個違法建議來否定貨真價實的普選？反對
派執意如此，等於是剝奪了港人唾手可得的特首普選
權。反對派剝奪市民普選權，還稱甚麼「民主派」？

人大決定亦明確指出，特首普選產生後，立法會選
舉才可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如果特首普選被否
決，立法會的普選安排亦要同步凍結。即是說，反對
派在立法會上對政改投下否決票，所否決的不單只是
2017年的特首普選，還有之後的立法會普選安排也會
同被扼殺，本港政制將面臨長時間的原地踏步。

必須指出的是，反對派叫喊盡早否決政改，以便及
早重啟「政改五步曲」云云。這種說法不但罔顧事
實，更是意圖誤導公眾。「政改五步曲」是一個嚴肅
的法律程序，反對派如果否決了政改方案，「五步
曲」也隨之結束，在今屆政府任期之內將不會再處理
政改議題，根本不存在所謂重啟「政改五步曲」的說
法。即使未來重新啟動政改程序，其法律依據依然是
人大「8．31決定」以及香港基本法。中央絕不會因為
反對派的威脅就輕言退讓，在關係到國家利益、關係
到香港管治權的問題上，中央必定會堅守底線。因
此，反對派就算否決政改也不會爭取到甚麼，不過是
令本港政制繼續停頓而已。試問有自稱「民主派」的
人會不斷阻撓政制前進嗎？這些人有甚麼資格自稱
「民主派」？

誰否決普選 誰就是「反民主派」
近日多個民調都顯示，對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政

改框架，六、七成以上的受訪市民認同應「先接
受」，說明支持政改是本港主流民意。反對派議員作
為民意代表，理應遵循民主理念、順應民意，作出符
合社會利益的決定。可惜的是，一直「高舉民主旗
幟」的反對派議員，竟揚言不會跟隨民意行事，指如

果政府企圖以民意逼其轉
軚，就算有七成民意支持政
改方案，他們也不會轉軚。
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或地
區，一個議題要取得六、七
成民意支持，都是極為困難的事。但反對派竟然指儘
管七成民意支持政改，他們也會照樣否決，這是蔑視
民意的表現，也是公然與民為敵，如此反民主的表現
還敢自稱「民主派」？

民主發展一步一腳印，英國實現普選用了281年的時
間，美國用了 195 年，英美的普選也並非「一步到
位」，同樣是循序漸進，根據兩國的實際情況不斷完
善，經過長時間的發展才有今日的模式，當中一個重
要原因，就是英、美的政治家都能以妥協精神解決政
制上的爭議。劍橋史學大師阿克頓勳爵說：「妥協是
政治的靈魂。」而美國憲法本身就被認為是「一捆妥
協案」。在美國制憲先賢們看來，真正的民主政體是
允許多種意見和利益在一種有秩序的體制下妥協共
存。反對派一直十分讚賞甚至崇拜英國、美國的民主
政治，但為甚麼不讚賞和借鑒英美民主政治中的妥協
原則和精神呢？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民主是妥協的制
度。妥協精神是民主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堅持玉石俱
焚、全贏或全輸的取態都不利於推動香港政制發展。

歷史的機遇已經放在所有立法會議員面前，反對派如
果一意孤行否決政改方案，寧願扼殺普選都不讓港人有
普選，不讓政制向前走。這將說明所謂「泛民主派」實
為「反民主派」，他們再沒有資格打出民主的旗號，社
會各界也應以「反民主派」為他們「正名」。

剝奪港人普選權「泛民主派」實為「反民主派」
政改第二輪諮詢剛正式啟動，反對派已揚言要杯葛諮詢並且否決政改方案，反對派的言行

與其高舉的民主旗幟明顯背道而馳。一、人大「8．31決定」為2017年普選特首「開

閘」，若政改方案通過，屆時選舉特首將由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擴大到500多萬合資格選

民，反對派否決政改就是剝奪廣大市民將到手的普選權，是扼殺民主的禍首。二、根據人大

決定，唯有完成特首普選之後，才可處理立法會普選安排，否決政改等於是同步否決了立法

會普選，令本港政制長時間原地踏步。三、多個民調顯示主流民意認同「應接受」政改方

案，但反對派卻指七成民意支持也照樣反對，這是蔑視民意反民主的表現。政改方案將來可

以繼續優化，但反對派卻寸步不讓、拒絕妥協，寧願玉石俱焚都不讓港人有普選，不讓政制

向前走。這說明所謂「泛民主派」實為「反民主派」，他們再沒有資格打出民主的旗號，社

會各界也應以「反民主派」為他們「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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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研究
諮詢委員
會，並委任從事公共管理和相關研究
的李浩然為副總幹事（研究）。基金
主席董建華表示，很高興能邀得8位
學界及社會精英加入委員會，為基金
會研究指導方向，提出專業建議。
團結香港基金於去年11月10日成

立，組成一個包括學界、商界、專業
界及各界社會翹楚的86人顧問團。
基金會昨日宣布，成立由8位成員組
成的研究諮詢委員會，對基金會的研
究方向提出建議。
該8名成員包括：香港大學金融學

院經濟學講座教授、黃乾亨黃英豪政
治經濟學教授王于漸，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學系教授王淑英，亞洲金融集團
總裁及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高瓴資
本管理有限公司主席兼董事長張磊，
資深大律師、最低工資委員會主席翟
紹唐，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
濟學系教授雷鼎鳴，香港中文大學全
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研究教授及經濟
學榮休教授廖柏偉，香港大學醫學院
外科學系主任盧寵茂。

李浩然任副總幹事
基金同時委任李浩然為副總幹事

（研究）。李浩然主修法律、社會學
和政治學，並是哈佛大學法學院國際
金融體系研究中心（PIFS）顧問、香
港大學法律學院公法及比較法中心訪
問學者（2013屆）、清華大學法學
院兼職研究員。
李浩然曾在貴州省扶貧區工作，從

事公共管理和相關研究，又曾任華潤
集團港澳台及海外研究室主任，負責

企業國際化發展。他將負責統籌基金會的研究工
作，建立專業團隊，為基金會倡議有助於香港長
遠整體利益的公共政策提供學術研究基礎。

董：李上任可助研究
董建華昨日表示，很高興能邀得8位學界及社

會精英加入委員會，為基金會研究指導方向，提
出專業建議，又大讚香港土生土長的李浩然對中
西文化學術涉獵廣泛，年輕有活力，相信對方上
任後有助基金會在香港長遠整體利益的公共政策
提供學術的研究基礎。

防佔立會示威區
行管會通過6招

反對派續拉布 僅謝偉俊補入工務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不

合作運動」持續，立法會財委會轄下工務小組委員會昨
日第四度討論12名建制派議員逾期加入小組委員會的申
請。其中，僅獨立議員謝偉俊獲得20票支持，獲接納逾
期加入，但其餘11位議員的申請再延至下月初再處理。
反對派26名議員早前突然在報名截止日前全數加入
工務小組委員會，成為大多數，其後12位建制派議員
以助理出錯、工務小組工作重要等理由，要求補入委員
會，但被反對派阻撓，更提出要舉行「特別會議」去逐
個審議，並要求建制派議員出席會議解釋逾期的理由，

浪費會議時間。
委員會昨日第四度舉行特別會議，繼續討論逾期加入
委員會的申請，首個處理的申請是謝偉俊。其後，委員
會以20票支持、無人反對，接納謝偉俊逾期加入委員
會的申請，並即時生效。

11議員申請需重新排序
餘下11位逾期提交申請的建制派議員早前已表明不

會出席會議，解釋遲交申請的原因。由於該11位議員
的申請是按年資排序，有委員聲稱，排序先後次序可能

影響投票結果，故需要「重新排序」，並以議員入信的
先後次序排列。
社民連主席梁國雄則稱，由於謝偉俊積極回應委員會
的查詢，最後獲得接納逾期加入，應該給予其他申請議
員機會參加特別會議，解釋逾期加入的原因。

延下月初再處理申請
最後，委員會主席梁家傑決定暫停會議，於2月3日

復會，其間會向11位議員表達委員的有關決定，由他
們再決定會否出席會議，澄清申請逾期加入的理據。
他又稱，委員會於本月已加開6個小時會議，下月亦會
加開5個小時會議，而特區政府「滿意進度」，舉行特
別會議不會影響正常議程的審議。

在違法「佔領」行動期間，示威者佔據了立
法會示威區以至其他地方，影響立會大樓

的運作。為更有效管理立法會示威區及廣場空
地，立法會秘書處早前向行管會提出系列建
議，改進示威區公眾使用的行政指引。由於時
間緊逼，上周僅將修改定為暫行措施。
行管會於上星期諮詢全體議員對新措施意
見，並應反對派議員要求，在上星期五會議討
論相關指引後，行管會於昨日會議作出決定，
通過新修訂的示威區公眾使用指引。

曾鈺成：獲大部分議員贊成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在會後宣布有關決定。
他指出，建議獲大部分委員及議員贊成及採納，
並作為永久性措施，包括市民不可帶備帳幕與生
火設備進入示威區；限定示威區及廣場人數上
限；並限制示威區開放時間，為立法會會議結束
後1小時關閉示威區，以較遲時間為準等。
他坦言，有部分反對派議員質疑舊有指引已
經足夠，毋須修改，但他並不同意因此而不採

取有關措施：「諮詢中獲大多數委員及議員支
持，那是否少數議員反對就不做？」

擬函林鄭促正視帳篷問題
曾鈺成續說，行管會計劃致函特區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反映部分議員對添美道仍有帳篷
留守的安全顧慮，但多名出席的反對派議員均
表反對。隨後，行管會應委員要求修改信中內
容，清楚表明只是部分議員和行管會委員致函
要求正視問題。

新鐵馬僅護玻璃非永置
被問及目前立會示威區的新鐵馬是否永久設

置時，他指出，秘書處早前購置的新型鐵馬，
經改良後，從外觀看上來比較文明及先進，也
比較安全，不像舊有鐵馬般容易拉扯後成為攻
擊武器，或推倒時容易壓傷他人，「我沒有聽
到任何議員對新鐵馬功能有意見。這些鐵馬肯
定不會永久設置，只是用來保護未曾更換、存
有破裂風險的玻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反對派示威者多次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在

「佔領」期間更佔據大樓外的示威區，直接對立會運作構成威脅。立法會行政管

理委員會昨日通過秘書處建議的6項涉及立法會示威區及廣場空地的新修訂指

引，並作為永久性措施，包括市民不可帶備帳幕與生火設備進入示威區；限定示

威區人數上限為350人、廣場人數為500人；限制示威區開放時間，由原來早上

7時至晚上11時，改為立法會會議結束後1小時關閉示威區，以較遲時間為準

等。

■李浩然獲委任為團結
基金副總幹事。

■■曾鈺成表示曾鈺成表示，，新鐵馬只為保新鐵馬只為保
護玻璃護玻璃，，不會永久設置不會永久設置。。圖為圖為
工人在檢查鐵欄工人在檢查鐵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行管會
計劃致函
林鄭月娥，
要求正視
添美道帳
篷問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