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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公聽會反「佔」：我想要普選！
批反對派拒聽民意 促回心轉意通過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李 自
明、連嘉妮）香
港反對派堅持
「無商無量」，
表明會否決所有
根據全國人大常
委會「8．31」
決定的政改方
案。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副局長劉
江華昨日說，

2017 年實現特首普選將是「民主大飛
躍」，倘立法會通過2017年政改方案，只
要符合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香港
完全有條件再啟動「政改五步曲」。

必須合法合憲合情合理
劉江華在昨日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公

聽會上發言時指出，2017年實現特首普選
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但必須合法合憲、合
情合理，「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不同
地方的民主制度，都要建基於法治基礎
上。政改定要按照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決定，這是牢固的基礎。」
他強調，立法會一旦通過政改方案，只

要符合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香港
完全有條件再啟動「政改五步曲」，「建
立制度並非一時一刻的計算，亦非一黨一
派的利益問題，也不能度身訂造。即使目
前意見仍然是南轅北轍，特區政府不會放
棄游說的機會。因為2017年實現特首普選
將是『民主大飛躍』，500萬人普選總比
1,200人好，期盼反對派放下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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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
會昨日舉行政改公聽會。不少市民在會上批評反對派
議員未有到場聆聽市民希望2017年有普選的心聲，只
偏聽他們喜歡的意見。有市民更批評立法會已成為
「收黑金」、「睇AV」等的「垃圾會」，故自己要戴
口罩進入立法會以表達不滿。

打打鬧鬧 立會淪「恐怖主義基地」
香港培青社主席陳志興昨日戴口罩進入會議廳。他
在發言時坦言，自己戴口罩是要表達自己對立法會表
現的不滿，「我戴口罩不是我有流感，是因為我對立
法會，這個『垃圾會』相當憤怒。有議員『睇AV』，
有議員睡覺。又打架，又有衝突，打打鬧鬧，基本就
是恐怖主義的基地。我不想受這裡這些受污染的空
氣，所以要戴口罩。」
在他發言時，議事廳內僅得2名反對派議員，陳志
興批評反對派偏聽，無心真正了解民意，「遺憾僅得
兩名反對派議員在議會，其餘議員不知去了哪
裡。……諮詢會沒有用，因為他們只認同『佔中』的
意見。我上周交稅，交了數萬元稅，我是很不情願交
稅給你們的，辛苦工作後就是交稅給你們的『垃
圾』。」
他又指，工黨主席李卓人在早前立法會議員民調的

排名大幅下跌，而同期得分有升幅的包括曾鈺成、葉
劉淑儀及譚耀宗。他相信李卓人得分大跌，與涉嫌
「收黑金」及支持「佔中」有關係。

李卓人被質疑口說聽民意實不理
民建聯成員范國輝批評李卓人自己經常說要聽民

意，但在「佔中」前，已有150萬人簽名反對「佔
中」，包括李卓人在內的反對派議員都沒有聽民意，
而「佔中」期間也有很多市民叫「還路於民」，但李
卓人也沒有聽民意。
城市智庫代表楊君豪認為，反對派應該思考目前的

方案，是否一定不能令他們不能成為候選人，同時又
希望反對派思考如何在框架內優化方案，這才是政治
藝術，「如果搞政治不懂這藝術，只懂抗爭，那就不
要在立法會出現，做街頭抗爭者便算。沒有制度支持
自己的理想，其實最終只是夢話。」

不滿立會淪「垃圾會」
市民戴口罩進場

在昨日「朝九晚八」的政改公聽會
上，眾反對派激進分子繼續「玩嘢」鬥
「出位」，既有團體以「禍港之星振英
大叔返鄉下耕田以野衣夜支援小組」、

「少理梁振英青年軍」、「學生訓醒左腳抽筋變左膠
症候群關注青年總會」等命名。

在昨日200多個發言團體中，不少反對派激進分子
為求「出位」，以「拒絕CY行動」、「我愛真普選
之嘻嘻哈哈哈大聯盟」、「偲嫣BB真女神要真普選護
衛隊」、「唯愛真普選之hehe粉絲聯盟」等命名，又
無厘頭提出「復仇者聯盟之落五閘方案」，而最騎呢
的還得數「最愛普選堅要公民提名街坊會」的成員：
他竟在會上聲稱：「議員的眼神令我感到威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激進者博「出位」
命名古靈精怪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昨日繼續「朝九晚
八」，舉行政改第二輪諮詢公聽會。各反對
派政黨、政團，包括工黨、民協及社民連等

鬼鬼祟祟，拒用其組織名義，卻以各種「無厘頭」的團
體名義，在會上無所不用其極地爭「出位」：有反對派
支持者公然「爆粗」及大唱「粗口歌」，有人更稱要向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送贈「屎片」及垃圾
袋，有在場長者不禁慨嘆道：「好傷心！」

立法會昨日舉行政改公聽會收集民情民意，最終卻被
大批「騎呢」網民群出「騎劫」。其中，自稱「市
民」，實為工黨成員的趙仕信以「假奶粉」比喻普選︰
「正常奶粉食會結實，假奶粉食會結石。假嘅唔可以袋
住先，假普選係百害而無一利。」「左翼廿一」成員吳
仲達則聲稱：「港人不要『菜渣』，即使中央和（特
區）政府加鹽加醋，都唔會變沙律。我們要求『公民提
名』的『真普選』。」

聲稱「揭普選假過偽鈔大聯盟」成員，但實為民協成
員的施德來聲稱，每逢香港揭發「偽鈔」，特區政府都
會教導市民辨認「真鈔」，惟官員卻把「假普選」說成
「真普選」欺騙市民，「人大常委會決定講明香港2017
年可以普選，不是叫選民『袋住先』。政府要憑票即付
『真普選』。」

報稱團體「話知你」成員歐陽東聲稱，特區政府推動
政改是「民意話知你」、「政改結果話知你」、「修法

話知你」，「（特區）政府繼續不聽民意，就是『鳥籠
政治』。如果還堅持『鳥籠政治』是良好民主社會，那
政府官員不如返去玩雀啦！」

自稱「魂游小姐」的反對派支持者突「無厘頭」在會
上播放「嘰呢咕嚕」的錄音帶，又大喊「嘰呢咕
嚕」，稱「（特區）政府講廢話」，「這正是聽唔明嘅
廢話。我反對任何篩選，我要『真普選』。」反對派
「行為藝術家」陳式森發言時則「無限LOOP」：「支
持689、支持8．31。我要袋住先，我要假普選。」令政
制事務委員會主席譚耀宗也不禁打斷對方指：「仲要唔
要重複呢？大家明白了。」陳式森「騎呢」回應道：
「可以唔重複。」

團體唱粗口歌被警告
眾「騎呢團體」在會上也不斷發表「粗口偉論」。團

體「我媽不是慈母大聯盟 」成員何偉祥稱：「政府換
湯不換藥，香港人唔係戇X。」而團體「慈母689軍總
會」大唱粗口歌《話你戇X怕你嬲》，被主席警告，惟
有關成員辯稱：「我知道主席一定會叫我注意自己嘅言
行，我赤裸裸做返我自己講粗口，都好過你呢班衣冠禽
獸、人面獸心。」

「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則在會上稱，他是「少理梁
振英青年軍」總司令，原定帶備「屎片」贈送劉江華，
惟被主席沒收，「普選靠自己，少理梁振英。」隨後，

社民連主席梁國雄「做架樑」，聲稱要代黃浩銘將「屎
片」贈送劉江華，最終被主席警告違反議事規則。

劉江華冷對黃之鋒「挑機」
隨後，「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亦不甘寂寞，聲稱

要向「最佳辯論員」劉江華「挑機」，要求劉江華回
應：「一人一票是否等於民主國家？肚餓會否進食黑心
食品？」眼見劉江華毫無反應，黃之鋒則無癮地稱，要
送贈劉江華一個垃圾袋，「市民希望選擇士多啤梨蘋果
橙，而不是三個爛橙。我正式向（特區）政府發出公開
信，要求與政府就政改諮詢展開對話。」

各反對派成員的所言所為，令人「嘆為觀止」。年屆
六十、在場目睹一切的陳伯不禁慨嘆道：「（特區）政
府依法辦事，推動政改是有根有據。爭取普選是經過幾
代的努力，法律框架更不能一時一樣。（這些支持反對
派的）青年好傷我們的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騎呢」人爆粗搗亂 長者感傷心

原地踏步無好處 各界撐依法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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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連嘉妮）在昨日立法會
政制事務委員會政改公聽會上，大部分發言團體在發表意
見時均強調，香港必須按照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8．31」決定，依法落實特首普選，而原地踏步對香
港並沒有任何好處，廣大市民也會失去選舉的權利。
新民黨屯門社區發展主任甘文鋒代表新民黨在會上發表
意見說，「在目前的政治現實，政改只得兩條路可以走，
一是原地踏步，來屆特首選舉繼續由1,200人選出，另一
個方法就是通過政改，讓所有市民自己選特首。無論市民
最後選什麼，這也是他們實實在在的選擇，而若果政改方
案不通過，這個選擇權便不會出現。」

批反對派否決千載難逢機會
他批評，反對派是試圖否決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正
如馬雲在早前創業演講時說：「晚上想想千條路，早上
起來走原路。」這句話雖是批評沒有創業行者的，但同
樣也可以套在目前的政改局面上，就是不能想千條路，
但不走出第一步。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秘書長暨嘉華說，「有
關香港政制發展所有方案的設計，都應該在基本法及全
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基礎上進行，絕對不能背離這
些基本原則，同時也要根據香港社會發展需要和廣大市
民的慇切要求，以一定的速度加快推動香港的民主政治

台前邁進。」
他批評，去年發生的為期近80天的違法「佔中」，

對香港社會造成了重大的衝擊，也給香港社會深刻的啟
示，就是如果離開法治去追求民主，不僅無助於實現民
主，更會嚴重損害社會秩序、經濟民生和法治環境。

「港獨」危害國家 損全港市民福祉
香港建設管理交流中心主席嚴建平認為，各界應該為

普選特首的方法，努力尋找最大的共識。有一小撮人拒
絕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但從「佔中」慘淡收場
可見，這批人「不得民心」，若他們不反省甚至打出
「民族自決」或「港獨」等主張以危害國家，將會損害
全港市民福祉。
匯賢智庫代表黃楚峰強調，在法治社會推動的政制改
革，必須在憲制的基礎上進行，因此香港發展政改不能
偏離基本法的憲制規定，「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
定，容許香港最早在2017年，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
官，但能否落實，很視乎立法會能否以三分之二大多數
通過方案，這意味最終能否普選，其實決定權在於香港
人手中。」
中國高等院校香港校友會聯合會副會長謝炯全質疑，

香港反對派政客不想通過政改，因為這方案是確實的民
主，而將來選出來的特首，民意基礎比任何一名立法會

議員的票更雄厚，施政上應更為暢順，令他們難繼續當
反對派，他們遂因此而「反對到底」。
香港行政管理文職人員協會主席王金殿則代表協會提

出「陽光方案」，即以「骨子硬，身段軟」落實方案，
「骨子硬就是整個法律框架，包括基本法，及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都不能改變；身段軟就是整個提名委員會
的運作，要有高透明度，容易讓廣大市民所接受。」

需確保行政長官會獲中央任命
香港公共管治學會理事長陳財喜表示，特首普選方案
必須確保維持中央與香港的良好關係，是十分重要，因
此制度必需確保所產生的行政長官，不會不獲得中央任
命而出現憲制危機。
公職人員誠信關注組宋婉珊認為，焦急的反對派卻要
一步登天，因為他們「時日無多」，錯過了2017年的
選舉便再沒有機會參選特首，所以這是他們的陰謀。她
又認為，經歷過「佔中」後，香港社會開始關注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
「愛港之聲」召集人高達斌警告，在憲制上，中國從
來是香港特區的「宗主國」，香港無權力更無能力推翻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在情理上，綑綁否決是愚蠢的
做法，希望反對派不要執迷不悟，否則下屆選舉被選民
放棄，「輸得更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連
嘉妮）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機不可
失，惟反對派堅持杯葛特區政府第二
輪政改諮詢，聲稱不要「爛橙」云
云。在昨日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公
聽會上，多名建制派議員強調，香港
民主是可持續發展過程，或許不是議
員眼中的「新奇士橙」，但肯定不是
「爛橙」。
在昨日公聽會上，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梁美芬直言，是次政改是質量的跨
越，「目前香港的政改局勢儼如『二

人三足』，若一方走得太快，最終只
是絆倒。若永遠走反方向，又不想國
家好，莫說是政制，就連民生經濟都
不會好，屆時香港只會進入冰河時
期。」
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則強調，民主

是可持續的發展過程，最差就是原地
踏步，「是次政改肯定不是『爛
橙』，或許不是議員眼中的『新奇士
橙』。大家或許有好多情緒，若大家
不再思考如何與特區及中央政府溝
通，香港肯定無法前行。」

繼上周六的公聽會後，立法會政制事務
委員會昨日再舉行公聽會，聽取香港

社會上不同團體以至個人對特區政府第二
輪政改諮詢的意見。香港青年聯會主席霍
啟剛指出，香港青年聯會支持依法推進特
首普選，不應「為改變而改變」，故贊同
提委會沿用現行選委會產生辦法。

霍啟剛：廣大市民盼實現普選
霍啟剛又建議，將特首提名分為委員推
薦及委員會提名兩個階段，最終產生兩名
候選人，「本會反對政府以2020年民主程
度作交換承諾，任何違法要挾都不能接
受。廣大市民都是盼望實現普選，希望政
府能夠增加青年人的聲音。」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會長嚴志明指出，

香港的普選必須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目
前，特首普選的框架已定，希望各界顧全
大局，以實事求是和務實的態度，尋求共
識，共同推動政制向前發展，讓500萬合資
格人士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

嚴志明冀各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他續說，該會希望在實現特首普選的同
時，特區政府和各界能集中資源和精力發
展香港的經濟，提升本港的競爭力，讓市
民受惠於經濟發展，享受香港的繁榮、穩
定和進步。
青年民建聯成員鄭逸朗強調，「我不是
黃絲，我想要普選。」他建議，2017年行
政長官普選，維持現行選委會的產生辦
法，並將「入閘門檻」下降至100人，「香
港定要依照基本法落實普選，以彰顯法治
精神。成功落實普選是香港民主的大躍

進。我認同提委會是必要存在，否則少數
界別會被滅聲。我是大學生但不贊同違法
『佔領』，循序漸進是香港應有之道。」

「勿再捩橫折曲，令港續蹉跎歲月」
青年民建聯會員杜礎圻則批評，反對派

是「真正獨裁」，拒絕聆聽民意堅持否決
政改方案，扼殺港人普選權利，「即使反
對派否決政改，（特區）政府願意重啟
『政改五步曲』，中央都不會推翻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我希望反對派回心轉意，以
『正常智慧』落實普選，不要再捩橫折
曲，令香港繼續蹉跎歲月。」
香港培青社主席陳志興批評，反對派將

那些支持「佔中」的青年的聲音無限放
大，放大至代表全部青年，「我是教師，
教高中通識，我的調查發現有八成學生都
認為政治要向前走，而且要循序漸進。」
香港群青會會長王翠蘭表示，該會各屬

會的青年都較同意，在目前的情況下，應
根據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來落實普選。事實上，部分曾參
與「佔中」的年輕人都開始返回現實，希
望在2017年能夠有香港首次一人一票的特
首普選。
「80後青年」、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

成員梁幸發說，港人已對無止境的普選爭拗
感到非常厭倦，促請反對派「回心轉意」，
「通過政改是社會的主流意願，希望反對派
聽從民意。民主從來不是一步到位，而是不
斷進步，達致一個最適合香港的普選制度。
我是『80後』，我是讀法律的。我知悉青年
人的『佔領』訴求，但更重要是認識憲制，
爭取合法合憲的政改方案。」

■劉江華 黃偉邦 攝

■「學民
思潮」成
員走出座
位，被保
安阻止。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連嘉妮）香港反對派煽動違法「佔領」，

更自詡為「青年代表」。在昨日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公聽會上，有「80

後」青年批評，反對派拒絕聆聽民意堅持否決政改方案，試圖扼殺港人普

選權利，逼香港繼續蹉跎歲月，是「真正獨裁」。有青年則直言，港人已

對無止境的普選爭拗感到非常厭倦，要求反對派回心轉意，以「正常智慧」

落實特首普選，「我不是『黃絲』，也不贊成違法『佔領』。我想要普選！」

港民主可持續發展
李慧琼：不溝通難前行

■甘文鋒
梁祖彝 攝

■王金殿
梁祖彝 攝

■陳財喜
梁祖彝 攝

■高達斌
黃偉邦 攝

■霍啟剛
黃偉邦 攝

■鄭逸朗
黃偉邦 攝

■李慧琼
黃偉邦 攝

■杜礎圻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