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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說物極必反，這句名言也可套
用在民主黨身上。面對一眾「乳鴿」
少壯派得寸進尺的施壓，意圖將民主
黨綁上否決政改的戰車上。近年逐漸
退居幕後的一眾「老鴿」資深黨員，
近日終於忍不住要出來還擊。
計有民主黨溫和力量打算發動聯

署，呼籲通過政改方案之後，日前民主黨中委、前立
法會議員黃成智更點名批評同黨的總幹事林卓廷、公
民黨黨魁梁家傑等聲稱「袋住先」將引起嚴重後果的
說法，指沒有證據顯示中央會按照反對派意願再修訂
政改，大家不應再停留於政治表態，故現在應先通過

政改方案。此前，民主黨前副主席狄志遠也有相似說
法，期望阻止方案通過的議員三思。然而，民主黨隨
即急發聲明，堅稱該黨堅決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8．
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智慧與年齡成反比」的何
俊仁更強調，不論中央如何「出口術」或公開向反對
派施壓，反對派議員立場都不會動搖云云。
何俊仁的說法令人失笑。現在向反對派施壓的不是

中央，而是主流民意，當中更包括何俊仁的黨友。為
甚麼黃成智要通過報章撰文去表達政見？原因是在民
主黨內，稍為務實理性的意見根本沒有發表空間。在
早前的民主黨領導改選中，溫和派全面「裸退」，加
上多名黨內溫和派代表人物退出立法會，導致黨內勢

力此消彼長。加上在「佔領」行動後，青年突然變得
奇貨可居，令到大批民主黨少壯派紛紛掌握高位，不
但控制了兩個副主席之位，更分據黨內要津，除了立
法會議席之外，整個民主黨彷彿已是少壯派的天下。
與老成持重的「老鴿」不同，這班不知天高地厚的

「乳鴿」不但沒有見過甚麼世面，也缺乏與中央「打
交道」的經驗，其立場反而與人民力量、社民連等更
為接近，都認為應該以對抗的方式脅迫中央，以爭取
所謂「真普選」，他們對於溫和派的路線極為不滿，
一直打算改弦易轍。在民主黨領導層改選後，少壯派
不斷擴展勢力，並且得到「為老不尊」的何俊仁支
持，立場偏向激進的涂謹申也加入其中，令少壯派的

野心更大，要主導民主黨在政改上的立場。於是近期
在黨內動作頻頻，先是說服何俊仁發動「辭職公
投」，繼而又在黨內綑綁議員必須否決政改方案，其
目的與激進派一樣，就是要扼殺普選，令香港的政治
對立日益尖銳，為他們提供發展的土壤。
終於，蟄伏多時的溫和派忍無可忍，近日決定向少

壯派反擊，直指其路線將葬送香港的民主前途。這是
負責任的表現，也是為了民主黨的自身利益着想。試
想否決政改之後，民主黨有甚麼得益？屆時只會變成
兩面不是人，兩面失分的處境，溫和派對此心裡有
數，所以才要呼籲繼續與中央「談判」，不要輕言否
決。究竟「老鴿」能否遏制「乳鴿」掙脫綑綁？能否
令民主黨重返正軌？這不但關係民主黨前途，也關係
政改命運。當中，主席劉慧卿的取態將發揮關鍵作
用。

民主黨「老鴿」不甘被綁反擊「乳鴿」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責任編輯：謝孟宜 2015年4月8日（星期三）

陳雲的「城邦論」「門徒」今年2月底在英國註冊正
式成立「香港獨立黨」。不過，「港獨黨」於倫敦的
會址，是一家虛擬辦公室公司，公司職員表示，「港
獨黨」只是他們的客戶之一，職員只負責為其提供公
司註冊地址及收發信件，並不清楚「港獨黨」的運
作。英國選舉委員會發言人Megan Phillips在接受傳媒
查詢時承認，「香港獨立黨」是在該委員會成功註冊
的政黨，委員會並不要求政黨人員常駐英國，該黨所
收取的捐贈需要符合《2000年政黨、選舉及全民投票
法令》的規定，並將每一筆捐贈記錄在案。很明顯，
有人在英國成立了「港獨黨」，不過是方便設立一個
收錢戶口，接納外國的捐贈，作為「黑金」輸送的渠
道。

「港獨黨」與「城邦派」是二合為一
註冊成立「港獨黨」的人，宣稱自己是陳雲「入室弟

子」。不過，陳雲卻否認其「入室弟子」註冊「港獨
黨」這一回事。陳雲早前表示「我要看報紙，才知道自

己做了什麼大事」，並表示在看完有關報道後才知道有
人在外成立該黨。然而，「港獨黨」的立場和路線根本
與陳雲的「城邦論」如出一轍，更狂言要「將共匪及港
奸趕出香港」，強調「香港獨立是港人唯一的自救出
路」，說明「港獨黨」與「城邦派」根本是二合為一。

陳雲的「港獨」主張，在去年違法「佔中」的79天
裡急劇冒起。陳雲並且親身參與了「佔領」旺角行
動，在旺角「佔領區」，「城邦派」為了爭奪控制
權，發動了對學聯和民主黨的攻擊。但奇怪的是，學
聯、民主黨、教協等，對於陳雲的「城邦論」並不抗
拒，反而認為「城邦論」是對抗中央的「尖銳武
器」，大力宣傳。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教協竟將陳
雲所寫、鼓吹「港獨」的書籍列入其主辦的「中學生
好書龍虎榜——十本好書」候選書目。但及後，教協
又與活動籌委會劃清界線，卸責稱活動並沒有「播
獨」，與教協理事會無關云云。

早期連串「反水貨客」暴力行動，實質就是搞
「港獨」。一些激進分子在這些暴力行動中，舉起

了「鳳凰龍獅旗」。這種手法，和外國勢力支持
「藏獨」的模式非常相似。達賴喇嘛根本沒有力量
和財力在全世界組織「藏獨」分支機構，美英勢力
為了分化中國、遏制中國崛起，通過特務機構，在
世界各地成立了「藏獨」的分支機構，定期向這些
機構放水，讓這些分支機構招兵買馬。在重大的國
際場合，策動各種反華示威活動。2008 年中國舉行
奧運會聖火傳遞活動的時候，世界各地和香港，都
出現了「雪山獅子旗」和攻擊中國的示威活動，就
是明證。

所以，「雪山獅子旗」、「鳳凰龍獅旗」的本質
都是一樣，都是外國勢力成立註冊的「藏獨」、
「港獨」分支機構，招兵買馬策動的反華活動。
「法輪功」也是採取這個方式運作。這樣做的好處
是，外國情報機關可以隱身幕後，渾水摸魚，把一
些小混混、棋子傀儡推到前台，大力吹捧上天，讓
他們飄飄然，借用他們的名堂，由外國情報機關進
行實際運作。

陳雲現在已經被某些人大灌迷湯，使用「造神運
動」手法，吹捧上天。在網絡上，無論陳雲說什麼，
總有一批「鍵盤戰士」捧場給「like」，在網絡上製造
一個吹捧陳雲的現象，這一批人因而被網民冠以「迷
雲黨」的稱號。然後，某些人自稱為陳雲的「大
臣」、「弟子」，彷彿成為了一個組織。再之後，有
陳雲的「門徒」到倫敦註冊「港獨」分支機構，然後
大事渲染，變成了一個「國際組織」。接下來，就會
在世界各地，組織各種「港獨」活動，出席美國和英

國的所謂聽證會，向中國對港
方針政策潑污水。當中國領導
人出席國際會議和進行國事訪
問時，這些「港獨」分支機構
就會組織洋人和學生，揮舞
「鳳凰龍獅旗」進行反中辱華活動，轉移國際視線，
欺騙國際輿論，以為這些「港獨」分支機構，是香港
人自己搞出來的。

「臭棋戰術」志在撒豆成兵遏制中國
其實，這些都是美英情報機關撒豆成兵的把戲，

「港獨」分支機構的成立，就是要遏制中國崛起，在
關係到中國主權、安全、經濟發展利益的問題上，採
取「拆爛污」的手法，向中國進行訛詐。「法輪功」
的糾纏和下三濫做法，香港人已經司空見慣，他們唯
一的特色就是「醜」和「臭」，造謠伎倆相當低劣，
手法反反覆覆。但行動卻是死纏爛打，揪着你的衣
服，緊緊抓住不放，又哭又鬧，活像流氓，令人生
厭。「反水貨客」的暴力活動、各種「港獨」行動，
都是同一套路，死纏爛打和你耗下去，這是西方情報
機構，最省錢而且又能撒豆成兵，製造更大效應的
「臭棋戰術」。

這種「臭棋戰術」目的，就是要在國際輿論戰場
上，醜化和抹黑中國。這也是美國和英國向東方陣營
和獨立國家進行的心戰策略。「港獨黨」的成立正是
外國勢力向中央訛詐的臭棋，而陳雲及其「門徒」正
扮演了可恥的爛頭卒角色。

成立「港獨黨」是外國勢力向中國訛詐的臭棋
嶺南大學助理教授陳雲的「門徒」到倫敦註冊「港獨」分支機構，成立「港獨黨」，其運

作模式與外國勢力支持「藏獨」的做法非常相似。接下來，這類組織就會在世界各地，欺騙

國際輿論，以為這些「港獨」機構，是香港人自己搞出來的。其實，這些都是美英情報機關

撒豆成兵的把戲，「港獨」分支機構的成立，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國崛起，在關係到中國主

權、安全、經濟發展利益的問題上，採取「拆爛污」的手法，醜化和抹黑中國，向中國進行

訛詐。而陳雲及其「門徒」正扮演了可恥的爛頭卒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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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民建聯10多名成員昨早
在政府總部外請願，指有市民
質疑家用石油氣有「加快減
慢」及合謀定價的情況，民建
聯促請政府提高家用石油氣價
格調整透明度，並要求競爭事
務委員會調查油公司之間有無
反競爭行為，以保障消費者權
益。
民建聯代表指出，現時全港

仍有數十萬戶家庭使用中央或
樽裝石油氣，但市民質疑家用
石油氣有「加快減慢」和「合
謀定價」的情況；而且目前只
有一家石油氣供應商公佈價格
調整機制，雖然市場上其他供
應商大致跟隨這家油公司的價
格調整，但不同公司調整價格
的機制欠缺透明度。
代表認為，家用石油氣定價

仍然欠缺透明度，促請政府應
正視問題，當局應透過多方面
進一步改善對家用石油氣價格
上的監管，以保障市民利益，
包括主動聯繫各供應商，要求

各公司公布價格調整機制的內
容、收集各家用石油氣供應商
的入口價格及零售價格數據，
並在政府網站內公布，以及要
求供應商增加用戶賬單收費分
項資料，以提高價格資訊的透
明度。

顏汶羽促查有否反競爭
民建聯觀塘區議員顏汶羽表

示，家用石油氣價格都出現疑
似合謀定價的現象。市民在沒
有選擇下，被迫用貴氣，他促
請政府加強監管，並希望競爭
委員會調查油公司之間有沒有
存在任何反競爭行為，進一步
保障消費者應有權益。
另外，民建聯建議，政府應
積極研究引入適當的安排，讓
用戶可自由選擇氣體燃料供應
商，同時當局宜提供不同能源
成本能源效益的比較資訊，以
供市民參考，此舉將可讓市民
作出最合適的家用燃料選擇，
亦可進一步加強環境保護的宣
傳作用。

李連生喪禮設靈 特首林鄭致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
聯會創會會長李連生上月病逝，
喪禮昨日於大圍寶福山紀念館設
靈，並於今晨舉行公祭。特首梁
振英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等多
位政商界人士昨日到場致祭，各
界深切悼念。
李會長享年78歲，一生為新界
事務打拚，默默貢獻政壇，除曾
任五屆港區人大代表外，回歸前
亦曾參與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諮
詢工作。李會長高風亮節，重情
義，顧大局，致力提攜後進，為
愛國愛港力量作出重要貢獻。
李會長昨日設靈，梁振英、林

鄭月娥、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
芬、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霍震寰、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梁劉柔芬、前保安局
局長李少光等逾百位社會各界人
士先後到場致祭。前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吳康民則送上輓聯致意，
讚揚李會長多年擔當要職愛國愛
民。
此外，新界鄉議局副主席張學

明、民建聯新界東立法會議員陳
克勤、民建聯新界西立法會議員
陳恒鑌、民建聯漁農界立法會議
員何俊賢等曾與李會長共事的社
團領袖和政界後進，昨日則在場
協助處理喪禮。

■民建聯10多名成員昨早在政府總部外請願，促請政府提高家
用石油氣價格調整透明度。

無懼「青政」狙擊 梁美芬：太低層次

區議會選舉今年11月舉行，各大政
黨已經磨拳擦掌積極備戰，其中聲稱
主打「本土路線」的「青年新政」近
日成立，社區主任游蕙禎考慮出選九
龍城黃埔東選區，揚言要「狙擊」現

任區議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
芬。梁美芬昨日表示，倘從政者以
「狙擊」別人為目標，是太低層次，
建議年輕參政者多做實質的地區工
作。

年輕人「吸收下經驗都好」
梁美芬昨日與傳媒茶敍時表示，區

議會選舉着重候選人的地區工作，而
非「空中樓閣」的政治口號，質疑倘
「青年新政」參選只為「狙擊」別
人，是「低層次」表現，建議他們改
變從政目標。她認為年輕人踴躍參政
是好事，「吸收下經驗都好」，似是
無懼反對派挑戰。
此外，雖然反對派堅持要綑綁一起

否決政改方案，但特區政府指會全力
爭取反對派支持，梁美芬認為，特區
政府不能只爭取反對派4票支持政改，
而是要爭取至少7票，否則反對派難以
「轉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梁美芬 資料圖片

22重量級嘉賓主講
基本法法律研討會

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
究會，將於本周六及周日（11日及12日）在

香港城市大學主辦香港基本法25周年法律研討會。
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會長、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
芬昨日透露，研討會的主要對象是中學生和通識科
教師，期望透過研討會增加他們對香港基本法、
「一國兩制」的認識，該會已向多個教育界團體發
出邀請，並歡迎大學法學院學生和市民參加。

范太廉希聖饒戈平 與鄭赤琰湯家驊交流
研討會分兩日共五節進行，首日下午由曾任兩屆

立法會主席的范徐麗泰，以「回歸前後的立法會」
為題演講，王振民的講題則是「基本法的基本問
題」。其後，廉希聖和饒戈平將分別以「憶基本法
的起草」、「英國對人權公約的保留與香港普選問
題」為題演講，並設有討論環節，與前中大政治與
行政學系主任鄭赤琰、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等
講者交流。
梁美芬表示，廉希聖曾參與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

作，對香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原則和精神十分了

解，「當年『公民提名』、『國際標準』根本不是
討論焦點，他（廉希聖）反而會較着重講中央與特
區關係、『一國兩制』定位等問題。」
12日舉行的研討會，嘉賓陣容亦極為鼎盛，包括
譚惠珠、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劉迺強、
港大法律學院教授Tony Carty等；其中，今年退休
的立法會法律顧問馬耀添，將以「回歸前後的議事
文化規則」為題演講，梁美芬形容是「好難得」，
「他在(上世紀)80年代已跟進香港基本法起草，而
且對立會議事規則好熟悉……立會現在throw things
（擲物），但以前是throw words，可看看他的感受
和看法。」

梁美芬：營造包容文明討論氣氛
研討會亦邀請了前香港律師會會長林新強、城

大法律學院教授王貴國等專家，探討香港如何在
內地發揮法律優勢、參與國家「一帶一路」戰略
等。梁美芬期望，研討會能營造包容文明的討論
氣氛，探討香港回歸17年後，如何正確落實香港
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

年是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各界

關注如何加強推廣宣傳工作。香港基

本法教育協會將於本周六和周日，舉

辦香港基本法25周年法律研討會，

邀請22名政界及法律界重量級人士

發表演講，包括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

泰、原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法律顧問廉

希聖、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等，對象

為本港中學生及教師。該會會長梁美

芬期望，透過研討會增加年輕人對香

港基本法的認識，探討香港回歸17

年後，如何正確落實「一國兩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