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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民思潮」今年在銅鑼灣舉辦的
「公民教室」已經是第二期了。這是
一個誘騙中學生上街搞暴力的大騙
局。主講人是「學民思潮」的女幹將
周庭，極力煽動學生們採取激烈行動
進行抗爭，理由是「香港政治制度不
合理」和「警權過大」，由一批曾經

參加暴力行動的學生現身說法，大講參加街頭鬥爭的好
處和體會。誰都知道，去年的「佔中」就是由學聯和

「學民思潮」聯合發起，最初也是說在中環舉行「民主
教室」，由大學教授主講「公民的權力」。最後發展到
暴力衝擊政府總部，揭開無法無天「佔中」序幕。
最近的「反水客行動」，有參加者要非法搜查遊客行

李箱，暴力對待路人，連老弱婦孺也不放過，又大叫
「我們不是中國人」、「中國遊客滾回去」，動粗者當
中不少是中學生。為什麼中學生變得這樣激進和出位？
這同「學民思潮」販賣暴力精神鴉片大有關係。「學民
思潮」動員不少好像周庭這樣的少女成員，在學生哥

中間活動，邀請中學生加入「學民思潮」，參與「公
民教室」的活動。中學生一旦「落疊」，很快就被控
制，被安排上街參與激烈的暴力抗爭。
周庭作為主講人，昨日詭辯說「非暴力」與「激
進」沒衝突，大談「他們一直是和平鬥爭，非暴力也
可激進」，她甚至說「對於警察的暴力，市民有保護
自己的必要，例如使用頭盔盾牌等」。這完全是「白
馬非馬」的詭辯。明明使用了暴力，還說這不過是
「激進」而已，把穿盔戴甲的暴力行動，說成是「為
了保護自己」，這樣的「激進」不是暴力是什麼？以
往透過電視畫面，市民看得清清楚楚，是誰使用暴力
衝擊商戶？是誰衝擊遊客？是誰衝擊立法會大樓？難
道這些行為都僅僅是「激進」而已？

使用中學生以暴力抗爭搞亂香港，是外國勢力策動
顏色革命的慣用伎倆。他們一開始提出一些社會話
題，刺激群眾情緒，誘使學生使用暴力抗爭，以引起
警察處理。在警方拘捕滋事者的過程中，外國勢力及
其代理人就故意製造流血事件，然後攻擊說「政府鎮
壓學生」，接着轉變事件性質，變成推翻政府的「革
命」。
「公民教室」正是「學民思潮」招兵買馬的重要手
段，用女學生說「我們不搞暴力」更容易麻痺社會，
麻痺中學生。這同黑社會在校園裏推銷毒品同一套
路。各位家長一定要提醒自己的子女，千萬不要上
「學民思潮」「玉面羅剎」的當，否則走上犯罪的道
路，誤了自己一生的前途。

「學民思潮」以「公民教室」誘學生搞街頭暴力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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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反對派被個別極端的激進派綁架了，無法脫
身。民主黨的黃成智發表文章，主張從調查民意找
尋出路，主張「袋住先」，他駁斥反對派堅持否決
普選政改的理據，改變了反對派一葉障目的處境，
為反對派打開了思路。黃成智 4 月 11 日出席無綫節
目《講清講楚》時表示，將會呼籲「泛民」議員有
條件接受「袋住先」政改方案，又否認民主黨派他
撰文去測試民意。他和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在電台節
目的討論，也「擦出火花」。梁家傑也不得不承認
反對派現時面臨的形勢，「袋又死，唔袋又死」。
即是說，面臨着一個死局。既然如此，反對派為什
麼不尋找一條政改的生路，一個有利於自己，有利
於港人的解決方法？

違逆民意扼殺普選才是恥辱
按照梁家傑的邏輯，政改方案如果通過了，反對派

就沒有尊嚴，死得更慘。這個邏輯有兩個非常荒謬的
地方。反對派應該按照香港的民意辦事，反映民意是
光榮和尊嚴；違逆民意、扼殺普選，才是恥辱。所以
說「袋住先」會令到反對派「沒有尊嚴，死得更
慘」，是違反邏輯的。更重要的是，接受了普選方
案，香港民主發展立即出現新出路，全香港都看到了
希望，反對派也有發展的空間，不會被選民拋棄，這
就不存在「袋了就死」的問題。「袋又死，唔袋又
死」，只說對了一半，並不存在「袋又死」的問題，
「唔袋又死」則是很有可能發生的。

黃成智駁斥梁家傑「如果袋住先，就會袋成世」的
說法，最為精彩，也最有說服力。黃成智指出這個論
述「站不住腳」。市民思維容易被某些意識形態牽着
走，令政改討論淪為政治表態，造成「二分化」的現
象。他說，為什麼不可以「又袋又爭取」？黃成智指
出，有了2017年的普選，就會有第二步，即2020年的
立法會普選，「民主派」就有更大的爭取空間。這怎
會「袋成世」？

否決政改香港政爭更盛
反對派自回歸以來，一直發動了不少鬥爭，怎麼會

因為在政改問題「袋住先」，今後就自動停止鬥爭？
「袋成世」的說法，其實就是用極端的意識形態，綁
架反對派，不允許有理性的思維，進行理性討論，解
決政改問題。這樣就陷入了「二分法」，也就是製造
兩個極端，讓整個香港都走入死局。這個死局並不僅
僅是反對派的死局，而且讓全港市民受到拖累，讓民
主發展陷入死局。黃成智指出，一旦否決政改，現時
的政治環境不會大變，到時立法會又有人以拉布及激
進方式阻礙施政，絕非香港之福。

反對派最沒有說服力的地方，就是否決普選之後，
能否提出一個方案，可以帶來更快的普選？事實上，

反對派並沒有任何辦法，只不過是把今天的毫無希望
的反對，每隔5年又提出一次，來回循環，永遠沒有出
路，香港永遠沒有普選。但是，無窮無盡的拉布政
爭，破壞香港施政和建設，耗費大量公帑，不准建築
房屋，不准基本建設上馬，不准和內地經濟融合，閉
關鎖港，讓香港因沒有競爭力而死亡，這是反對派的
出路嗎？香港的選民會支持這種做法嗎？「累死街
坊」的路線，對於一個政黨來說，是一條死亡之路。
黃成智希望民主黨能以理性務實的態度思考出路。看
來，這個觀點打動了不少溫和反對派。

民主黨須作出明智抉擇
「如果袋住先，就會袋成世」，是激進反對派為自

己製造的「皇帝的新衣」，民主黨的當權派有沒有勇
氣，指出這件根本不存在的「新衣」，考驗民主黨話
事人的智慧和勇氣。現在黃成智說了出來，可以說大
快人心。「袋咗不會死」、「唔袋會蝕底」，逐漸成
為溫和反對派和廣大選民的共識。民主黨如果能夠容
許黃成智提出一個開拓探索出路的空間，是一種進
步。只要香港的民意繼續支持黃成智的說法，相信民
主黨最後為了自己的利益和生存，也會作出關鍵的抉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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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要有勇氣和智慧為己為港作抉擇

譚Sir勉接班人勇承擔
放手讓後生「撞板」

《城論》賀壽 劉慧卿梁家傑被噓爆

局長憶曼德拉金句
「我不喜歡極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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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今日為中央委員會選舉點票，並於
本周五（17日）由新任中委選出常委，

再由常委互選產生正副主席。譚耀宗今年1月
已表明不會參選中委，意味不再競逐主席職
位。他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回顧了
領導民建聯8年的點滴，包括任內打好了地區
工作的根基，銳意培養政治人才，建立了完善
的接班升遷制度。
譚Sir對自己的工作大致滿意，而任內最滿

意的，莫過於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民建聯在
新界西選區分拆3張名單出選，最終在「配
票」策略得宜下，全取3個議席；最遺憾的，
也是同年的立法會選舉中，時任副主席劉江華
在「超級區議會」選戰中敗陣，令民建聯在議
會失了一名大將。

提醒爭取黨友信任最重要
坊間盛傳現任副主席李慧琼將會接任主席，

譚耀宗說，不想在現階段「點名」，但強調民
建聯一直着意培養接班人、「畀機會年輕人
上」，有信心新一代能成功接班，「所以我退
下來，不是問題。」
就有意見指，今年正值政改年、選舉年，擔

心民建聯新主席欠缺「江湖地位」，未能「壓
場」，譚耀宗笑言：「場唔係用嚟壓，經驗的
形成並非一朝一夕，都需要時間。」
他說，對新人不能有過分要求，最重要是爭

取黨友的信任和支持，「大家信你，做事都順
暢好多，自己都要積極聆聽意見，不是當了主
席，就擺出『我話晒事』的態度。」他寄語新
主席要勇於承擔責任，在實踐中學習，「要有
親和力，要懂得凝聚不同意見人士，努力打
拚。」

參選立會視乎區選結果
譚Sir強調，退任後不會「垂簾聽政」，會

放手予年輕一代，「有時撞板都在所難免，不
能要求任何事都十全十美。」他卸任後將出任
民建聯會務顧問，而是否繼續參選立法會，要
視乎今年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的結果，又認
為目前首先要思考如何吸納反「佔中」市民的
選票。
被問到會否派人參選2017年特首選舉，譚耀

宗說，不少人認為民建聯最有條件成為執政黨，
民建聯會朝向執政的目標進發，但直言未來仍有
很多路要走，現階段未有合適的特首人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嘉洛）立法會第一大黨民建

聯將於本周五（4月17日）改選領導層，擔任主席近8

年的譚耀宗（譚Sir）即將卸任。他近日在接受本報專訪

時，寄語新任主席要勇於承擔責任，聆聽意見，爭取黨

友的信任和支持，千萬不可擺出「我話晒事」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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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以「博物館，功能珍貴」
為題，在其網上專欄撰文，講述他外遊到南非參觀了兩
家博物館，其中一家種族隔離博物館展示了曼德拉的多
項語錄。曾德成提到，他最喜愛當中的一句「我不喜歡
任何極端主義」，亦正好呼應近日常常想到的中國一段

傳統論述：「隱惡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曾德成在文章中指出，他不久前趁假期外遊到南非去，

參觀了兩家博物館，其中一家位於開普敦的羅本島上，島
上因曾設重囚監獄而馳名。曼德拉的27年牢獄生涯，其中
18年便是在羅本島上度過。

遊羅本島 思友因愛國被囚
他指出，曼德拉曾長期被褫奪讀書學習的權利，連申請

在監房院子裡種點植物，也一再被拒。南非結束種族隔離
政策後，曼德拉當選總統，羅本島的監獄廢棄了，後來活
化為博物館，如今還安排曾被囚於其間的人當導遊。
曾德成表示，此行令他想起香港摩星嶺的舊集中營，因

數名朋友曾在不經檢控判刑的情況下，經年累月被強行囚
禁在該處，「他們並無犯過任何傷天害理的罪行，就只為
了愛國，被殖民政府不經審訊關押。」
他談到，自己訪南非行程參觀的另一博物館是約翰內斯

堡的種族隔離博物館。展覽不乏控訴種族隔離暴行的內容，
而最終歸結至種族融和的主調；展場最後一個角落展示曼德
拉的多項語錄，分別用紅黃藍白綠黑的多組文字印出，如今
南非國旗也包含該些顏色，寓意彩虹國度、種族共處。
曾德成表示，曼德拉在政治生涯中留下名言雋語無數，

不少均令他讚賞，當中包括他最喜愛的一句：「我不喜歡
任何極端主義。」 ■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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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政府政策及社會生活要求轉變，近年家用
石油氣尤其是樽裝石油氣市場雖然持續萎縮，不過
估計全港仍有約五十萬戶家庭使用，家用石油氣價
格依然影響着這數十萬戶家庭的經濟負擔。
本港約有三家主要石油氣供應商，但只有一家

設立價格調整機制，其餘供應商大致跟隨這家油公
司調整價格，由於不同石油氣供應商的零售價格十
分接近，調整價格的機制欠缺足夠透明度，市民長
期質疑家用石油氣供應商「加快減慢」及「合謀定
價」。
我們認為當局應要求各供應商公布價格調整機

制的內容，增加用戶賬單收費分項的資料，同時在
政府網站內公布家用石油氣供應商的入口價格及零
售價格數據，以提高價格資訊透明度。若有需要，
政府應積極研究需否改善分銷商供應來源的流動
性，以改善競爭情況；競爭事務委員會亦應調查供
應商有否任何反競爭行為，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消費者委員會早在1999年時曾發表了一份名為

「為能源市場注入動力」的汽油、柴油及石油氣市
場研究報告，當中提出了一系列意見，其中兩項主
要建議包括發展石油氣或氣體燃料共同輸送系統，

以及樽裝石油氣接駁器的標準化，以加強市場競爭。為進
一步促進市場競爭及開放，政府應積極研究統一樽裝石油
氣的裝置規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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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能源效益的比較資訊，供
市民選擇時作參考，亦可進一步加強環境保護的宣傳作
用。 ■標題為編輯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昨日慶
祝播放35周年，邀請多名立場不同的嘉賓分組上台，
包括建制派與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等。當反對派的劉慧
卿及梁家傑在台上發言時，台下批評之聲不斷，同場
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即揶揄這是「風水輪流轉」。
《城市論壇》播放35周年，在昨日節目上，他們邀請

了《城市論壇》多名前主持，包括吳明林、韋基舜、陳
景祥、毛孟靜、梁家永、陳耀華，和多位政黨代表、社

福界人士、新聞工作者和時事熱話人物等到場「祝
壽」。
首先出場而又全場最矚目的，是「愛港之聲」召集人
高達斌、「保衛香港運動發起人」傅振中、「正義聯
盟」召集人李偲嫣，和「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學
聯新任秘書長羅冠聰（羅三七）及中文大學學生會長張
秀賢同台。他們在發表感想後，大家應現任主持謝志峰
要求互相握手。
其後，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及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等上

台發言，台下批評之聲不斷、噓聲四起。劉慧卿毫無
風度地黑面稱，自己過去出席《城市論壇》時，曾經
連隔鄰嘉賓的說話也聽不清楚，要靠耳機來做節目，
「我覺得真係好混賬！咁有冇言論自由㗎？我真係覺
得好過分囉！」

曾鈺成揶揄「風水輪流轉」
曾鈺成則揶揄，劉慧卿等此番被噓實在是「風水輪

流轉」：民建聯於1992年成立後，一次出席港台一個
政黨論壇時，剛出場就全場喝倒彩，反而劉慧卿出場
就全場熱烈鼓掌，「這是公開論壇的特點。」

■■李偲嫣與羅三七握手李偲嫣與羅三七握手。。 黃偉邦黃偉邦攝攝

■ 譚 Sir 強
調，退任後
不會「垂簾
聽政」，會
放手予年輕
一代，「有
時撞板都在
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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