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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不會在原則性問題上讓步
即將出台的政改方案，反映政改進入關鍵階段，中

央對支持本港依法落實普選立場堅定，人大「8．31」
決定必定不會撤回及修訂。反對派議員不應該再就此
向中央及特區政府「討價還價」，還存在不必要的幻
想。中央一再強調，不會在原則性問題上讓步，香港

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選特首不僅僅是香港社
會的大事，更關係到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中
央支持香港合資格選民2017年「一人一票」選出愛國
愛港的特首，帶領香港穩步前進。
近日多個最新民意調查顯示，超過6成香港人支持通
過政改方案，令到香港民主能夠邁出一大步。作為民
意代表的立法會議員，更加應該順應民意，不可一意

孤行否決政改方案，扼殺香港普選。立法會議員應充
分發揮議員的作用，聽取民意，支持政改，使得香港
民主進程能夠有所突破。立法會議員更應該幫助廣大
市民了解政改方案內容，全面深入討論政改方案，按
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框架推動落實
政改方案。

立法會議員須順應民意支持政改
但事實上，目前政改方案還沒有出台，個別反對派

議員已經明確表明反對，多次聯署聲明綑綁否決政改
方案，不願理性務實地面對事實、面對渴望政改向前
的強大民意。儘管政府已經分批約見反對派議員，進
行溝通交流，但是反對派議員目前態度僵硬，個別立
法會議員更頑固說「要向政府說不」、「無得傾」、

「不用幻想」，沒有任何商量
的餘地，置香港700萬人的福
祉不顧。
反對派目前採取「綑綁」反

對的策略，特區政府則應採取個別攻破的策略，希望
「撬票」成功。特區政府一直保持誠意與反對派議員
進行對話，就政改交換意見。香港大多數市民希望
2017年「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如果今次錯失機
會，香港將與普選失諸交臂，普選特首不知何日才能
實現，不單單政制原地踏步，而且還會延續政爭不休
的局面，拖慢香港的各項發展。希望社會各界能支持
政改方案，反對派議員更應及早「回頭」，不要愚昧
地綑綁否決政改方案，令香港民主原地踏步，斷送香
港民主之路。

蔡 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

各界支持政改方案 反對派及早「回頭是岸」
政改進入第二輪諮詢階段的尾聲，特區政府將於本月22日公布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是

次政改方案完全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框架所制定，合憲、合法、合情、合

理，符合香港社會落實普選的訴求。特區政府釋出最大善意，與反對派進行溝通交流，希望

反對派議員能為香港未來、為香港整體福祉着想，順應民意，放下成見，回頭是岸，支持政

改方案在立法會獲得通過。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李柱銘打壓民主黨溫和派再次賣黨

特區政府在立法會公布政改方案前夕，民主
黨最終是否支持政改方案備受關注，民主黨主
席劉慧卿表明會舉行黨大會才作最後決定，但
早已離開民主黨決策層的李柱銘，卻擺出民主
黨「話事人」姿態，揚言民主黨在立法會內的
6票，一定會否決人大「8．31」框架下的政
改方案，不會「甩底」。這明顯是要打壓民主
黨黨內溫和派的聲音，阻攔政改方案在立法會
通過。

李柱銘多次出賣民主黨
對於民主黨漠視支持政改的主流民意，很大

機會流失選票，李柱銘砌詞狡辯，聲稱「從政
者不能事事考慮政黨或個人利益」，強調「民
主第一、民主黨第二、黨員第三」，還聲言只
要立場堅定便不會流失選票，而民主黨票源亦
不會被建制派動搖云云。
李柱銘雖為民主黨創黨主席，但卻多次「賣

黨」：2000年立法會港島區補選，李柱銘力
撐余若薇出選，促成公民黨成為激進政治暴發
戶。李柱銘竭力貶低和打擊民主黨，希望「公
民黨食民主黨」，公開宣稱反對派可由公民
黨領軍，令民主黨黨內譁然。李柱銘還多次透
過黎智英旗下的傳媒，向民主黨公開施壓。民
主黨有人狠批他為「香港李登輝」。
2010年6月民主黨召開黨員大會討論政改方

案前夕，李柱銘揚言如果民主黨大會通過政改
方案，他會考慮退黨，以此向民主黨施壓。但
民主黨2010年6月21日召開特別黨員大會，
結果在314人投票中，支持特首選舉方案的有
七成六，支持立法會選舉方案的有七成九。對
於李柱銘聲言退黨，民主黨元老司徒華當時直

斥李柱銘的言論不負責任，黨友亦齊轟李柱銘
是「輸打贏要」，無民主胸襟。2010年李柱
銘對民主黨的攻擊，其目的是企圖堵死民主黨
的溫和理性溝通路線，全面封殺2010年政改
方案，令民主黨淪為公民黨和其他激進派的附
庸。

李柱銘企圖挖走民主黨票源
李柱銘是策動「五區公投」密室政治的「四
人幫」之一，並企圖裹挾民主黨參與「五區公
投」，逼迫民主黨的票倉大門向公民黨和其他
激進派打開。眼看民主黨拒絕上當，李柱銘跳
出來煽動民主黨組織助選團，為「公社」兩黨
抬轎子，賣黨之心昭然若揭。
民主黨2009年12月13日舉行特別會員大

會，超過81%的黨員在會上否決「五區公
投」，民主黨中委亦決定，不會以黨的名義為
公民黨及社民連助選。反對「五區公投」的民
主黨元老司徒華指，民主黨反對參與「五區總
辭」，「是證明我們做了一件正確的事」，
「有人叫我們跳樓，如果不跳就說我們冇膽，
那我們還要跳樓啊……我不是說五區總辭是跳
樓，不過是孤注一擲，影響我們爭取民主的持
久力。」
2009年底和2010年中旬，司徒華和民主黨

中委決定，不以黨的名義為「五區公投」助
選，以及支持2010年政改方案，其考慮是若
打開民主黨自己的票倉大門，讓公民黨和其他
激進派入去拉票，下一屆選舉投票就會自動轉
賬給公民黨和其他激進派。公民黨和其他激進
派匱乏地區服務實績，地區選舉機器不強，李
柱銘企圖強迫民主黨為公民黨和其他激進派抬

轎，通過「五區總
辭」和否決2010年政
改方案，挖走民主黨
的票源。

民主黨只有支持
政改才能穩住票源
民主黨在2010年就

拿出勇氣，願意以有
商有量的態度，與政
府溝通，支持政改方案通過。民主黨亦沒有因
應當時激進勢力當道，而參加「五區公投」。
民主黨要看清一個事實：假如2017年沒有普
選，民主黨所期待的2020年立法會普選也會
告吹。5年或者10年以後討論特首普選時，仍
然必須按照現在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辦事。
民主黨的選民基礎，大部分是溫和的基層市

民和部分溫和中產。民主黨只有支持政改，才
能得到更大的票源，今後的出路才會更加寬
廣。民主黨支持政改，有利該黨的長遠發展。
特別是今年區議會選舉和明年立法會選舉接踵
而來，民主黨若被李柱銘打壓和被激進派綑綁
否決政改，立即面臨大量票源流失的危機。

民主黨應頂住李柱銘打壓突破綑綁
民主黨有理性務實的傳統，如今黨內也出現

希望支持政改、擺脫激進派綑綁否決的溫和聲
音，引起社會的積極迴響。民主黨順應民意支
持政改方案，令香港民主實現飛躍，也拓展自
己的政治空間；若受制於激進反對派而綑綁否
決政改，一定會遭到選民的懲罰。
民主黨應支持今次政改方案，這不僅對民主

黨的發展有利，更重要的是可令溫和理性溝通
路線取得實際成果，從而為民主黨和其他溫和
理性的政黨的發展拓闊空間。無論從民主黨的
發展看，還是從維護香港整體利益和促進香港
民主發展大局出發，民主黨都應頂住李柱銘打
壓、突破被激進派綑綁，在關鍵時刻作出正確
的選擇。

李柱銘有「香港李登輝」之稱，是出賣民主黨的角色。李柱銘今次重施

2010年政改向民主黨溫和派施壓的故伎，再次賣黨。李柱銘在特首普選發

展到關鍵的時候向民主黨施壓，企圖綑綁民主黨否決政改方案。李柱銘所謂

「民主第一、民主黨第二、黨員第三」，其實是「扼殺普選第一、出賣民主

黨第二，為公民黨和其他激進派抬轎第三」。

政改方案公布前夕，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在與林鄭司長會
面討論之前，稱國家安全是「偽命題」，說（中央）都要
找理由出來，為何不給（真普選），所以包括國家安全的
這些「偽命題」，是為「背信棄義，過橋抽板行為提供遮
羞布」。明明是有人有理論、有行動進行分裂國家非法活
動，卻散布國家安全是「偽命題」，信口雌黃，莫非是為
了瞞天過海，暗渡陳倉，好讓港人麻痺大意，實現將香港
從中國的領土主權分裂出去，藉普選奪取香港管治權，危
害國家的安全和發展利益。

本港有人利用普選損害國家安全證據確鑿
危害國家安全是「偽（假）命題」嗎？支持「佔領中

環」的梁家傑應早就看見，懸掛在「佔中」指揮中心金鐘
區的天橋，橫額大字標題是「香港城邦建國」，主旨明
確。圍繞這一中心，反對派喉舌早就鼓吹「香港人唔係中
國人」；「鍾氏民調」也作配合製造「民調」結果「大多
數香港人唔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激進反對派分子更在
上水、元朗、尖沙咀、屯門以「反水客」為幌子，高揚殖
民地龍獅旗，高舉「香港獨立」標語進行驅逐內地同胞的
分裂活動。說這是「偽命題」，莫非是瞎子和聾啞人才視
而不見聽而不聞？
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分裂國家不僅有綱領，更有「理
論」，綱領是被糊塗幼稚學生稱為「國師」的「香港城邦
建國」，理論是港大學生會《學苑》捏造的「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這「自決」口號，我們似曾相識：梁家傑當
年參選行政長官的「政綱」，不就鼓吹香港「特區政府官
員不需中央政府任命」和香港「高度自決」嗎？如今《學
苑》的「港獨自決」論和自己一拍即合，危害國家安全的
企圖一致，當然要散布煙霧以麻痺香港人喪失警覺，好暗
渡陳倉把香港分裂出去，並變香港為包圍中國的橋頭堡。
《學苑》還白紙黑字提出為「港獨」組成軍隊，武器可

從警察和駐港解放軍「繳獲」，這不就是要「武裝奪取政
權」嗎？更狂妄地計劃：「北上和廣州軍區13萬正規軍作
戰，促使兩廣獨立」。危險性與西方要分裂、肢解前蘇聯
和八國聯軍瓜分中國一樣，國家安全是「偽命題」嗎？也
許有人會說，這是孩子們的「紙上談兵」；但不可忘記，
港大學生會已形成「港獨」政治堡壘和指揮中心，他們是
由一批教師和已成年的知識分子組成。今日的恐怖分子和
IS伊斯蘭國攻城掠地、殺人放火，不就是多由十八九歲青
少年所為嗎？散佈「港獨」武裝「奪權」是「偽命題」，
原來與2010年公民黨的「全民起義」一脈相承。為「港

獨」打掩護，這就是「偽命題」的真意圖。

港人必須警惕
大家記憶猶新，當年像梁家傑那些人當選立法會議員時，曾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區旗、區徽前宣誓「忠於基本法和忠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可是
今天如何？以綑綁來抵制符合基本法的政改方案，用拉布阻撓香港的繁
榮穩定和發展利益，誰過橋抽板不就很清楚嗎？反對派政客要記住：只
有香港回歸祖國，中央許諾民主普選，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
決定下來，像梁家傑才有機會競選議員名利雙收。如今綑綁起來反對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背信棄義是誰，還可賊喊捉賊地狡辯嗎？
楚漢相爭，項羽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希特勒入侵蘇聯前數月還與斯大
林簽定「互不侵犯條約」；日本偷襲珍珠港前一日，大使還晉見羅斯福
總統表達美日「和平」。如今，在香港分裂活動十分猖獗時有人散布國
家安全是「偽命題」，其言行和動機不亦和西楚霸王、希特勒、日本東
條英機如出一轍麼？香港人可要警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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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爾，我會受聘於地產公司，於一些新加坡房地產展銷
會上擔任促銷工作，也許你會奇怪，新加坡的政府組屋既
便宜又大，哪些人會買私人住宅呢？
其實，有三種人會買新加坡的私人住宅。
首先，政府組屋只售賣給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民，因
此，非永久居民的外國人若想置業，只有購買私人住宅；
其次，新加坡有一群比較富有的人以住在私人住宅為光
榮，並認為高人一等，因為新加坡只有一成多的住宅是私
人住宅，餘者皆是政府組屋；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即
投資，從投資的角度來看，政府組屋的升值潛力遠低於私
人住宅，富起來的新加坡人越來越多，而私人住宅的供應
卻非常有限，因此，私人住宅的價格升勢驚人，兩三年
前，新加坡政府為了壓抑飛升的私人住宅樓價，也推出與
香港幾乎一模一樣的辣招打壓樓價。
香港不少傳媒人及施政者認為李光耀親中，因此，被中國
政府稱為老朋友的李光耀也成了香港反中者的批判對象，更
有人借李光耀房屋政策的成功來批評香港特區政府的無能。
李光耀親中？如果李光耀親中，美國總統奧巴馬不會稱
讚李光耀為時代的巨人，新加坡是一個小國，李光耀是一
個非常務實的人，他游走於中美俄諸強國之間，盡量保持
區域的政治穩定與勢力均衡。也因為李光耀是一名非常務
實的人，他很清楚香港的政治現實，經常勸香港人不要與
中央政府搞對抗，當然也因此使到那群專門煽動香港人與
中央對抗的「港獨」分子更加痛恨李光耀。必須指出的
是，新加坡人從來沒有爭取過新加坡獨立，新加坡的獨立
是突然而來的，是被馬來西亞中央政府趕出來的。
以新加坡政府房屋政策的成功來批評香港特區政府更是
莫名其妙。香港的高樓價基本上是港英政府留下的，前特
首董建華就曾經試圖降低樓價讓更多人買得起樓，但是效
果不佳，道理是香港已經有五成的家庭擁有自己的物業，
樓價大跌時，這些人會面對身家財產貶值的問題，嚴重的
話，變成負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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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國民黨主席朱
立倫一句「我不會參選
2016」，已宣佈角逐國民

黨「16初選」的「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表
示，不認為朱立倫的說法是非常正式的宣布，也
許是被問得不耐煩了。而朱立倫說，等到下月中
再正式說明。很快，朱立倫要到上海參加國共論
壇，或者會有「習朱會」，之後朱立倫會否改變
主意，或者還會給藍營帶來一絲期望。
筆者認為，倘若蔡英文在2016奪得大位，國

民黨要重新奪回政權，還是要靠大陸。朱立倫一
句「不參選」，的確使到藍營徹底失望。蔡英文
已經宣佈出戰，並誓要奪回政權，朱立倫不參

選，實際上表明國民黨要不戰而敗，拱手將大位
相讓。孫子有曰，不戰而屈人之兵，朱立倫則不
戰而認輸，這恐怕不但是他個人怯戰，大概也是
國民黨鬥志渙散的一個信號。

不戰而認輸影響士氣
也許，這怪不得朱立倫，只能從馬英九處問

責，但是，朱立倫一個免戰牌，已充分顯示他不
是一員戰將，不是挽國民黨狂瀾於既倒的領軍人
物。固然，朱立倫也許也沒有想到在馬英九麾
下，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中如此大敗，也沒有想
到由他頂上。在九合一選戰，他就一直強調「不
參選2016，要坐滿新北市長任期」，即已表明

在他的政治生涯規
劃中不急於參戰
「總統」大位。但
是，一直以來，藍
營都有相當多人士
期望他出戰2016，
因為在國民黨可戰
人士中，公認他是
最有戰鬥力，是唯
一還可與蔡英文一
拚之人。其他，如
王金平，吳敦義，
都未如人意。而
且，既然馬英九辭
去國民黨主席，由
朱立倫接任，這其
實是擔負救黨之
責，最為直接的任
務就是出戰2016保
衛政權。另外，各
種民調顯示，朱立

倫還是可以一戰的。因此，在新形勢下朱立倫就
必須重新規劃自己的人生。
台灣媒體發布的最新民調，蔡英文支持度為

42%，朱立倫34%，未決定者18%，兩者都不支
持6%；蔡只贏朱8%，差距很有限。有分析說，
蔡已獲民進黨提名，朱若表態參選民調應該還會
往上衝，2016鹿死誰手其實很難說。但是，朱
立倫若確定不參選，應該說他自己的判斷是篤定
贏不了，如果他覺得還可以戰，那麼就不應該這
麼快表態。由於他已經說了不參選，即使以後再
有國民黨大佬說服他出來，恐怕他也是信心不
足，敷衍了事。

應從大選戰鬥中累積經驗
有人說，他還擔心他參選後，新北市長補選會

輸，因此，他穩穩當當做完新北市長最好。 但
是，這一來他更沒有機會了。蔡英文2016勝選
可能再連任，8年後朱立倫也熬成老伯伯。朱立
倫正確的部署，應該是即使2016要輸，也要
戰，從大選戰鬥中累積經驗，然後2020年捲土
重來。即使2020也輸，那麼2024再戰。蔡英文
也是輸過再戰。她輸過12年大選，也在第一屆
新北市長選舉輸給朱立倫。輸不要緊，關鍵敢於
再戰。
筆者相信，蔡英文一貫意識形態掛帥，也無施

政經驗，只不過馬英九失誤連連，坐大了綠營的
勢頭。蔡英文上台，不可能得到大陸支持，民進
黨大佬呂秀蓮還警告說：「一上台即遇全面斷交
潮，怎麼辦？」
未來兩岸實力差距越拉越大，是無法改變的大

趨勢。若然朱立倫怯戰，恐怕只能靠大陸證明蔡
英文的模糊兩岸政策，不會給台灣帶來經濟紅
利，選民將如同拋棄陳水扁一樣再次拋棄蔡英
文。

東張西望

朱立倫輸不要緊 關鍵敢於應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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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表示，2016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國
民黨將推出對台灣、對國民黨的團結最有利的人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