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 政情與評論

在特區政府宣佈政改方案的前
夕，戴耀廷發表了題為「不會被馴
服的城市」的文章，大力宣傳本土
主義，叫香港人應該為自己的命運
作主，其實就是想將香港變成與中
央平起平坐的政治實體，搞變相
「港獨」。戴耀廷露骨地說，18年

來的對抗說明，「香港是一個不會被馴服的城
市」，「中共必須放棄那種以我為主，要把香港馴
服的心態，接受及承認香港已成長至一個具備了強

烈自主意識的地方，願意用一個相互尊重的方法來
對等地對待香港，中港關係才有望拉近及回復和
諧」。戴耀廷道出了英國人撤退前所強調的「自
主」意識，「對等地對待香港」，不過是想讓英國
的代理人掌握香港管治權。
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回憶錄說，要把香港變

成新加坡那樣，通過「公民投票」，通過選舉變成
走向獨立。英國人每每從殖民地撤退，就玩弄分期
獨立、分而治之的手法。1946 年 4月，英國玩弄
「分而治之」的陰謀，把新加坡從馬來亞劃分出

來，成為單獨的「直轄殖民地」，並於1948年2月
成立「馬來亞聯合邦」，聯合邦的一切統治權由英
王委任高級專員掌握，對馬來亞人民實行高壓統
治。1963年7月9日，英國又利用矛盾，將馬來亞、
新加坡、沙撈越和沙巴綑綁起來，組成了馬來西
亞，讓他們因為族裔和宗教的問題，利益不均，進
行內訌；1965年英國挑撥離間，策動新加坡退出馬
來西亞，成立新加坡共和國，但英國掌握新加坡的
終審權，控制着新加坡的金融業。
彭定康來港之後， 1992年就在港英政府內部作了

一個「嚴肅的形勢報告」，斷言「中國政府政權不
到 1997年就會像歐洲的蘇聯、東德和波蘭那樣垮
台」。接着，彭定康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和兩國
的外交協議，推動政改方案。這個政改方案的實

質，就是要建立英國式的政治制度，搞香港自主，
和中央政府平起平坐。這個政改方案失敗之後，彭
定康在最後的一份施政報告，強調「戰略同盟者」
要站起來維護香港的「自主」，要投入「熊熊烈火
的街頭革命之中」。
如今，戴耀廷鼓吹違反基本法的政改方案，煽動

暴力「佔中」，完成彭定康沒有實現的任務。戴耀
廷去年宣布「佔中」，司令台的標語正是「命運自
主」。潛伏在香港的英國「戰略同盟者」，在回歸
後大力宣傳本土意識、「港獨」意識，組織反對基
本法23條立法、「反國教」、「佔中」等街頭抗
鬥，以行動證明香港是一個「不可馴服的城市」，
要和中央對抗到底。現在反對派綑綁起來否決政改
方案，也是英國人的「政改夢」在香港借屍還魂。

戴耀廷的英式「政改夢」 徐 庶

■責任編輯：汪 洋 2015年4月22日（星期三）

儘管香港社會各界一再反對鍾庭耀就政改問題搞
「公民投票」和「民意調查」，但是鍾庭耀仍然一意
孤行，宣布要和其他兩間大學搞政改方案的民意調
查。鍾庭耀為什麼不顧輿論的反對，一定要搞「民意
調查」呢？他不打自招，表明要與政府打對台，打一
場「民意戰」。他還說：「特區政府以鬥動員、鬥大
聲方式發動的『民意戰』不健康。」

現在反對派一再揚言要反對人大常委會的「8‧31」
決定，一定要在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他們倒行逆
施，不理港人希望落實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的意
願，卻又害怕支持普選的民意越來越高，成為扼殺香
港普選的罪人，將來選舉會遇到崩盤式的失敗。各種
民意調查都顯示，超過6成的民意主張在2017年實現一
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超過8成民意認為，反對派應該
按照民意的傾向，轉變態度，跟隨主流民意接受政改

方案。形勢發展下去，反對派一定空前孤立，走投無
路。

鍾氏民調弄虛作假撒豆成兵
鍾庭耀作為外國勢力的傀儡，一貫以來，每逢香港

有重大事件，他都千方百計利用所謂「民意調查」，
製造虛假的民意，為反對派護航。鍾庭耀去年6月22日
就為策動「佔中」製造篤數的「公民投票」。「公
投」既有票箱投票，又有電話投票、互聯網投票，投
票者的身份證號碼，卻沒有經過核實。互聯網、電話
投票，可以重複投票。「公民投票」變成了「點擊
率」，可以反覆投票，重複點算，撒豆成兵，製造出
所謂民意。

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鍾庭耀屢屢搞「公
民投票」，企圖在法理上製造香港是獨立政治實體的

現實，設下「命運自決」的政治陷阱，向特區政府和
香港市民兜售。在特區政府和各界市民的抵制下，鍾
庭耀「公民投票」的把戲被拆穿，於是改換手法，以
大型滾動「民意調查」取代「公民投票」，其實萬變
不離其宗，鍾庭耀仍然會配合反對派製造一些「事
件」，催谷支持否決政改方案的民意。這些「政治事
件」可能包括搞「二次佔中」，甚至製造流血事件，
將局勢弄得更加緊張。這種手法，台灣民進黨屢試不
爽。陳水扁借「兩顆子彈」，力挽敗局，起死回生。
鍾庭耀肯定想照搬來香港。

一貫以來，美國人所策動「顏色革命」的策略，
當煽動群眾上街之後，就會製造各種突發事件，然
後進行所謂「民意調查」，利用局勢動盪刺激民眾
情緒，抹黑合法政府，達到奪權的目的。最近，從
學聯的羅冠聰到香港大學《學苑》的陳雅明，都揚
言為配合否決政改方案，將策動「二次佔領」。鍾
庭耀所謂「民意調查」，就是要配合「街頭暴力行
動」，企圖翻盤，進行孤注一擲。如果能夠博亂成
功，反對派就會堅持否決按照人大常委會框架的政
改方案。

暴露霸道反民主作風

如果激進街頭抗爭達不到預期效果，市民反應冷
淡，鍾庭耀的民調則為反對派提供金蟬脫殼之計，為
反對派逃出生天設下「安全閥門」。屆時，堅持否決
政改方案的反對派就會說，將聽取民意，轉為支持政
改方案。於是他們就由「普選殺手」，一夜之間變成
支持普選的「大英雄」。這是江湖救急術，讓反對派
避過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大敗的局面。

鍾庭耀指，「以鬥動員、鬥大聲方式發動的『民意
戰』不健康」，但他卻組織大型的滾動「民意調
查」，這本身就是搞更大型「民意戰」。鍾庭耀的邏
輯是，只能允許他鍾庭耀和反對派搞「民意戰」，這
是最中立、最有公信力的，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民
意調查、動員，都是不健康的，只會撕裂社會。這和
反對派一貫霸道、反民主作風一脈相承。

特區政府會向市民講清楚，普選須按基本法循序漸
進的真正含意，2017年實現普選之後，2020年還會實
行立法會的普選。民主循序漸進，早已經寫在基本法
裡。根本就不存在所謂「袋住先就是袋一世」的問
題。鍾庭耀只允許反對派放火，卻不讓特區政府宣傳
政改方案和基本法，不許別人點燈，完全沒有道理。
這只能說明，鍾庭耀做外國勢力的傀儡，企圖通過
「民意調查」造馬，壟斷民意，扼殺普選。

高天問

特區政府將於今日公布政改方案，三司長和十二局長將會落區，宣傳政改方案，爭取市民

對政改方案的支持。在此關鍵時候，鍾庭耀一方面組織大型的滾動「民意調查」，搞大型

「民意戰」，另一方面卻指責政府「以鬥動員、鬥大聲方式發動的『民意戰』不健康」。鍾

庭耀只允許自己和反對派放火，卻不許別人點燈，只能說明，鍾庭耀企圖通過「民意調查」

造馬，壟斷民意，為反對派否決政改方案、扼殺普選造勢。

鍾庭耀欲壟斷政改民意 圖為扼殺普選造勢

有教師失職
港大排名跌

嶺大粗口歌辱警 教聯會強烈譴責

馮煒光批蔡子強屈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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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激起千重浪。」早前撰文公開
呼籲反對派支持政改方案的民主黨前立法會
議員黃成智，被「乳鴿派」向民主黨紀委會
投訴而辭去中委職務，成為「普通黨員」，

但事件原來未告一段落，「乳鴿派」於日前運用地區支部
的勢力，否決黃成智提出參加年底區議會選舉的申請。據
悉，黃成智會向中委會提出「翻案」的申請，倘繼續被拒
將不惜「凍結黨籍」，以個人名義出選。
原為立法會、區議員「雙料議員」的黃成智，分別在

2011年及2012年輸掉兩個議席，成為「雙失」。今年區議
會選舉，他計劃捲土重來，更有意落戶新選區粉嶺南。
不過，黃成智近日有關支持先通過政改方案的言論，引
起「乳鴿派」的不滿，即使對方辭去中委也繼續要趕盡殺
絕，圖終結黃成智的政治生涯。據悉，被「乳鴿派」攻陷
的民主黨新東支部於上周五舉行會議，討論推薦參選區議
會人選時，以黃成智缺席會議為由否決其參選申請，令黃
成智無法取得地區支部的推薦。

「翻案」若遭拒 個人名義出選
據指，黃成智計劃要求中委會推翻有關地區支部的決

定，重拾「參選權」，但目前民主黨中委也被「乳鴿派」
操控，要推翻支部的決定難度不小。黃成智明白到眼前
「舉步維艱」，故已有後着，就是「凍結」會籍以個人名
義參選。
有民主黨中人指出，以民主黨目前的政治能量，年底的區

議會選舉成績實在「凍過水」。黃成智在新東打滾多年，倘
他在區選中勝出，民主黨自然會再向黃成智招手，「政治就
是講實力而不是講友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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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嶺南大學學生會早前舉行的
音樂會，竟邀請校外人唱辱警粗口歌，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昨日
發表聲明，指學校是傳授知識、學習為人處事的地方，大學作為
傳遞與啟蒙思想、知識的高等學府，理應持守文明道德標準。大
學生是社會未來的希望與棟樑，公眾寄以厚望。在大學傳播仇
恨、粗口令人遺憾。
教聯會昨日在聲明中強調，任何人對警察不滿，應按正途投

訴，表達意見，粗口辱罵警察，無助解決問題。激發社會仇恨情
緒的行為令人不安。「校園粗口文化應予強烈譴責，免致歪風蔓
延至中小學，破壞品德教育。」教聯會對事件表示強烈譴責，希
望舉辦演唱會的嶺大學生會迷途知返。

李國章近日接受明珠台「清心直
說」訪問，節目昨晚播出。就他

最近獲委任為港大校務委員會成員，
被指是行政長官梁振英於港大的「心
腹」，更是計劃為他擔任校委會主席
一職「鋪路」。
李國章否認有關說法，指被委任入

港大校委會並非「計劃」，也從來無
人要他做校委會主席。他強調，過往
自己過去的履歷，包括曾任教育統籌
局局長及中大校長等，都證明他適合
擔任校委會委員一職。至於會否做主
席，他表示只會專注目前的工作，若
真的獲邀請，也會考慮。

教研遜色「除非教師變笨了」
就他早前批評有港大教師不務正
業，李進一步解釋，泰晤士高等教
育世界大學排名的評分準則中，有
90%與教學和研究有關，如果港大
於該榜的排名下跌，明顯就是教研
出了問題，「原因只有兩個，一是
教師未有做好其工作；二是教師變

得更笨了，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原
因。」
李國章坦言，學者上節目發表意
見，比坐着撰寫研究計劃書、做研究
更加容易，有些人就會選擇容易的
路，但他認為，大學教師由納稅人授
薪，就應該先做好其教研本分，有餘
力才去參與其他活動。
被問到「佔中」發起人、港大法律

學院副教授戴耀廷會否因此被追究
時，李國章表示不熟悉對方，也不知
道其學術紀錄，故難作評論。

想做女友眼中「英雄」學生搞事
就現時學生處事手法非常政治化，

李國章認為涉及不少原因，其中一點
是那些學生並不特別有學術天分，但
他們又想成為女朋友眼中的「英
雄」，於是站出來叫口號可以出風
頭，這對學生有吸引力，另一個原因
則是年輕人總是比較反叛。
學聯秘書長羅冠聰早前稱，若政改

方案通過，或會以打破玻璃等行為去

衝擊立法會，李國章認為，有關激進
想法並不等於教育制度失敗，只反映
了有部分年輕人未有被好好教育，沒
有被教懂要尊重人等理念，是「對他
們的教育」失敗。
他說︰「教育制度無失敗，你看PI-

SA（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15歲
的香港學生一直在世界三甲之內，證
明他們很有實力，但為何到大學就會
下跌呢，這是大家要思考的問題。」
他認為，目前的問題在於沒有足夠的
典範讓學生學習，又指出教師不能只
對學生空談理論，要以身作則，教導
他們。

否決政改是剝奪市民權利
就最受人關注的政改，李國章認為

有票始終比沒票好，「即使大家不
滿，也可以不投票和投白票，起碼大
家都有個發言權，總比只有1,200人
去決定好。」他批評，反對派議員稱
要否決政改，是在剝奪市民的權利，
會令很多香港人憤怒。

他呼籲市民細想，這些議員是為大
家謀福利，還是推動他們自己的議
題，「是否用選票踢走他們，這是個
人選擇，但我想大家應該要想想，到
底希望自己被誰代表。」另外，他又
強調，自己從沒有想過要做特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對高教界有深厚認識的行政會議成員兼港大校務委員會成員

李國章，近日接受電視台訪問點評現時教育界的現況。他指出，香港大學於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

大學排名下跌，反映該校教研出了問題。他留意到有學者認為「上節目發表意見，比坐着撰寫研

究計劃書、做研究更加容易」，於是捨難取易，但大學教師由納稅人授薪，做好教研才是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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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文大
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早前在
報章撰文，以《梁振英的「以鬥爭為
綱」》為題，稱特首梁振英通過「製造對
手」來「鞏固其權位」，新聞統籌專員馮
煒光為此撰文反擊。馮煒光昨日強調，蔡
子強的觀點並不正確，又強調特首過往很
多決定都照顧到港人的需要，如限制雙
非、限奶令、樓市雙辣招等。
馮煒光昨日於樹仁大學以《新聞統籌

專員的角色》為題演講，並接受學生提
問。他指出，蔡子強月初撰文批評特
首，其說法極不正確，自己有責任回
應。當時，他並無諮詢特首意見，因為
毋須事事都要諮詢特首。

他指出，特首過往很多決定，都照顧
到港人需要，「某程度上，特首過往做
了不少事情都頗『本土』，如限制雙
非、限奶令、雙辣招等，我不覺得這是
引發鬥爭。」

指普選方案不代表有益建制派
馮煒光又談到政改問題。他說，根據

目前的坊間流傳的特首普選方案，他看
不到對誰特別有利，「即使日後提委會
確實是按目前選委會方式設計，也不代
表一定對建制派有益。」
他並坦言，自己非常不喜歡在資本主

義社會中的龐大利益集團，「若未來可
普選特首，任何派別的人都不可傾斜某

一團體。」他期望屆時可讓當權者能為
基層市民、中產人士多做事情。
曾任民主黨中常委的他被問及會否協

助特區政府向民主黨拉票時，馮煒光笑
說：「我諗我無咁嘅能力囉！」雖然自
己仍會與個別黨友溝通聯誼，但就不會
以游說方式去說服他們。
就前立法會議員、民主黨中委黃成智
因公開呼籲反對派支持先通過政改方
案，而被反對派及黨內「少壯派」圍
攻，馮煒光強調，香港正處於一個重大
的歷史轉折期，無論支持政改與否，每
個人都應表達真心的說話，但說話必須
符合法治框架，以禮貌而堅定的方式表
達。

■李國章。 資料圖片

■馮煒光昨日於樹仁大學以《新
聞統籌專員的角色》為題演講。

黃偉邦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