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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庭耀的民意調查，是反對派打政
改「民意戰」的工具。其公布的第一
個民調結果，就說撐政改的人僅為
47%，就像玩魔術一樣，把支持通過
政改的人由60%一下削減了13個百分
點。其實，鍾氏民調的欺騙性很大，
在不同地區、不同時段進行調查，完

全可以得到反對派想要的結果。
鍾庭耀的民意調查，提問的方法和語境很有蠱惑。
其提問方法，與無綫電視和有線電視所做的政改民

調，問題的字眼就有很大不同。無綫和有線調查的問
題是：「是否支持通過政改方案？」結果，支持立法
會通過方案的人就比較多。因為這意味着方案雖然不
是最美好，如果不要的話，就變成了遙遙無期，所以
受訪者同意「袋咗先」。因為「一人一票」選舉總是
比較1,200人選舉好得多。
但是，鍾庭耀設計的問題字眼，為「是否支持政改

方案？」結果支持者只有47%。因為這個問題完全不
涉及立法會應否通過，而是說你是否支持方案，有人
覺得方案仍然不算完美，可以爭取好一些，就回答不

支持。這種提問基本上排斥了「袋咗先」的選擇。鍾
庭耀對政改問題有預設立場，他去年就搞過「622公
投」，一早把所有溫和民主派的方案擠掉，再拿去讓
經過篩選的受訪者投票，還可以重複投票、可以造
馬，結果可想而知，「公投」不過是為催谷「公民提
名」方案。
民調的調查員是什麼人，也是一個關鍵。如果起用

激進派支持者，結果會怎麼樣，基本可以知道。所以
《蘋果日報》一早未卜先知，對未來民意調查結果下
了判斷，說「支持政改民意下跌機率高」。
一貫以來，鍾庭耀的民意調查，都是為具體的政治
派別、具體的政治目標服務。現在反對派要否決政改
方案，又不想承擔否決被選民懲罰的後果，所以他們
使出「支持通過政改民意」大幅下降的招數，為他們

剝奪500萬選民的普選權提供借口。
過往每一次立法會選舉，鍾庭耀的民意調查都不斷

為影響選舉結果而造馬。民建聯、工聯會的候選人肯
定沒有支持度的，反對派候選人的支持度則非常高。
可幸選舉結果卻不是這樣。鍾庭耀的票站調查就更加
離譜。以2012年立法會票站調查為例，鍾庭耀的票站
調查評估，公民黨陳淑莊當選「機會較高」，選情較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及工聯會王國興的「機會均等」
樂觀。最終陳淑莊落選，後兩人則當選。九龍西民建
聯的參選人蔣麗芸，鍾庭耀的票站調查推測她當選
「機會均等」，但最後蔣以該區最高票當選。九龍東
「人民力量」的黃洋達，鍾庭耀推測他當選「機會較
高」，謝偉俊只是「機會均等」，結果卻相反。鍾氐
民調有多準，大家有眼睇啦。

鍾氏民調「袋住先」大幅下降的玄機 徐 庶

■責任編輯：袁偉榮 2015年4月30日（星期四）

狙擊官員落區暴露心虛膽怯
反對派這樣做，是作賊心虛的表現。他們明知否決

普選，扼殺500萬人「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的權利，
不得人心，必然會遭受選民的懲罰，在即將到來的區
議會和立法會選舉遭受到重大挫折，所以他們採取封
鎖普選聲音的卑鄙手段，同時推出鍾氏民調造馬，製
造支持普選民意不足的假象。反對派既要做壞事，又
不想承擔後果，所以顛倒是非，硬說特區政府官員坐
車巡遊，「落區不落車」，沒有「派傳單」，沒有接
觸市民，沒有宣傳政改方案，純粹是「做騷」。

但市民都可以清楚看到，每當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和負責政改的主要官員落區，向市民介紹普選的重要

性和關鍵性，激進反對派就踩場，用粗口辱罵，破壞
秩序，推撞群眾和官員，並不斷高聲叫囂，令到推介
活動不能不中斷。政府唯有不再事先通知傳媒落區的
時間和行程表，直接進入屋邨家訪，近距離與市民對
話。反對派又出動「記協」進行攻擊，說政府的做法
「破壞新聞自由」。總之，反對派無法無天，狙擊官
員、破壞秩序，剝奪港人討論普選的自由和權利，都
是對的。特區政府官員要避過反對派的暴力衝擊，避
免群眾受傷，採取低調方式落區接觸群眾，竟然成為
一種「罪名」。反對派的所作所為，和「文革」時期
的紅衛兵沒有兩樣。

「袋住先，袋一世」誤導群眾

「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是貨真價實的普選，
體現港人的民主權利。但是，反對派對普選怕得要
死，恨得要命，硬說成是「假普選」。美國和英國的
選舉，沒有「公民提名」，更加沒有「公民提名」成
功當選行政長官的例子。美國和英國都是由政黨提
名，由政黨經過篩選之後提出候選人。這樣做完全是
為了保證執政者由傳統政黨選出，避免因政權更迭而
導致社會激烈動盪。

上世紀80年代制定基本法的時候，香港根本就沒有
政黨，沒有足夠的執政人才，所以設計有廣泛代表性
的提名委員會推選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辦法，就是為了
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保障港人安居樂業。西方的選
舉制度為了保證社會穩定，保證候選人的質量，可以
允許有篩選，不存在排擠什麼人的問題。為什麼反對
派不說美英政黨篩選行政長官候選人是「假普選」？
卻要說香港由提名委員會對候選人把關就是「假普
選」？這是毫無道理的。

在引導民意方面，反對派更大做手腳。他們不斷宣
傳「袋住先，袋一世」誤導群眾。然後，鍾氏民調又
出蠱惑，設計弔詭引導的問題，排擠了港人要求立法
會通過普選方案的抉擇，讓主張「袋咗先，再逐步改

善」的訊息不能傳遞出來，令市民不能作出正面的選
擇。

否決政改違背主流民意
當前，大多數市民都認為立法會應通過普選方案。

「袋咗先」，是最佳的選擇方案。市民亦明白，實現
了普選，以後就不會再改變的說法是騙人的，因為這
違反歷史常識，不符合歷史進步的規律。基本法規
定，香港的普選應循序漸進地發展，基本法亦安排了
有關的政改機制，香港的普選正是這樣一步步走來
的。反對派所謂「袋住先，袋一世」的說法，完全是
配合鍾氏民調的騙人伎倆。

反對派和鍾氏民調打民意戰的狡猾和欺騙性，說明
了他們的卑鄙，說明了他們對普選的恐懼。如果反對
派的民意調查中，敢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否決
了政改方案，你認為否決的人能否在30年內，幫助香
港找到一個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支持通過，符合基本
法的方案嗎？」這個問題，說明了「普選不袋咗先，
就會一世都冇」。反對派如果敢這樣提問，才能找出
香港真正的民意。

高天問

特區政府公布了普選行政長官方案之後，反對派連續施展三招，發動了民意戰。第一招，
設街站，未來數星期舉辦研討會，呼籲市民反對政改方案，誤導市民「袋住先」會「袋一
世」；第二招，出動激進派，暴力狙擊落區宣傳政改方案的政府官員，封鎖推動普選的聲
音；第三招，利用蠱惑人心的鍾氏民調，炮製「支持政改的人越來越少」的民調結果。總而
言之，反對派就是不允許政府宣傳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落實普選的聲音，只允許反對派片
面宣傳否決政改方案的歪理，更不斷製造反對政改的虛假民意，實行輸打贏要。

反對派輸打贏要的政改「民意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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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鴿批「雙學」掟廿萬當「掟煲」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AV仁）計劃透過辭職

發動「變相公投」，試圖「綁架」其他反對派黨派協
助宣傳，為「垂危」的民主黨打一支「還魂針」。不
過，學聯和「學民思潮」均「唔落搭」，意味「辭職
公投」可能告吹。有民主黨中人昨日批評，「雙學」
煽風點火要求反對派策動「公投」卻又臨陣縮沙，更
點名指「學民」支持「公投」的20萬元等同「掟煲
費」，是在與「變相公投」劃清界線。

該名民主黨中人昨日向本報指出，所謂「變相公
投」的構思最初是「雙學」所鼓吹的，該黨原意希望推
動「變相公投」，「團結」所有反對派組織一起反對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及要求重啟「政改五步曲」，

但現在「鬼掹腳」，各有各散。

「辭職公投」甩轆或流產
他形容，「變相公投」這部「車」已經啟動，卻突

然「脫了兩個車輪（『雙學』）」，能否開到「終點
站」仍然是未知之數，再推動「變相公投」根本沒有
意思，「原先有7個車輪，現在剩下5個。大家都不知
道幾時又會少幾個，不知道6月民主黨舉行會員大會
（表決是否『公投』）時會變成什麼情況。」

就「學民思潮」稱不參加所謂「公投委員會」，但
會撥款20萬元支持，該名民主黨中人坦言，「你估
（『變相公投』）費用平咩！保守估計每個參與單位要

支付80萬元。最初，大家的構思是各組織先承擔20萬
元，餘數向社會籌募……今次『學民』掟20萬元就走
人，好像畀『掟煲費』一樣，以為給了錢就可以抽身而
退。」

計劃增難度需重新評估
他坦言，由於「雙學」態度轉變，令「變相公投」

缺乏年輕人的支持，民主黨已承認，隨着「雙學」退
出，增加「變相公投」的難度，需要急
謀對策，包括重新評估形勢，評估會否
有足夠支持才決定是否如期「去馬」或
取消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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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貼地」蒐民意
顏汶羽「升呢」掌青民

當過陳鑑林議員助理，到未畢
業就擔當區議會增選委員，隨後
經歷選舉洗禮，最終憑藉成功需
苦幹，「一步一腳印」，如今
「升呢」為民建聯「三新」：新

中委、新常委、新青民主席。回望從
政的八個年頭，顏汶羽最感激是遇到
他的人生伯樂──「師父」陳鑑林
（橄欖），不單教懂他放下身段服務
社會，更重要的是助人為樂不問回報
的身教。

當議員助理實戰學習
千里馬也須伯樂扶持。顏汶羽幸運

地遇到「師父」陳鑑林。顏汶羽昨日
在接受訪問時憶述指，2007年他有機
會在陳鑑林辦公室實習，感受到政策
始終是由下而上。隨後，他加入民建
聯擔任區議會增選委員，出任人力事
務委員會副發言人。畢業後，他擔任
陳鑑林助理，在「木人巷」學到實戰
經驗，到後來經歷選舉洗禮，並成功
當選觀塘區區議員。
談到「師父」陳鑑林，顏汶羽總是

百般感受，「師父一定是人生伯樂，
由他絕對信任身邊的青年；到事無大
小親力親為，上至政策措施，下至修
理馬桶水箱，師父都是一手包辦。他
做事係唔聲唔聲，最重要係幫到人。
他教懂我從政者是不問回報助人為
樂。」
雖有伯樂扶持，但更重要是個人努

力。談到從政辛酸，他坦言，區議會
選舉是他從政路上的重要經歷，「當
年我挑戰選區，選情不被看好，但師
父依然全力支持，可以說是當時唯一
的支援，最終咬緊牙關成功當選。師

父每次的拍膊頭，都帶來最窩心的鼓勵。由報名
到開票，師父一直陪伴在則；選舉結束後，師父
亦第一時間督促我報考博士，好感激。」

家人支持朝朝做早站
除了師父，顏汶羽同樣感激父母及妻子的支

持，「從政肯定不是為錢，更重要是幫到市
民。因此，除非有會議舉行，否則我仍然堅持
朝朝做早站，做一個睇到、摸到、講到的區議
員。世事是好奇妙，有時小朋友一句『顏汶羽
嚟喇』，甚或一個『飛吻』，已教我滿足。我
媽媽每日都會陪我做早站，所以，我好感激父
母和太太的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剛接棒青民主席，顏汶羽已經滿腹大
計。他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時表示，希望青民未來會循兩大方向發
展，一是全面地區化及加強專業政策研
究，讓青民更加「貼地」，「隨着民建聯
新班子成立，青民並會配合專業化的定
位，透過兩大方向，更好把脈香港青年的
想法。」

擬設四小組上達民情
他解釋，民建聯是從地區出發的政黨，
青民發展也要轉趨全面地區化，包括強化
與18區支部的互動，與支部「拍住做」，
並會參考民建聯架構，增加18區支部的青
年委員。他初步計劃在委員會轄下成立政策
研究、地區議題、學校及青年團體聯絡4個
小組，由下而上，更好吸納青年聲音，但仍
然有待新一屆委員會商討。
香港新生代青年苦無發表渠道，顏汶羽
指出，自從非法「佔領」行動發生以來，

各界非常關注香港青年發展，因此，青民
第二個發展方向是要定期搭建互動平台，
讓青年可以近距離接觸政策，「青民過往
都有舉辦政黨實習計劃及青年論壇等計
劃。其實，青年政策與扶貧政策十分相
似，兩者都是散落於不同政策局，若特區
政府牽頭成立類似扶貧委員會小組，將有
助統領青年政策。」

「面書」與青年論時事
事實上，青民已開始利用網絡平台與青

年溝通，包括每日定期在「面書」（face-
book）點評時事，「委員每日會就熱門時
事作點評，清楚表達青民對政策意見，青
民又會設計新口號及代表性的標記，更立
體展現青民形象，讓青年更加認識民建
聯。正如我的中學同學，他因為『反國
教』圍堵政總，但與他理性討論後，他慨
嘆：唔早啲講？說明不少人不清楚民建聯
的看法。」

香港政制發展正處於關鍵時刻，青民如
何更好地發揮角色作用？顏汶羽強調，目
前最重要的是「向原地踏步說不」，「支
持政改前行的原因相當簡單：大家想有普
選定無普選？由1,200人選舉委員會，到
500萬名合資格選民普選產生，這不是民
主的進步嗎？為何不支持方案通過？我都
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政府的政改方案肯
定比原地踏步更加民主。未來青民亦會落
區宣傳政改方案。」

讓青民工作深闊廣
青民過去打造出多張亮麗的成績表，如
今要守護好青民品牌，顏汶羽嘆言：「責
任重大。」青民前兩任主席張國鈞及周浩
鼎，努力為青民打下扎實基礎，會員數字
不斷上升，時至今日維持在1,400名至
1,600名會員，「雖然背負着很多人的很
大期望，我會盡力將青民工作做到更深、
更闊、更廣。」

俗云：「創業難，守業更難。」青年民建聯（青民）由2004年成立

至今，彈指11年間，躍升成本港最重要的青年組織之一。剛接過青民

主席大任的顏汶羽昨日在接受本報專訪時坦言，為更好把脈香港青年

的想法，青民未來會循「兩大方向」發展：加強專業政策研究、全面

地區化，包括強化與18區支部的互動，與支部「拍住做」，由下而

上，讓青民更加「貼地」，及善用網絡平台及社會行動，擔當好青年

與特區政府的橋樑，務求將青民工作做到更深、更闊、更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顏汶羽昨在專訪中大談青民未來工作方向顏汶羽昨在專訪中大談青民未來工作方向。。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幸
遇
伯
樂

■■何俊仁的何俊仁的「「辭職公投辭職公投」」
計劃或因計劃或因「「雙學雙學」」轉軚而轉軚而
告吹告吹。。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