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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鴻震博士 前民政事務局局長 國際專業管理學會會長

嶺大學生會在本月中舉辦「黑暗時代抗
爭音樂會」，其中有參與表演的樂隊唱出
充斥侮辱警隊及粗言穢語的歌詞，在社會
引起一片嘩然和不滿。筆者早前出席關注
新界聯盟記者會，就公開指出這是震驚香
港甚至亞洲的醜聞。多日以來讀到嶺大學
生會就事件對公眾的回應，筆者更是感到
失望和驚訝。
首先，主辦單位亦即嶺大學生會解釋，樂
隊無違反「抗爭」主題，故此認同其創作自
由，不會予以干涉。問題是主辦方有責任確
保活動內容適合大學校園，如果不清楚樂隊
的特色，學生會也不可能會邀請對方出席，
故此絕不能因為對方不是嶺大學生就推缷責
任。退一步來說，即使接受這個說法，當學
生會發現樂隊的演出有不妥之處，也可以適
時勸戒或制止，音樂會完結後也應該馬上表
態。嶺大學生會指出不應干預學術自由之
說，更是與事件毫不相關。
其次，學生會解釋是次活動是以音樂會形

式帶出民主抗爭及對現今政權不滿的訊息。
原則上，筆者同意在大學校園以不同文化與
藝術形式表達各種意見，這當然包括可表達

不同的政見以及批判政權。這也能體現大學
自由表達的氣氛，讓學生接觸不同層面的文
化藝術及社會思潮，但前提是過程中應該以
尊重及理性的形式進行。樂隊的粗口表演難
登大雅之堂，更多番辱罵警務人員，令人難
以接受。
有人可能會提出歌詞中的辱罵句子及用詞

並非無的放矢，而是針對個別警員的不當行
為。但是當中的歌詞有極大冒犯性，更不只
是針對個別警員的行為，而是侮辱整個警隊
及其專業性。這類音樂充斥瘋狂發洩的粗口
謾罵，除了冒犯警員，也散播對警隊的仇
恨，對社會或學生也是百害而無一利，絕對
是「不可一不可再」。
筆者對於今次事件的關注，也是由於與嶺

南大學的緣分。筆者認識嶺南大學的前任校
長陳坤耀及陳玉樹，也十分認同嶺大推行的
博雅教育，在大學環境注重人文學科及多
元，從而培育學生博學而高雅的特質。嶺大
現任校長鄭國漢也是筆者的多年相識，在筆
者任主席的國際管理學會擔任高級參贊，在
學術及其他交流方面，本會均與嶺南大學一
直有合作。對於鄭國漢校長在周四發出的公

開信，表示正式警
告學生會切勿重
犯，否則將受紀律
處分的說法，筆者
也十分同意，相信
這封信會有一定警
惕作用，同時可以
為校譽挽回失分。
可惜的是，嶺大學
生會至今仍未認錯
道歉，真是頑固得叫人乍舌。
嶺南大學有長遠的歷史，多年來其師生及

畢業學生均在社會獲得好評，如果因為今次
事件令社會失望，甚至影響嶺大的校譽，相
信絕非嶺大學生包括現任學生會希望發生
的。校方固然可按大學規章紀律處分負責學
生，甚至如一些法律界人士提出涉及若干法
律的可能，但這些都未必是如筆者般關注嶺
大學生及香港新一代發展的朋友想出現的情
況。筆者希望身為嶺大學生會一分子，能多
為嶺大學生着想，發揮及延續百多年的嶺大
精神，追求個人卓越，進而貢獻社會，這才
是大家樂見的。

辱警不可一不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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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黨合作得到廣泛支持認同

2004年台灣大選國民黨落敗，時任黨主席連戰於翌
年4月「登陸」，展開「破冰之旅」，與中共總書記胡
錦濤會晤，成為1949年後首位踏上大陸的國民黨最高
領導人，也是1945年重慶談判後國共兩黨黨魁再度握
手。連戰此次登陸，代表國民黨與中共達成多項共
識，包括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促進恢復兩岸談
判，為後來國民黨重掌政權、開啟兩岸關係奠定基
礎。對於2005年國共會晤以來的兩岸和平發展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給予高度評價。他認為10年前，在兩岸
關係劇烈動盪之時，國共兩黨為了兩岸民眾共同命
運，衝破歷史藩籬，實現和解，共商維護台海和平之
道。10年來，國共兩黨和兩岸同胞共同努力，開闢了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光明前景，給兩岸同胞帶來了實

實在在的好處，得到了兩岸同胞的廣泛支持和認同，
也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肯定和讚揚。
去年，台灣政治環境丕變，「太陽花學運」、國民

黨在「九合一」選舉失利，令人擔憂兩岸和平發展的
不穩定因素陡增。此次「習朱會」意義重大，顯示國
共兩黨因應新形勢作進一步溝通、及時調整，通過兩
黨最高層的交流鞏固兩岸對話交流的信心，合力解決
目前兩岸深化合作遇到的困難，帶動兩岸關係持續和
平發展。
面對新形勢，國共兩黨和兩岸雙方要堅定信心、增

進互信，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攜手建設兩岸
命運共同體，習近平就此提出5點主張： 一，堅持
「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政治基礎，其核心是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
二，深化兩岸利益融合，共創兩岸互利雙贏，增進兩

岸同胞福祉，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宗旨；三，
兩岸交流，歸根到底是人與人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心
靈溝通。兩岸同胞要以心相交、尊重差異、增進理
解，不斷增強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國家認同；四，
國共兩黨和兩岸雙方要着眼大局，本着相互尊重的精
神，不僅要求同存異，更應努力聚同化異，不斷增進
政治互信；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大家一起來幹。
這5點主張，高屋建瓴，抓住重點，為兩黨兩岸關係良
性發展指明方向，提供切實可行的綱領。

秉持民族大義 共圓中華復興夢
眾所周知，「九二共識」是兩岸交流合作的基礎

和前提，不論台灣由哪個政黨執政，未來兩岸要開
展經濟合作，包括在「一帶一路」、亞投行等項目
的合作，都必須堅持「九二共識」、認同「一
中」，才能維持兩岸和平發展的大好局面，避免兩
岸關係倒退。兩岸政黨交流歸根結底是為了民眾利
益，只有民眾分享到更多實實在在的利益，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才更鞏固。兩岸同根同源、同文同宗，
「兩岸一家親」，心之相繫、情之相融，就沒有什
麼力量能把兩岸同胞割裂開來。儘管目前兩岸遇到
一些風波，但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符合兩岸共同利

益，而且現在大陸更有能力、
有信心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國
共兩黨兩岸要看到這個大格
局，更堅定地突破困局、消除
歧見、爭取更多更大共識，為深化兩岸合作創造更
有利條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國家富
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孫中山先生的夙願，
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夙願，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夙
願，兩岸同胞理所當然一起努力，讓所有中國人都
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
習近平強調，兩岸關係處於新的重要節點上。兩岸

關係路應該如何走，是擺在兩岸所有政黨和社會各界
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攸關中華民族和國家未來，攸
關億萬民眾福祉，需要我們大家認真思考。兩岸和平
發展乃大勢所趨，「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
昌，逆之者亡」。國共兩黨為了兩岸民眾共同命運，
應秉持民族大義，承擔起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兩岸
人民謀福祉、為台海地區謀和平的神聖責任，團結兩
岸各黨各派和各界人士，努力開創兩岸關係新未來，
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讓中華民族巍然
屹立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太平紳士

「習朱會」承前啟後繼往開來 建設兩岸命運共同體
備受矚目的「習朱會」昨日成功進行。這是2009年後國共兩黨新一代領導人首度握手，

為兩岸關係帶來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深遠影響。習近平總書記就兩黨兩岸關係發展提出5

點主張，有助在兩岸關係不斷深化的新形勢下，擘畫兩黨關係發展新前景，共同開創兩岸關

係未來、建設兩岸命運共同體，堅持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攜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退聯」已成燎原之勢 學聯沒有不分裂理由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繼港大、嶺大、理大和浸大後，城大
日前亦展開一連7天的「退聯公投」。這
次城大「退聯公投」引起各界關注，原因
是現任城大學生會為了打壓「公投」，不
惜在宣傳上做手腳，以拒簽「公投」議案
等方式阻撓，目的是將「公投」一直拖延
到假期，這樣城大學生不用回校，「公
投」便在無聲無息之下完結，城大學生會
及學聯只要發動基本盤，或乾脆令投票人
數不足法定數字，就可以成功破壞「公
投」，為學聯保着城大這一塊陣地。

學聯分崩離析不可挽回
然而，城大學生會和學聯機關算盡，

當學生是傻瓜，視程序公義如無物，反而
引發大批本來對議題不感興趣的城大學生
不滿，結果推高了投票率。可能城大學生
會都知道形勢不利，於是其外務幹事王寶
儀已經出來發表狠話，「無論最終結果係
咪退聯，學生會都會繼續保持跨院校合
作，希望建立一個持久同穩定嘅溝通平
台」。即是說，就是「退聯公投」通過，
他們照樣會與學聯合作。其反民主的嘴
臉，視同學意願如無物，已經躍然紙上。
其實，不論城大是否成功「退聯」，現

時在學聯八大院校中，最重要的港大已經
退出，理大、浸大亦已退出，半壁江山早
已「變色」。而且，從投票結果來看，在
五間已經進行「退聯公投」的大學中，城
大正在進行結果未知，除了嶺大之外，其
他三間都成功通過議案。而嶺大與中大一
樣，有濃厚的學聯色彩，學聯的秘書處基
本上都是中大、嶺大學生會的囊中物。因

此，這兩間大學的「退聯」未能成功不足
為奇，但投贊成票的同學也不少，可見民
意的走向。至於其他大學，不少都以大比
數通過「退聯」，例如浸大學生會就以
934票對613票通過。這說明「退聯」已
是勢不可擋。而且，不能排除中大、嶺大
可以在短時間內再發動「公投」，學聯的
分崩離析已是不可挽回的結局。
對於學聯的「解體」，一些學聯中人

和老鬼如陶君行之流，隨即將矛頭指向中
央政府，指是中央要「秋後算帳」云云。
這種說法不但荒謬，更是故意推卸責任，
為學聯的不堪尋找替罪羊。現在策動「退
聯」的人是誰？在港大是「學苑派」的陳
雅明之流，在其他大學則是一班「勇武
派」、「港獨派」，其背後則是黃毓民、
黃洋達、陳雲等人在操盤。如果說這場
「退聯風波」是中央搞出來的，難道說這
些都是中央的人？「港獨派」、「勇武
派」、「鳩嗚派」都是中央的人？這些荒
謬的說法說出來也會令人恥笑，與反對派
將每次分裂都歸咎中央是如出一轍。

黑箱作業令學聯成眾矢之的
為甚麼會出現這場「退聯風波」？為

甚麼在「佔領」行動中出盡風頭的學聯會
衰敗得如此急速？當中既有外因也有內
因。內因就是學聯長期以來的不民主體
制，權力不合理地全歸於秘書處，而秘書
長及副秘書長只是由幾十人互選產生，全
港學生都不能置喙，卻要被他們「代
表」。學聯不但不民主，沒有代表性，財
政收入更是黑幕重重，操控大筆資產的註

冊公司，原來竟然由一大班老鬼掌握，由
他們控制財源，更可以指定秘書長，就如
今屆羅冠聰「羅37」就是由周永康指
派。學聯的行政權、財政權、監察權猶如
黑箱作業。在一個高喊爭取民主的組織
中，竟然有如此反民主的機制，本身就是
一大諷刺。
然而，由於學聯以往不算太高調，只

是跟着反對派的尾巴行動，所以沒有受到
外界的注意。但一場「佔領」行動，將學
聯推上聲望的高峰，也變相將其不堪暴露
於公眾。於是，在「佔領」之後批評學聯
的聲音隨即此起彼落，有同學追究其財政
問題；有同學追究其代表性問題；有激進
學生批評其「佔領」策略不夠激進，流血
不夠，是「佔領」失敗的罪魁禍首；更多
中間學生批評學聯在沒有授權之下，就打
着學生之名發動違法抗爭，對其發動違法
「佔領」極為不滿，令學聯成眾矢之的。
雪上加霜的是，黃毓民、黃洋達的「勇武
派」，知道要擴張勢力，學聯這個招牌非
拆除不可，唯有學聯不存在，激進憤青才
會全歸於「勇武派」旗下，於是在「佔
領」後先由「熱血公民」的陳雅明在港大
發動「退聯」，之後在各間大學燃起「退
聯」之火，目的就是要「肢解」學聯，繼
而取而代之。

羅冠聰無力應對「退聯風波」
由於學聯其身不正，自身問題千瘡百

孔，面對「勇武派」的「肢解」，面對廣
大學生的追究，自然難以抵擋。而且，新
任秘書長羅冠聰水平不夠、資歷不足，一
直以來都只是周永康的「小跟班」，怎有
能力應對這場「退聯風波」？結果學聯在
幾個月之內就兵敗如山倒，及後到城大
「退聯」時，更要以橫蠻、不堪的手段來
干擾「公投」，最終激起更大的民憤，反
映學聯已是黔驢技窮，「退聯」成燎原之
勢，學聯已經無計可施。

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學聯本來是歷史的產物，但學聯已經墮落，

既反映不了同學的民意，更成為了一小撮人的「獨立王國」。學聯既

然沒有存在的價值，在政治立場上進退失據，在內部管理上烏煙瘴

氣，在香港民主發展上只有破壞沒有建設。這樣，學聯也沒有不分裂

的理由。

4月22日，政府公布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後，
「政改三人組」隨即帶領其他問責官員落區宣傳
政改，無奈在過程中再遭激進反對派搞破壞，近
日，反對派更落區做反政改宣傳，引發全體港人
憤慨。
目前，政改方案得到最大的民意支持，各團體
代表也發表聲明，認同方案是在基本法及全國人
大常委會「8·31」框架下為港人爭取最大民主空
間；社會紛紛表達對政改方案的支持，認同方案
是「合憲、合法、合情、合理」的四合方案，同
時促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凝聚共識，通過政改，落實普選，推動香港民主
政制發展。香港研究協會在4月22日至26日間曾進行民意調查，數據顯
示六成三市民支持政改通過，六成九市民認為反對派議員否決政改方案
不能為香港爭取到更民主的特首普選制度；若方案無法通過，近六成人
表示不會在下次選舉中投票支持這些反對派參選人。當民意顯示出清晰
意向時，反對派卻表示不管民意如何，都會對政改投反對票，更公然啟
動反政改宣傳，所作所為不僅阻礙「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的落實，更使
社會陷入動盪不安之中，進一步撕裂社會，嚴重打擊社會和諧。

反對派無權剝奪市民普選權利
必須指出的是，「選民有票選特首，反對派杯葛冇理由」。現時的政

改方案是在法律框架及港區現實的基礎上擬訂的進步民主方案，但反對
派一意孤行的激進行為，屢屢阻礙政改方案的推進，這無疑破壞了民主
的進步，同時也剝奪了市民的投票權利。反對派所鼓吹的「真普選」，
本就是一個偽命題，導致社會上的政改爭論漸漸演變成「敵我」爭論，
卻忽略了香港利益本是一體的大前提。須知道，落實普選不是對社會的
某一方、某一派有利，而是對全社會都有益無害。行政長官由「低入高
出」普選產生，將大大增加特首的認受性，「一人一票」的意義不僅在
於普選階段，更在於結束政爭後，普選特首能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民
生，為廣大市民謀取利益。另一方面，普選特首要爭取各派的認同，這
對於維護行政與立法的關係、緩和政治矛盾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反對派
目前只看眼前，千方百計阻撓普選，實是因小失大。若眼光放長遠一
點，可以預見普選達成，有利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讓民主政制得到長足發
展，讓不同立場派別的人士都有機會競選行政長官。從政黨或香港長遠
利益出發，就不難作出正確的選擇。
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金融中心，本地的經貿及旅遊業發展，都有賴於和

諧的社會環境。如果全社會繼續因政治爭拗不斷內耗，香港的整體競爭
力將進一步受損。當前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落實政改，結束政爭，才能
集中精力，逐步解決社會的經濟和民生問題，切實提升社會競爭力，為
民眾謀福祉。
政改達成和解是反對派與民眾「化干戈為玉帛」的第一步，也是關鍵

的一步。相信這是現階段港人的共識。近期反對派內部也出現了不同的
聲音，溫和派不滿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綑綁式」發表否決政改聲明，
公開表明拒絕「被綑綁」，這是一個好現象。激進人士「騎劫」溫和
派，強迫不同意見人士「失聲」，這與香港追求民主發展的方向是矛盾
的。社會應努力在政改問題上凝聚共識，為方案在立法會的通過爭取每
一票，如此才能為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使香港重
回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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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多之前，反對派舉行爭取普選特首的大遊行，其中有班長者舉着
標語邊行邊叫口號：我們要普選特首，但不知何時才能實現一人一票普
選特首的日子，怕等不到那一天了，我們要求盡快實現普選……當年筆
者也有同感，因為將近踏入長者（65歲）行列，究竟有沒有機會等到普
選特首的日子呢？！
機會就在眼前！特區政府於四月二十二日發表政改方案，2017年推行
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全港五百萬合資格市民一人一票投票選特首，同時
列舉普選特首的有關產生辦法。例如：「入閘」門檻降低至一百二十個
提名委員聯合推薦就可「入閘」；以暗票形式取得過半數提委支持就可
「出閘」成為特首正式候選人。此方案算得是非常公平公正公道的辦
法。
對此，不知在兩年多前曾經參與遊行爭取普選特首的那班長者有何感

想。相信大家應該感到興奮！因為有機會「等到」一人一票投票選特首
了。
但能夠在2017年親身以手上選票選特首，還得要過立法會反對派議員
這一關。若他們綑綁否決方案，普選特首就「泡湯」，即是，反對派可
以憑藉二十三個議席來騎劫全港五百萬合資格的選民。
從當下的形勢分析，今次2017年普選特首的方案若被否決，又不知到
何年何月才有機會落實普選特首。這對於廣大市民而言是何等失望。尤
其是對於我們這一大群已是長者年紀的人來說更是失望。
因此，我們仍寄望反對派中的一些溫和較理性的議員為全港五百萬合

資格選民和數以十萬計的長者想想，為圓一人一票普選夢，擺脫綑綁，
支持政改方案通過，讓香港有史以來實現普選邁出第一步。
況且，反對派議員反對政改方案的所謂「理由」，其實不值一駁。

一，在政改方案下，反對派議員未必沒有機會「入閘」角逐特首候選
人。二，普選沒有真假之分，只要符合一個地方的實際情況和社會背
景，合法合憲，就是推動民主向前的真普選。
至於沒有公民提名就是假普選或說是篩選，更不值一哂。許多西方國

家都沒有沿用所謂「公民提名」的選舉，難道都是假普選？要不要公民
提名，一切視乎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實際情況。尤其是香港，她不是一
個獨立國家，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政制發展的
憲制主導權，最終屬於中央，這是基本法對中央權力的明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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