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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駐港部隊原定上周訪問中
大，與學生舉行講座、球賽等聯誼
活動，並與校長沈祖堯餐敘。不
過，中大學生會卻發表聲明，聲稱
反對中大「向中共政權獻媚」、
「打壓院校自主」，部分校友亦發
起聯署反對。中大校長沈祖堯怯於

壓力，隨即指籌備過程中出現「溝通問題」，令部
分人誤以為是政治活動，經與解放軍協商後決定延
遲舉行活動。所謂延遲實際就是取消，一場有意義
的交流活動竟然因為一些無聊透頂的理由而取消，
令人失望。顯然，這是一場毫無道理的政治炒作，
也是中大學生會為了顯示其「堅定的抗爭立場」，
以抗衡勇武派「退聯」行動的一場政治操作，最終

令大學變成政治勢力的角力場。
解放軍駐港部隊自2007年至今已先後到訪港大、科

大、城大等多間大專院校交流聯誼，從未有抗議發
生，官兵與學生更在運動場上打成一片，互相增進了
解。何以在2015年的中大校園，卻被扣上「統戰」、
「打壓院校自主」的大帽子？很明顯，這與活動本身
無關，而是因為政治上的炒作。自「佔領」行動爆發
之後，學聯以及其「附庸」的學生會，都將矛頭對準
中央，視作敵人，於是將一切正常的交流行動肆意政
治化，動輒扣帽子阻撓破壞，目的就是要破壞彼此交
流，挑動對立。
中大學生會現任會長王澄烽不學無術，大談解放軍
到中大交流是要「統戰」云云，但其實他連「統戰」
是甚麼意思也搞不清。「統戰」簡單而言就是「聯合

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難道他認為中大是中央
的敵人、是解放軍的敵人？恰恰相反，解放軍到訪各
大學，是為了增進了解及友誼，是一番好意，內容也
不談政治，與「統戰」何干？這反映一些大學生凡事
政治掛帥，失去了基本的邏輯分析能力，這也是《蘋
果日報》及反對派多年來「教導」之功。
其實，這次中大學生會阻撓解放軍訪校，並非單純

阻擾彼此交流，而是要製造政治風波，以顯示中大學
生會的實力。現任學生會會長王澄烽不過是前會長張
秀賢的傀儡。張秀賢既是前中大學生會會長，也是學
聯前常委，與學聯關係密切。然而，現時大專學界正
掀起「退聯」風潮，8間大學已失其4，下一站就到中
大。早前中大學生會以行政手段不斷拖延「公投」，
但也不能無止境拖延下去。為了保住這個學聯最重要

的「堡壘」，中大學生會需要製造政治風潮，製造假
想敵，以顯示其堅定的抗爭形象。
為此，中大學生會借解放軍訪校一事大做文章，真

正目的就是要挑起政治爭議，顯示中大學生會與學聯
仍然有抗爭實力，企圖令學生打消「退聯」念頭。不
過，張秀賢等人的如意算盤恐怕打不響。因為支持
「退聯」的學生，斷不會因為其一兩場「政治騷」就
改變立場，「退聯公投」仍然會如常進行；相反中大
學生會這種泛政治化、無理取鬧、幼稚膚淺的做法，
只會令其他學生反感，反而會用手上一票來懲罰中大
學生會，令「退聯」聲勢更大。
經過「佔領」一役，不但說明學聯代表不了學生，

各間大學的學生會也不能代表學生。試問一個不用選
舉就可就任，或投票學生寥寥可數的學生會，有甚麼
資格代表廣大學生？更不要說代表他們參與各種政治
抗爭，甚至違法衝擊。這次中大學生會自暴其醜的行
徑也代表不了廣大中大學生，不過暴露張秀賢、王澄
烽等人卑劣的政治目的而已。

中大學生會借解放軍訪校鬧事所為何來？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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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多數民調都顯示60%市民希望立法會通過政改
方案，即使是反對派的調查，「政改民意關注組」上
周末公布的第五次民調結果，亦即是政府公布政改方
案後的首次，結果顯示支持通過方案比率為51%，較上
次在二月公布的結果上升 1.3 個百分點，反對率為
41.7%。但是，「鍾氏民調」獨樹一幟，四月底第一個
民調說，支持政改的市民僅僅為48%。其後在「滾動」
之下，在本月3日至7日成功訪問1,157人，調查顯示，
支持政改方案的民意自上月下旬起一直下跌，最新支
持民意跌至 42.5%，跌幅 2.3 個百分點，反對民意
39.5%，正反民意收窄至3個百分點；到昨日，最新一
輪政改滾動民調顯示，政改方案支持淨值跌2%。

扭曲民意破綻百出
「鍾氏民調」比較「民意關注組」，壓低支持政改

港人達到10個百分點，可說是相當離譜。許多傳媒都
要求主事者解釋這樣巨大變化的原因。主事者作賊心
虛，對於「民意逆變」的講法自相矛盾，自打嘴巴，
一時說「是特區政府的官員落區宣傳政改，起了反效

果」，一時又說「支持政改方案的民意下跌，與官員
落區的表現無關，反而與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早前
提出的『反共者不能出閘』言論有關，或令部分市民
質疑方案有篩選。」這兩種說法自相矛盾，政府官員
當然支持政改方案，落區宣傳和市民對話，天經地
義，為甚麼會導致支持政府普選方案的民意大跌？董
建華所提出的「反共的人能否出閘，心知肚明」，這
也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中央一再強調，香港特首普選
要顧及國家安全，一早已講清楚，對抗中央的人不能
當行政長官，這也是香港廣大市民的共識。「鍾氏民
調」為了扭曲民意，把支持政改民意下跌歸咎於「董
建華的原因」，實在破綻百出，不攻自破。

「鍾氏民調」不科學、不嚴謹、經不起考驗。最明
顯的例子是，4月29日《蘋果日報》以「三大學政改民
調結果 撐袋住先市民不足一半」為標題刊登了「鍾
氏民調」的消息，突出「撐袋住先市民不足一半」的
重點。但是，「鍾氏民調」問卷充滿主觀性、欺騙
性、引導性，提問完全沒有「袋住先」內容，不過只
是問「你是否支持或者反對政改方案」，完全不提反

對派扼殺普選的後果和責任。因為，如果受訪者考慮
到政改方案不予通過，普選權利將被剝奪，就會現實
地考慮，即使現在的政改方案不是百分之百完美，但
通過政改是一大進步，會選擇支持通過方案。

把民意搓圓壓扁為反對派服務
其他機構所作的民調，問題很清楚，會問「你是否

支持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這樣就涉及到立法會議
員的責任問題，涉及受訪者要不要普選權的問題，答
案自然不一樣。「鍾氏民調」出蠱惑，出茅招，出老
千，當然不是一個公正客觀的科學調查，完全是為反
對派服務、生安白造民意的工具。反對派要甚麼，
「鍾氏民調」就可以把民意像麵粉一樣搓圓壓扁，為
反對派的政治意圖服務。

「鍾氏民調」4月29日公布的細節數字，也暴露出支
持政改民意大幅度下跌的「秘密」。細節數字說訪問
共1,167人。調查分析發現65%人在政治立場均自稱中
間派、無政治立場，「泛民」則佔19%，建制派只佔
4%。按年齡組群分析，18歲至29歲的被訪者，63%都
表明反對方案，支持的只有28%；按學歷進行分析，大
專以上的被訪者，55%都反對方案，中學和小學以上學
歷則有五成支持方案。

「泛民」佔19%，建制派只佔4%的民意調查，顯然
是造馬，不同立場的受訪者人數比例嚴重失調，有甚
麼樣的結果可想而知。「鍾氏民調」不去訪問建制

派，而去訪問反對派，而在反對派受訪者當中，又專
門訪問18歲至29歲的人口。可見，「鍾氏民調」是帶
有強烈方向性、小範圍的調查，根本不是一個科學
的、隨機抽樣的、經得起考驗的民意調查，說明「鍾
氏民調」有計劃、有目的，答案一早已知，這樣的調
查完全沒有參考價值。

逼中央讓步 綑綁溫和派
現在正是政改民意戰的關鍵時刻，「鍾氏民調」炮

製這樣一個民調所為何來？原來，反對派有兩個部
署，第一，大量散播虛假消息，不斷說中央會最後一
秒作出讓步。現在有20%中間選民還未作出決定，如果
中間選民作出決定，堅持反對派否決政改的立場，中
央就會受到強大民意壓力，很可能要作出讓步（戴耀
廷已經專門撰文論述這個意圖）。「鍾氏民調」偽造
民意，就是為了配合反對派的政治攻勢。

第二，反對派現在全力安排「雨傘世代」接班，要
利用他們在未來的區議會選舉中「空降」，要製造選
舉的聲勢和話題，爭取主動權。「雨傘世代」要反對
派的老議員讓出位置，好讓他們上位，同時更要監督
溫和派、綑綁溫和派，不許他們轉軚支持通過政改方
案。「鍾氏民調」篤數，做到支持普選的民意大幅度
下跌，否決政改的民意大幅度上升，等同給溫和反對
派戴上一個金剛箍，讓溫和反對派在「鍾氏民調」的
淫威下，不敢亂說亂動，任由激進派擺布。

高天問

「鍾氏民調」已經成為服務反對派的策略工具，可以稱為「造馬民調」，憑着個人主觀

意願，配合反對派推倒政改的需要，別有用心地設計調查規則和細節，製造支持政改民意

不斷下滑、否決政改民意持續上升的假象。「鍾氏民調」是徹頭徹尾的假貨，完全經不起

考驗。

「鍾氏民調」篤數旨在配合反對派推倒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
明）民主黨內部因2017年特
首普選問題鬧分歧，香港研究
協會昨日公布的最新民調顯
示，35位地區直選議員中，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得分跌幅最
大，相信與其黨內矛盾頻生，
她身為主席未能協調黨內問題
有關。宣稱會「辭職公投」的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
(「AV仁」)，則在「超級區議
員」方面繼續位居榜末。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2日至
8 日以電話訪問 1,317 名市
民，了解市民對其所屬選區直
選及各區議會（第二）功能界
別立法會議員的表現評分。發
現在35位地區直選議員中，
有25位的評分錄得上升，7位
錄得下跌，3位維持不變。
其中，評分升幅最大的是民

建聯葛珮帆，升0.29分，相信
與其近日於創新及科技方面的
表現得到市民肯定有關；跌幅
最大的則是劉慧卿，下跌0.19
分，相信與她作為主席卻未能
協調民主黨內矛盾有關。「超
級區議員」方面，工聯會議員
陳婉嫻得2.98分，連續兩次位
居榜首；何俊仁得2.55分，繼
續位居榜末。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呼籲各

立法會議員繼續努力，在討論
普選方案時不論黨派，放下分
歧，以實現大部分市民2017
年普選特首的願望為依歸，跟

從大多數民意表決普選方案，為政治爭
拗不休的亂局畫上句號，攜手建設更美
好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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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無懼「起底」撐政改
廣西社總轟「白色恐怖」

廣西社團總會日前上載中學生支持政改短片，遭大
批激進網民網絡欺凌，令學生承受沉重壓力，有

反對派就質疑總會「侵犯學生私隱」，並向個人資料私
隱專員公署投訴。
公署昨日表示，公署會按既定處理投訴政策跟進任何投

訴，若發現有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表面證據成立，會
進行正式調查，「由於事件關乎到青年及他們在網絡世界
的私隱權，公署對此尤其重視。公署將繼續關注事件，並
會因應發展採取適當行動。」

譴責網絡欺凌傷學生家長
廣西社團總會昨晚發表聲明強調，該會將汲取經驗，未
來在社交媒體發放訊息時，將會更小心謹慎及維護當事
人，並會積極配合執法機關的調查。
聲明同時強調，該會對於有學生表達對政改的意見，遭

受難以承受的滋擾及壓力感到心痛。對有團體和人士用謾
罵、打壓、網上欺凌等「白色恐怖」手段，傷害學生及其
家長的行徑，感到憤慨及強烈譴責，「對有人作出惡意攻
擊，總會已徵詢法律意見，保留追究權利。」
不少市民對支持政改就受到網絡欺凌看不過眼，近日自

發舉行「支持政改 反欺凌」活動，呼籲網民登入「一定要
得，支持831」專頁，齊齊上傳「撐政改反欺凌」短片。
他們強調：「講得出唔怕認。市民發聲，唔好再話聽唔
見。面對網絡欺凌唔可以退，越怕他們，只會越變本加
厲。」
有網民就上載短片表示，自己支持特首普選方案通過，支
持社會上有不同聲音，堅決反對網絡欺凌，「我叫潘家聲，
有名有姓，光明正大，唔怕你改圖。」有網民就強調：「又
話要起底，又話要做不利的事。我們反對網路欺凌、反對白
色恐怖。2017一定要得！」

反對派扼殺民意 忍無可忍
有網民則狠批反對派扼殺民意，並對此感到忍無可忍，
「被打壓、被抹黑、被改圖，反對派作出各種各樣的打
壓，作為成年人簡直是忍無可忍。打擊網絡欺凌，一定要
佢消失！」
有市民更直言：「連學生拍片支持政改，都要被起底封
殺。真係好離譜。學生得，我哋都得。識揀一定揀支持政
改，學生咁醒，你哋仲好意思起人底？為正義無有怕！」
「一定要得，支持831」專頁中，有青年無懼「起底」，
上載短片支持政改，「我要有權選特首。這是香港民主的
極大進步。我係家偉。」有長者則「力撐」指：「『一人
一票』普選特首，一定要得。社會定要向前發展，要起我
底，請隨便！」

網民自發周六兵分兩路擺街站
為打擊網絡欺凌活動，有網民自發要在本周六（16日）

舉行「撐政改反欺凌」街站活動。他們強調，反政改者在
網絡欺凌支持政改的學生，可見「白色恐怖」已達不能容
忍的程度，故決定發起「撐政改、反欺凌」街站活動，屆
時並會兵分兩路，分別到尖沙咀、旺角街頭呼籲各界關注
欺凌問題，同時亦會響應「保普選、反暴力大聯盟」簽名
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日前上載學生講述支持2017年特首普選方

案的片段，遭激進網民恐嚇，要對有關學生「起底」。廣西社團總會昨晚再度發表聲明強調，

該會將汲取經驗，未來在社交媒體發放訊息時，將會更小心謹慎及維護當事人，並對部分人以

謾罵、打壓、網上欺凌等「白色恐怖」手段傷害學生及其家長的行徑，表示憤慨及強烈譴責。

為打擊網絡欺凌，大批網民自發舉行「支持政改反欺凌」活動，齊齊上傳「撐政改」短片。

圖削旅業撥款 反對派被轟落井下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昨日繼

續財政預算案第五場辯論，反對派針對預算案提
出削減涉及旅遊業和資訊科技等開支的百多項修
正。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反對派為拉布而
拉布，完全是意氣之爭，更對旅遊業落井下石。
反對派議員卻懶理批評，繼續霸佔發言時間和點
人數拉布。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安排今日內完成發
言程序，進行第六場辯論。
立法會昨日繼續就第五場預算案辯論處理有關
經濟發展、工商事務、財經事務、資訊科技及廣
播、海運及空運的125項修正案。辯論中，議員
全日共發言30次，大部分均為反對派議員。
拉布議員「人民力量」陳偉業發言5次、陳志

全4次、社民連梁國雄6次，3人已佔全日發言次
數一半，就機場三跑、創新科技產業和兩地融合
問題重複發言，東拉西扯。3人共點算人數5次，
浪費逾一小時，肆意拖延會議進度。

鍾樹根：為拉布而拉布意氣之爭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在會上批評，反對派

議員修正案提出削減商經局局長薪酬和部門開
支，是為拉布而拉布，完全是意氣之爭，他必然
反對。

姚思榮：勿忘十多萬港人生計
旅遊界議員姚思榮反對提出削減旅發局有關工

作開支的修正，質問反對派何以要逆世界潮流，
漠視發展旅遊業的重要性。他提醒反對派不要忘
記旅遊業涉及十多萬港人生計，批評修正案是向
旅遊業落井下石。

張華峰：棄內地市場愚蠢短視
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指，削減旅發局用於內

地推廣香港形象的宣傳工作，擺出一副恨不得把

內地旅客都拒諸門外的模樣，無理取鬧，老調重
彈，放棄內地市場更是愚蠢短視。

盧偉國：無助創科 修訂不合情理
工程界議員盧偉國則提到，拉布議員提出削減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官員薪酬和部門開支，無助
推動創科發展，修訂內容不合情理。
不過，梁國雄發言時死撐稱，個人遊旅客減少

是由於日圓貶值搶去客源，試圖包庇「港獨」分
子暴力對待旅客的問題。范國威則上綱上線地把
商經局促進內地與香港融合的工作說成「出賣港
人利益」。陳志全則以特區政府的資訊科技效能
低為由，死撐削支修正。
辯論於昨晚8時結束，曾鈺成宣布今午2時半續

會，並安排涉及第五場辯論提出修正案的11名議
員作最後發言，預計今日內可開展八場辯論的第
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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