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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症（phobia），是一種精神
官能症，特徵為發病者對某些事物
或情境會產生莫名的恐懼。縱使當
事者明知不會受到傷害，也無法控
制恐懼的情緒。恐懼症種類有很
多，例如懼高症、幽閉恐懼症、社
交恐懼症、廣場恐懼症等等。但近

期在反對派身上卻出現了新的恐懼症：普選恐懼症。
一想到政改通過、普選落實，反對派就會渾身發抖、
膽戰心驚、語無倫次，所以千方百計要逃避甚至破
壞。對反對派中人來說，他們的最大問題不是普選，
而是心魔。
對於反對派的普選恐懼症，要下藥必須對症，找出

病源。反對派近幾十年一直高喊爭取民主的口號，要
「雙普選」時間表，現在有了；要「一人一票」選特
首，現在也有了；但他們卻又變卦，以沒有「真普
選」、沒有「公民提名」為由要否決政改方案。這種
理由說出來不面紅，算他們面皮厚。說穿了，他們不
過是找個藉口否決政改，因為他們害怕。
怕甚麼？一、是怕失去了反對派的票源。不能否

認，支持政改的民意佔六成，但反對的也有三成多。
本來，如果反對派有自信的話，應該說服反對政改的
三成民意，繼而爭取支持政改的六成民意。就如2010
年民主黨支持政改之後，聲望到達高峰，正是擴闊了
基本盤之故也。可惜的是，現在反對派失去了擁有大
視野的人物，每人只是守着自己的基本盤，擔心出來

支持政改會成為「扑傻瓜」遊戲中第一個伸出頭來被
扑中的人。因為恐懼，所以保守，自然害怕政改通
過。
二、是怕失去「民主道德高地」。「民主派」過去

選舉的政綱只有一條，就是爭取民主、爭取普選。這
樣，當普選來到之時，「民主派」還剩下甚麼？剩下
在立法會內拉布？剩下在議會內搗亂？他們將變得一
文不值。所以，他們就像無良建築商，為了一直有工
程做、一直有糧出，每當工程差不多完成之前，就要
將大廈拆毀破壞，要令工程從頭再來。之後他們更要
反過來批評這個、指責那個，說其他人阻礙了工程進
行。但其實，一直在破壞政改的人，正正就是反對
派。他們是葉公好龍的葉公，打着民主旗號反民主，
反映的不過是他們心底裡的恐懼。沒有了爭取普選的
目標，他們還剩下甚麼？每個月10萬元薪津，幾十萬
元實報實銷的開支，馮檢基的供樓費用、梁國雄的
「買醉基金」還有何着落？正是由於怕光環不再、議

席不保、難以謀生，所以反對派才要否決政改，讓
「爭取民主」的「事業」延續下去。
三、是怕沒有了政治表演的空間。有一些反對派中
人不愁吃喝，做議員不過是為了滿足自身的權力慾，
並且利用手中權力謀取更大利益。無了期地爭取民
主，是他們延續影響力的唯一辦法。普選問題解決
了，難道要黃毓民、陳偉業之流辯論高鐵「一地兩
檢」問題？爭取普選卻可讓他們可以繼續無本生利，
只要定時定刻在議會、社區上表演「政治騷」，保持
曝光率，就已經可以向支持者「交功課」，令一眾反
對派可以坐吃免費午餐。生活舒服慣了，現在如果落
實普選，要他們怎麼辦？
對反對派來說，普選實現的一天，就是他們噩夢成

真的一天。反對派在這次政改討論上種種異常的表
現、種種強硬以至不講道理的表現，正正是源於這種
普選恐懼症。他們對落實普選怕得要命，這是香港政
改之難的真正原因。

反對派患上普選恐懼症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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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政制發展即將走出重要一步的時候，在非法
「佔中」期間涉嫌「煽動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的陳雲，昨晚又以「香港復興會主席」的名義首次到
台灣，公開兜售其「香港建國理念」。據悉，他在台
期間將會與多名「獨派理論家」舉行對談會，今天晚
上，陳雲將與「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在台大校園舉
行的講座上，共同鼓吹「港台獨立」。

林濁水是甚麼人物？熟悉台灣政治發展歷史的人都
知道，他是台灣地區「民主進步黨」的重要成員，曾
經參與起草該黨的「台獨」黨綱，因而被稱為「台
獨」理論大師。早在 1983 年林就提出「自決救台
灣」；1988年提出「台灣國際主權獨立」；1989年提
出「新國家理論」；1995 年更起草「台獨行動綱
領」。據悉，陳雲對林濁水較為推崇，認為他提出的
「台獨」理論對自己推動「港獨建國」很有啟發，於

是，就有了今天晚上「兩獨合流」的講座。
「兩獨合流」危害性相當大。台灣和香港一樣，都

是中國領土，「台獨」主張危害國家統一，是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主要障礙。陳雲竟然跑到台灣，跟「台
獨理論大師」勾結，共同主張「港台獨立」，嚴重影
響國家統一與安全。同樣，陳雲主張並推動「港
獨」，也是企圖分裂國土，嚴重影響國家安全的行
為。

涉世不深青年學生受騙
陳雲在過去幾年中，利用香港法律漏洞，一直假借

宣揚「本土」的名義，為推動「港獨」而著書立說。
他先是推出《香港城邦論》，今年初又撰寫了《本土
政綱》（簡明本），他揚言還要對此進行補充和具體
化，寫成了內容更多和更具體化的《本土政綱》（足

本），企圖將此書打入今年七月份規模盛大的香港書
展內，從而全面推動其所謂的「港獨建國」行動。 這
些「學說」雖然都是一些狂妄而不切實際的痴人說
夢，但也存在一定的蒙蔽性和欺騙性。特別是陳雲利
用其大學教師的有利條件，不僅炮製「港獨」學說，
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推動「港獨」的行動計劃，特別是
通過多種方式，向涉世不深的青年學生進行灌輸，令
少數學生上當受騙。

去年港大學生刊物《學苑》，接連推出以「港獨」
為主題的系列文章，赤裸裸地宣揚「港獨」，而學聯
在煽動罷課和非法「佔中」時，也是打着「命運自
決」的旗號，這些與陳雲的「港獨」理論，均有驚人
的相似之處。可以說，這些學生的行為，在某種程度
上受到了陳雲「港獨」理論的影響及煽動。目前，
「港獨」勢力的活動較為猖獗，他們不僅著書立說，
還成立多個以推動「港獨」為宗旨的政黨和政團。他
們在網上招攬不諳世事、幼稚單純的年輕人加入，藉
着策動連串所謂「反水貨客」、「驅蝗」等激進行
動，離間兩地關係，大搞「港獨」活動，其行為已經
到了「無法無天」的程度。 因此，香港社會應充分認
識陳雲這些「港獨」言行之危害性，絕不能掉以輕
心。

「流血爭取」毀法治搞亂社會
另外，「港獨」與「台獨」勾結，對香港社會穩定

的破壞力更是不容忽視。違法「佔中」發起者到台灣
「取經」時，「台獨大佬」施明德就明確告訴他們：
「要爭取，就要流血」。這些所謂的「台灣經驗」，
如果搬到香港，就一定會導致法治被衝擊，社會被搞
亂，對國家安全也將造成負面影響。

在違法「佔中」前後，「兩獨」一直在互相勾結、
遙相呼應。2013年9月6日，公民黨毛孟靜和「新民主
同盟」范國威在「台獨」立場鮮明的台灣《自由時
報》登廣告，提出「港獨反中」路線，尋求「台獨」
力量支持；前年10月19日，「佔中三丑」之一朱耀
明、工黨主席李卓人和「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赴台
向「台獨大佬」、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和「台獨理論
大師」林濁水討教；去年2月22日至23日，老牌「台
獨」分子簡錫堦應「佔中」組織者邀請來港培訓「非
暴力抗爭」骨幹；去年3月至4月， 學聯集會遊行支持
台灣「太陽花運動」，時任學聯秘書長陳樹暉等人前
往台灣取經，聲稱要學台灣學生「佔領立法會」。去
年9月28日至29日，台灣「太陽花運動」組織者林飛
帆、陳為廷在台北率近百名「台獨」組織成員，衝擊
香港駐台辦事處，聲援香港「佔中」。而在金鐘「佔
領區」海富天橋上，也公然出現過兩幅分別寫有「台
灣獨立」及「台灣獨立建國」的直幡。這些事實都說
明，「兩獨」合流，在相當程度上對香港政制發展和
繁榮穩定已經帶來了負面影響，必須採取必要的措施
予以制止，也要從法律上紮緊籬笆，堵塞漏洞。

文平理

有「港獨國師」之稱的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香港城邦論》作者陳雲（本名陳雲

根）近日首次到台灣，與「『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等人會面並出席有關講座，共同鼓吹

「港台獨立」，這是繼違法「佔中」失敗後，「港獨」分子與「台獨」分子勾結的最新活

動。顯然，積極參與策動違法「佔中」的一小撮「港獨」分子並不甘心「佔中」的失敗，還

在採取多種手段，不僅策動第二次違法「佔中」，還跟包括「台獨」在內的外部勢力勾結，

企圖繼續其「香港建國」之痴夢。香港社會應該對這些公然與「台獨」勢力勾結的行為保持

高度警惕，揭露和抵制其「兩獨」勾結，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及國家安全的言行。

警惕「港獨」與「台獨」合流危害國家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香港反對派暴力示威愈演
愈烈，更大肆抹黑警方。在香
港警務督察協會周年會慶晚宴
上，曾任保安局局長的特區行
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
淑儀在晚宴上為警隊打氣，感
謝警方一直以來為香港社會的
付出，並表明會繼續「撐
警」。
有58年歷史的香港警務督察

協會昨晚舉行周年會慶晚宴，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葉劉
淑儀等擔任主禮嘉賓。
在去年違法「佔領」行動期
間，多次力撐警隊「平亂」的
葉劉淑儀，昨晚在其facebook（面書）貼出晚
宴多張相片，包括她與警務督察協會主席敖志
恒、秘書長李占安等人的合照，葉太更獲贈一
把印有警徽的長傘，不知有何寓意？

「面書」貼與屈穎妍合照
早前因撰文撐警而收到「死亡恐嚇」的專

欄作家屈穎妍昨晚也是座上客，並與葉太合

照。
葉太表示，目前社會時事經常被政治化，遊

行集會不斷，警務工作艱鉅危險，但警隊仍然
克盡己任，絕不氣餒，保護市民安全，「我感
謝警方一直以來為香港社會的付出，並會繼續
撐警！」
警務督察協會於1957年成立，現有會員約

1,800人，皆為現職警務督察。

■■葉劉淑儀與屈穎妍合照葉劉淑儀與屈穎妍合照。。 葉劉淑儀葉劉淑儀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城市大學
學生會處理「退聯公投」一事的做法引起不少
學生不滿，更有學生發起罷免城大學生會幹事
會的公投。在怨聲載道之際，城大學生會上月
底突然宣布其會報《城訊》復刊，隨刊附送布
袋一個，當時已被批評其「『保（學）聯』之
心昭然若揭」，近日更被指會刊的印刷原來未
經評議會通過，而是繞過程序以「行政費」名
義支付印刷費用。由於會刊有多頁均印有學生
會幹事的照片，被學生諷刺為「學生會寫真
集」。

繞過評議會以「行政費」付印刷費
「罷免城大學生會幹事會關注組」昨晚於
社交網站上發表文章，指停刊多時的《城
訊》突然復刊，原來此舉未經評議會通過。
關注組引述消息指︰「《城訊》復刊一事從
未獲得評議會首肯，以朱國智為首的幹事會
內閣『蔚城』是以行政費名義支付印刷費
用，以繞過評議會恢復出版《城訊》。」

會長「小學雞」「掙扎」寫「爭札」
關注組又指，不少學生對《城訊》內容反
感，由於文字較少，學生會幹事照片較多，被
諷刺為「學生會寫真集」。此外，由學生會會
長朱國智撰寫的「會長的話」更被批評「似中
小學生作文」，並將「掙扎」誤寫為「爭
札」，令人啼笑皆非。關注組強調，幹事會
「連日來被揭發多宗醜聞，大話連篇，欠缺誠
信……敗壞城大聲譽，使城大成為學界笑
柄」，呼籲學生罷免幹事會。本報記者昨日致
電朱國智查詢，但至截稿前仍未獲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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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人憂經濟變差
政爭拉布損競爭

香港研究協會本月 16日至 21日以隨機抽樣方
式，以電話訪問1,114名18歲或以上市民，以

了解他們對特首梁振英6項基本施政方針的落實成
效，以及4項領袖特質的滿意度，以1分為非常不
滿意，2分為不滿意，3分為一般，4分為滿意，5
分為非常滿意。

最滿意特首「維護國家與香港利益」
調查發現，在特首10項表現的滿意度評分中，首3
位分別是「維護國家與香港利益」（2.87分），較3

月進行的同類調查上升0.04分，其後分別是「促進與
國際社會的聯繫」（2.56分，升0.02分）及「處事果
斷」（2.51分，升0.03分）。

股市旺 經濟展望指數回升
10項表現評分中，錄得最大跌幅的是「全方位發展
經濟」，獲2.43分，比上次調查下跌0.10分，相信與
有研究指香港經濟過於偏重傳統產業、對新興產業支
援不足，以致競爭力下跌有關。
調查又指，33%受訪者認為，香港未來一年經濟狀

況會「變差」，認為會「變好」及「差不多」者，分
別佔9%和46%。而「香港經濟展望指數（變好減變
差）」，則回升11點至負24的水平，相信與近期股
市暢旺，從而帶動市民的經濟前景信心回升有關。

長遠發展受不合作運動影響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指出，社會就政制發展爭拗多
時，對產業結構過於單一化、人口老化、貧富差距擴
闊等關乎香港長遠發展的議題，因拉布和「不合作運
動」而停滯不前，而長期內耗勢必會對香港的長遠競
爭力造成打擊。

研協促爭取2017年普選息紛爭
協會促請特區政府善用不同渠道，爭取香港社會支
持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以平息長期困擾香港的政治
紛爭，令社會重新聚焦於長遠發展策略的謀劃，提升
香港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社會持續就政改問題內耗，令人擔心經濟民生發

展亦可能「原地踏步」。香港研究協會昨日公布的調查顯示，市民對「全方位發展經

濟」的評價錄得最大跌幅，更有33%受訪者認為，香港未來一年經濟狀況會變差。協會

指出，香港社會就政制發展爭拗多時，人口老化、貧窮等問題亦受拉布影響而停滯不

前，擔心長期內耗打擊香港的長遠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專欄作家屈穎妍早前撰文力撐警
方，遭到反對派支持者抨擊及收到「死
亡恐嚇」。「幫港出聲」為此於前日發
起聲援屈穎妍的遊行，但一直以「捍衛
言論自由」先鋒自居的香港記者協會
卻全程「無影」。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
麗芸昨日批評，激進分子窮兇極惡，
公然挑戰法治，記協卻缺席遊行，
質問「記協，你能坐視不理嗎？」

與聲援劉進圖態度完全不同
「幫港出聲」前日發起靜默遊
行，聲援被「黃色暴徒」恐嚇的屈
穎妍。蔣麗芸昨日在其facebook專
頁表示，去年《明報》前總編輯劉
進圖遇襲事件，記協發起了支持言
論自由集會，當時她有出席，但她
前日出席撐屈穎妍的捍衛言論自由
遊行時，「只是奇怪為甚麼同一訴
求，居然記協今次無影？」
她強調，言論自由是香港的重要資

產，每一位港人都有責任去保護，
但近年激進分子窮兇極惡，遇到不同
意見者就失去理性，發狂狙擊，「今
次更具名恐嚇傳媒人，擺明向法律挑
戰，繼續下去，香港真係玩完！我們
還能容忍嗎？記協，你能坐視不理
嗎？」

網民鬧爆記協「潛水」
不少市民在網上留言，批評記協

在事件中「潛水」，網民「mayyy」
質疑：「（記協主席）岑倚蘭去咗
邊？平時『泛民』話俾人迫害，記協
唔係即刻彈出來嚟？」「Ben Lee」
指，「記協再次毫無顧忌之下地顯示
你的虛偽，維護單一聲音嗎？」
「Samuel Leung」直斥記協只為《蘋
果日報》發聲，「絕無半點新聞操
守，其身不正，公信力全失！」
本報昨日向記協查詢為何沒有參

與捍衛言論自由的遊行，但至截稿
前仍未獲回覆。

「默行」捍自由記協「無影」 蔣麗芸奇怪 督察協會晚宴 葉太打氣續「撐警」

■有激進派通過WhatsApp詛咒林超榮及屈穎妍全
家。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