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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昨日宣布退出公民黨及辭任立法

會議員。事件反映反對派否決政改已經走

入死胡同，必然會分化出另謀出路的溫和

派。溫和派在反對派綑綁投票中受打壓，

被圍剿，另謀出路是理智的選擇。期待溫

和派重回中間路線，爭取中間選民的支

持，在尊重憲制的基礎上，與中央建立互

信和良性互動，做有益於香港和國家的事

情。

反對派內部本來就有激進派和溫和派之

爭，兩派之間因為綑綁否決政改而暫時掩

蓋的矛盾，必將暴露出來。湯家驊宣布退

出公民黨，是這種矛盾的公開化。在政改

討論期間，湯家驊與激進的公民黨已經漸

行漸遠。他主張與中央溝通，不認同與中

央對抗。但公民黨在非法「佔中」期間與

激進暴力搞手沆瀣一氣，「佔中」後又堅

持綑綁其他反對派，使湯家驊越發不滿。

公民黨頭目聲稱「後政改」年代，公民黨

需引入「本土思維」、「本土角度」，這

其實是轉向「港獨」立場的危險信號。湯

家驊不願意被綁上「港獨」戰車，唯有分

道揚鑣。

由政改討論開始，激進反對派就不斷製

造白色恐怖，恐嚇溫和派議員，恐嚇的內

容不只是聲稱將在選舉中狙擊，甚至威脅

其人身安全。在激進反對派的綑綁下，溫

和派最終無奈選擇否決政改，致使溫和派

得罪了不少原有的中間支持者，同時又被

激進派打壓。「後政改」時期，反對派內

鬥必然加劇，溫和派將受到更大壓力。反

對派中有智慧、有見識的溫和人士必定會

另謀出路。湯家驊宣布退出公民黨，預示

反對派將出現分化洗牌潮。

在「一國兩制」下，任何政治力量都必

須遵守「一國兩制」的規矩，都應當履行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責任，

都需要與中央政府保持良好關係，搞對抗

沒有出路。溫和派人士在政改被否決後另

謀出路，是試圖走出與「一國兩制」、基

本法及中央政府對抗的死胡同。期待溫和

派重新移動到中間路線的軌道上來，在尊

重憲制的基礎上，與中央建立互信和良性

互動，在「一國兩制」的未來進程中得到

更大的發展空間。

（相關新聞刊A2版）

反對派內鬥加劇 溫和派另謀出路
地政總署昨天宣布，鑒於佔據金鐘添美道行

人路的「添美村」，屬於違法佔用未批租的政

府土地，必須予以清拆，預計最快明天就會清

理所有違法搭建的帳篷。特區政府清拆「添美

村」，意味反對派自去年發起的違法「佔

中」行動所殘留的最後一個據點終被清理，違

法「佔領」行動也以徹底失敗而告終。香港是

法治之區，不能容許非法「佔領」肆意橫行。

今後一旦有違法「佔領」或衝擊行為再度出

現，特區政府就應果斷執法，立即清拆違法搭

建物，不能任其蔓延滋長。

去年底非法「佔中」行動在金鐘、旺角、銅

鑼灣等地區慘淡收場後，部分示威者轉移過來

添美道上繼續「佔領」。在反對派組織的策動

下，示威者違反《土地（雜項條文）條例》，

非法霸佔屬於政府土地的行人道，安營紮寨，

美其名曰「添美村」，其違法搭建的帳篷，最

多時高達兩百多個。半年來，這些示威者在村

內經常進行非法集會等活動，把好端端的人行

道搞得帳幕林立、雜物亂堆、垃圾遍地、衛生

惡劣、烏煙瘴氣，妨礙了立法會議員及其他人

員的正常進出。在政改方案審議和表決期間，

反對派組織更將「添美村」變成了準備暴力衝

擊立法會的基地。他們在裡面儲存了大量木

塊、鐵條、安全頭盔、石油氣、汽油等物資，

成為一個損害本港政治心臟地帶正常運作的毒

瘤，更是一顆隨時可能引發重大事件的「定時

炸彈」，必須及時予以清除。

政府有關部門根據法律，首先向這些霸佔人

士發出告示，要求他們主動收拾個人財物離

開，最快在明天，政府將採取執法行動，徹底

清理這些違法搭建物。這是政府用合情、合理

及合法的手段，恢復社會正常秩序。香港是一

個法治社會，一切都要依照法律的規定進行。

市民無論有什麼主張和意見，都要通過合法的

方式來表達，絕不能用違法、甚至是暴力手段

來宣示。去年以來，在反對派的煽動下，部分

示威者參與了違法的「佔領」行動，還搞亂了

社會秩序，讓香港社會陷入了混亂和對立狀

態，使經濟和民生都受到嚴重影響。這些慘痛

的教訓值得永遠記取。今後，如果反對派還是

用違法的方式來進行所謂「抗爭」，有關方面

應及時執法，果斷處置，絕不應容許違法行為

變成「合理化」和「常態化」。否則，香港社

會將變得無法無天而永無寧日。

（相關新聞刊A4版）

清拆「添美村」終結非法「佔領」

A6 重要新聞

「正義」祭反對派 批違民意反政改
燒億元冥鈔諷涉收「黑金」責為私利剝奪市民普選權

香港文匯報訊 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被立
法會反對派議員否決，特區政府決定將焦點重
新放在經濟發展上。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
心主任陳文鴻昨日指出，中央「一帶一路」戰
略是香港未來20年最重要的機會，特區政府應
下定決心在此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若能藉此
重新起步，本港先進生產性服務業及中產階層
有望擴大規模，市場力量或可衝擊多年累積的
矛盾與既得利益，帶來社會穩定。

因政爭錯失定位良機感可惜
過去兩年，中央作出了多項有長遠影響的

戰略規劃；同一時期，香港社會的焦點集中
於政改討論中，錯過了戰略擬定過程中定位
自身角色的良機，陳文鴻昨日在接受中新社
記者專訪時，直言對此感到可惜。
他說，更令他感到痛心的是，近10多年
來，香港在基礎建設、營商成本、國際化等
方面出現停滯甚至部分倒退，老一輩人才仍
活躍於舞台，年輕一代接續不上。「真正的
困難，更在於各方面都不知道香港下一步應
該怎麼走。」
不過，陳文鴻對香港的將來並不悲觀，香
港在國家發展「一帶一路」戰略這一關鍵時
刻，要主動發揮國際化的優勢，在「一帶一
路」推展過程中全力貢獻國家。
他解釋，香港是全球第三大國際金融中

心，在法律、會計、諮詢顧問等先進生產性
服務業方面，本港所匯集的跨國公司與人才
至今遠勝巴黎、東京，而內地主要城市或需
要10年至20年時間，來逐步追趕。
陳文鴻續說，粵港澳之間客觀上已開始深

化市場分工，海運物流、加工貿易、內地金
融等方面，深圳、廣州等城市更具優勢，香
港則可加強獨具優勢的國際性網絡。何況有
「滬港通」和下一步的「深港通」，兩地經
濟融合還會進一步擴大。
他並希望，在內地企業「走出去」過程中，
內地官產學應充分認知香港多年培植的國際化
因素。當下，香港是中亞格魯吉亞的最大投資
來源地，也是緬甸外資來源增長最快之地；這
些重要進展，較少為公眾所了解，「這也不全
是香港700萬人的功勞，是此間人才把國際、
內地、香港本地的錢運作起來，而且這些專業
的投資行為穩健、較少虧損。」

擴大中產階層帶來繁榮穩定
陳文鴻強調，參與「一帶一路」對各方都是一個重大
挑戰，需要重新學習；但要想改變多年沉悶局面，這是
一次重新起步的機會。「跟隨新戰略腳步，香港先進生
產性服務業可以走到更遠，中產階層能再度擴大，由此
帶來繁榮穩定，也讓市場的力量衝擊以往所累積的種種
矛盾、既得利益。」

「正義聯盟」約20多名成員昨日到
立法會大樓外，舉行儀式「感

謝」一眾否決特首普選決議案的議員。
他們手持外邊張貼有關議員名字的自製
黑色紙盒，裡面則袋着「黑色良心」，
在一名成員邊敲銅鑼邊帶路下，沿立法
會大樓外圍走進示威區，並高叫每位投
反對票議員的名字，要求他們「上
路」。
隊伍在遊行至立法會示威區時，市民
隨即從黑盒中拿出「黑色良心」，及將
「黑心」飛擲到地上，繼而蜂擁上前踐
踏，反映對有關議員違背民意，及作出
「無良心」行為的不滿。

李偲嫣批「袋住先變無得袋」
「正義聯盟」召集人李偲嫣其後呼籲
成員拿出一袋冥鈔，稱「佢哋咁鍾意收
『黑金』，我哋就燒啲畀佢哋」。其中
分別有「面值」1億元及3億元的冥
鈔，讓投反對票的議員「遲啲用」，譴
責反對派涉嫌收受「黑金」，又取出象
徵在地府開路的溪錢衣紙，為這些議員
舉行「開路儀式」，要求他們「早日安
息」。
最後，團體頒授「港奸畢業證書」，
批評反對派議員涉嫌收受「黑金」，違
背民意，否決了特首普選決議案，令市
民失去普選特首的投票權。
李偲嫣指出，反對派議員身為民選議
員，本應以民意為依歸，特別是主流民
意都非常渴望落實「一人一票」普選特
首，但他們卻否決方案。雖然對這些議
員來說或許是「初步勝利」，但就對香
港市民構成很大傷害，令特首普選由
「袋住先」變「無得袋」，即使日後可
能有機會「重啟政改」，也要等上好幾
年，是在浪費市民的時間。
她並質疑，這些議員否決決議案，背
後或收取了「政治黑金」，並以不合法
的「公民提名」為由否決決議案，不但
埋沒了良心、貪得無厭，更遺背民意，
令香港市民「好夢落空」，定會「遺臭
萬年」。

吳先生質疑收「黑金」助外力
參與是次集會、從事運輸的吳先生表
示，特首普選本已「唾手可得」，但卻
因這些投下反對票的議員「白白被送
走」，他對此感到憤怒的同時也大感無
奈。他批評，這些投反對票的議員，根

本沒有理由去否決決議案，並質疑他們
是收受了「黑金」，受外國勢力影響而
作出有關惡行。

張先生促年輕人踢走反對派
從事公關的張先生對決議案被否決感
到非常失望。他認為，即使日後能「重
啟政改」，也是許多年後的事。現實
是，2017 年已無法普選特首。事實
上，有不少與他年紀相若的年輕人，都
向他反映支持決議案，但卻因害怕遭受
欺凌而不敢表態。

他希望有關的議員理性討論，在民主
精神下作出多點包容。自己又會到大學
或呼籲身邊的年輕人，在未來區議會或
立法會選舉時踢走反對派。

李先生籲參與愛國愛港行動
本身在電視台工作的李先生批評，
若決議案得到通過，香港的民主會因
中央的支持而得以進一步發展，但這
些議員卻令他們失去普選的機會。他
批評，反對派議員此舉破壞了「一國
兩制」，自己會呼籲親戚朋友多點參

與愛國愛港團體的行動，反對有關議
員的行為。

黃女士批毀自由民主無良心
身為家庭主婦的黃女士指，自己是帶

着憤怒的心情參與有關行動，「活到
60多歲，都無法看到香港有民主普
選。」她批評，反對派議員將祖國所賦
予的自由民主毀於一旦，更點名批評部
分議員，指自己本來以為會有議員「良
心發現」，轉向支持特首決議案，豈料
他們最終都將之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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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上星期否決了
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佔中三丑」之一陳健民昨日
聲稱，短期內應「重啟政改」，但相信機會不大。
陳健民昨日在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稱，反對派未來兩

年不應只將精力集中在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上，而應好
好利用選舉與「公民社會」合作，保護香港核心價值及
港人的權利自由，又希望出現社會約章討論未來會面對
的挑戰。

指「搞革命」不適合香港
他又稱，「搞革命」不適合香港，只有尋求改革的民

主路行得通，應盡力表達聲音，要求改革，並與中央尋
找共同點。

陳健民促同道勿只顧選舉

■■「「正義聯盟正義聯盟」」昨發起昨發起「「感謝祭感謝祭」，」，譴責否決特譴責否決特
首普選決議案的反對派議員首普選決議案的反對派議員。。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正義聯盟」成員手持貼有有關議員名字的自製黑色紙
盒，裡面則放着「黑色良心」，在一名成員邊敲銅鑼邊帶路
下，沿立法會大樓外圍走進示威區，並高叫每位投反對票議
員的名字，要求他們「上路」。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反對派否決特首普選決議

案，令香港市民無法在2017年

「一人一票」選出心儀的特

首。「正義聯盟」昨日發起

「感謝祭」，譴責有份投下反

對票的28位立法會議員。他們

在立法會門外燒冥鈔、踐踏黑

色的心形紙製品，諷刺投反對

票的議員身為民選議員，卻為

了一己私利，漠視廣大市民對

落實普選的民意，否決了特首

普選決議案，令香港政制原地

踏步。

■吳先生不滿普選權利被反
對派「白白送走」。

彭子文 攝

■張先生呼籲年輕人用選票
踢走反對派。

彭子文 攝

■李先生批評反對派破壞了
「一國兩制」。

彭子文 攝

■黃女士批評反對派將國家
賦予的自由民主毀於一旦。

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