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6 重要新聞

與中央溝通竟被屈「賣港」
批有人對「一國兩制」輸打贏要 政治分歧巨大不宜推普選

■責任編輯：袁偉榮 2015年6月24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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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日前宣

布退出公民黨，並於10月正式離開議會。他昨日慨嘆現時

香港政治文化令人吃驚，嘗試和中央政府對話會被視為「背

叛」、「賣港」、十惡不赦，這種文化影響了議員對政改的

取態及互信。他又批評，香港有些人對「一國兩制」輸打贏

要，政治分歧巨大令香港未有足夠條件實現普選。

曾鈺成：應諗為何湯會心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立法會

議員湯家驊日前宣布退出公民黨，並辭
去議員一職。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對
此感到惋惜，並認為各方應思考為何現
時局面會導致湯心灰意冷，及政圈若不
能留住有心人，能否吸引更多優秀政治
人才進入議會。
曾鈺成昨日出席一活動後表示，他前

日收到湯家驊的辭職信，雖然並不感到
太意外，但就感到惋惜，並尊重其個人
決定。他說，自己不一定贊成湯的所有
觀點，但欣賞湯的發言大多都經過深
思，言之有物，而湯也非常認真處理議
會工作，是一名質素高的議員。
他認為，今日的局面何以會導致湯家

驊有心灰意冷的表現，值得大家思考，
也希望事件引起政界人士反思，如果政
圈不能夠留住有心、有素質的人，能否

吸引更多優秀政治人才進入議會。
對於湯家驊辭職造成議席空缺，曾鈺成

不覺得這會對立法會工作造成嚴重妨礙，
因法例規定一段時間內要進行補選，最多
是三四個月的時間少了一個議員，不會對
立法會工作造成解決不了的問題。

指反對派誇大失否決權
反對派聲言若建制派贏出有關的補

選，在立法會分區直選的議席會比他們
多一席，屆時就可修改議事規則「剪
布」。曾鈺成指反對派將問題誇大：即
使建制派贏出補選，但由於作為主席的
他不會投票，故建制派在分區直選點票
中，與反對派一樣有17票，贊成和反對
的票數相同就等於否決，只要屆時反對
派議員「人齊」並一致投票，他們仍有
否決權。

陳弘毅盼更多溫和派入議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昨日出席公開活
動後說，湯家驊主張的溝通對話路線，
不獲立法會反對派議員支持，看法又不
獲公民黨認同，因此令他感到灰心。他
期望未來會有更多中間溫和派晉身議
會，在政改問題上發揮關鍵角色。

陳弘毅說，「目前立法會餘下的任期
不足一年，湯家驊辭職對議會影響不
大。我深信社會有不少中間派的市民是
支持溫和路線，既不贊成反對派政改立
場，也不完全贊成建制派，我期望未來
會有更多中間溫和派晉身議會，或可在
政改問題上發揮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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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立法會議員
湯家驊宣布退出公民黨並辭去議員職務。特區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說，湯家驊在反對派中代
表着溫和理性的聲音，對湯家驊的辭職感到很
可惜。他強調，香港作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
區，享有高度自治，但並非「完全自治」，中
央在香港社會各方面都擁有其權力和責任，故
作為立法會議員與中央的溝通是很重要的，但
部分反對派政黨採取的路線，出現偏激或偏激
化的趨勢，這並非社會之福。

政黨日漸激進非社會之福
梁振英昨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回應記者提問

時表示，他對湯家驊辭職感到很可惜，反映部
分政黨採取的路線越來越偏激，這並非社會之
福，「當然這是他個人的決定。湯家驊一直在
『泛民』當中，代表了溫和理性的聲音。我不會
評論湯家驊昨日的發言，或者他所屬政黨的回
應，這是政黨內部的事。但我關心社會過去一段
時間，有部分政黨所採取的路線越來越偏激，
我覺得是非社會之福。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香
港政治生態。」
他舉例說，「長時間以來，有少數立法會議

員在立法會拉布，使很多特區政府想做的工
作，包括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等，不能夠及時
做，社會代價很大。不少議員沒有拉布，但他
們姑息拉布，我覺得也需要負一定的責任。」

贊同議員與中央溝通重要
被問到香港反對派政黨與中央的溝通，梁振

英指出，他十分贊同湯家驊日前的一點講話：
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享有高度自
治，但不是「完全自治」，因此，中央在香港
社會及生活各方面都有其權力和責任，與中央
的溝通更不單是政改問題，「我們和中央的溝
通是重要的，尤其是作為立法會議員，他們與
中央的溝通是很重要的，所以湯家驊議員昨日
講『溝通』這一點，我是絕對同意的。」
梁振英坦言，無論特區政府在上海或深圳安

排立法會議員與中央官員溝通的活動，參加的
反對派議員都是少數，藉機會了解內地發展的
就更加少數，「安排與中央溝通的活動是不容
易的，但特區政府和我本人都盡力安排。去年
安排上海那一程，前去的『泛民』議員是少，
有『泛民』議員更在其他活動時離隊，包括在
當地派傳單。這些並不是溫和理性活動，所
以，在『泛民』政黨中，確實出現偏激或偏激
化的趨勢。」

黃成智欲參選 單仲偕稱要「勸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鄭治祖）立

法會議員湯家驊未正式離開議會，其他反對派
陣營中人已對其議席空缺虎視眈眈。其中，面
臨被民主黨驅逐出黨的黃成智率先表態，考慮
參與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不過，民主黨立法會
議員單仲偕就稱，應由公民黨派人參與補選較
適合，會「勸退」黃成智，但承認若黃最終被
開除黨籍就「無乜嘢可以做到」。「人民力
量」則稱，他們會派員參選。
湯家驊辭去立法會議員職務，公民黨視之為

「家天下」，試圖捧較年輕的黨員「接棒」，
包括該黨新界東支部主席楊岳橋，甚至有傳是
在上次選舉中失去議席的陳淑莊。不過，黃成
智昨日就「無面畀」，稱自己正考慮代表反對
派參選。
單仲偕在回應時竟認同公民黨這種「家天

下」的作風，稱是次補選由公民黨派人參與較
適合，也較有勝算，民主黨不會派人參與，及
會應公民黨要求給予協助，以保反對派在議會
內的否決權。
他續稱，自己會「勸退」黃成智，不要參

選，但黃如果在月底的民主黨會議後被開除黨
籍，該黨可施加的限制就變得有限，「簡單嚟
講，佢同民主黨做嘅事已經無任何關係，（民
主黨）無乜嘢可以做到。」

陳偉業擬捧新血「挑機」
「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則稱，若公民黨決
定派出年輕黨員參與是次補選，他們也會派人
參選，「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不是給你用來
練兵的。你用來練兵，為什麼其他人不可以練
兵？」
在建制派方面，民建聯早前已表明會研究是否

派人參選。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指，該黨傾向
不派員參與補選。她解釋，由於補選以單議席單
票制進行，估計要最少20萬票才有望當選，派新
人出選難有勝算，加上民建聯和工聯會可能派
人出選，該黨再尋求友黨協助有困難。
新民黨副主席、「公民力量」執委會主席潘

國山則指，自己無意出選新界東補選，並認為
應讓黨內年輕人參選吸取經驗，提高知名度，
為明年的立法會選舉熱身，但一切要視乎黨內
研究後決定。
被問及「公民力量」成員龐愛蘭有可能參

選，潘國山表示，任何「公力」成員參選須得
到遴選委員會的同意，又認為建制派協調一人
出選較有勝算。
另外，「正義聯盟」召集人李偲嫣昨日在接受

傳媒訪問時則指，由於大批支持者希望她參選，
她會積極考慮出戰，但仍須與支持者溝通。

批民主黨逼人走不近人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提出先通過

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面臨被民主黨驅逐出
黨的黃成智，近日批評民主黨在其他資深黨員
提出類似建議下，只認為他破壞該黨團結，對
自己不公平。他又指自己在立法會選舉敗選
後，民主黨沒有資助他在北區的工作，自己要
自掏腰包，「如果今鋪逼我離開民主黨，太不
近人情了！」
昨日出版的《東周刊》刊登了黃成智的專

訪。黃成智在訪問中指，自己只是建議增加提
名委員會民主成分、2017年重啟「政改五步
曲」及取消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席等，與資深黨
員羅致光、狄志遠甚至李柱銘的建議類同，
「為何只說我破壞黨團結？」對於民主黨隨時
開除其黨籍，他指自己只是表達言論，「如果
咁都要驚，是被觸動的人有虛怯。」

敗選後借錢租辦事處撐4年
他續說，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被民主黨

游說容許蔡耀昌在新界東出選，最後兩人雙雙
落選，「輸亦唔係問題，但輸咗嗰4年，民主
黨1蚊都無資助過我，是我繼續在北區打，借
錢租辦事處。」他形容，自己在北區「守住30
年，無支援、單打獨鬥，到今天都無放棄，反
說我抽水，點講得過去呀？如果今鋪迫我離開
民主黨，太不近人情了！」
黃成智又批評在2010年反對民主黨支持政改

方案、最後「拉隊」退黨另組「新民主同盟」
的范國威，「若不是民主黨2010年通過政改方
案，令新界東有9席，他哪有議員做？但他退
黨後繼續攻擊民主黨，我好不忿，所以同佢唔
係朋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非法霸佔行人道逾半
年之久的添美帳篷區今天（24日）會全面清拆，地政總
署人員已飭令在帳篷區留守者必須全部搬離上址，否則
將觸犯刑罪。本報發現，昨日包括公民黨、「人民力
量」、社民連等多個反對派黨派的成員，紛紛到場拆除
帳篷並搬走部分雜物。
昨日全天，陸續有人到添美帳篷區清拆帳篷及搬走在
行人路一帶的雜物。記者發現，一輛黑色私家車多次往
返上址，開車的司機是一名身穿白T恤綠短褲的光頭男
子，只見他和其他人落力搬運用於搭建帳篷的鋁製支架
及其他雜物。

住山頂豪宅 喜與憤青為伍
據了解，該「光頭男」名周×華，是「人民力量」成

員，去年非法「佔中」期間，他曾在旺角「佔領區」的
「人力」攤位「打躉」。有了解內情的「添美村民」透
露，周×華屬於「有米之人」，家住太平山頂的柯士甸
山道的豪宅單位，「嗰度嘅單位最平都叫價5,000萬，唔
知點解，『光頭周』鍾意同『人力』社民連攪埋一
起。」他並透露，過去半年，周×華不時在添美帳篷區
露面，但卻從未見到他在此住過。
至於和周×華一起搬運雜物的，是自稱「村長」的

「Hugh 鄭」，以及綽號叫「阿四」（阿禮）和「肥
仔」的男子。
「『佔中』期間，佢哋一直喺旺角打躉，旺角清場後，
先至轉到金鐘，之後再賴死喺添美唔走。」知情者透露，
他們3人分別是「人力」及社民連成員，而「阿禮」和
「肥仔」更是擁有社民連和「人力」的「雙重身份」。

反對派「死線」前自拆帳篷
「呢幾個人同長毛（梁國雄）、大舊（陳偉業）都好

熟，其中『阿禮』和『肥仔』同長毛更加friend。」記者
翻查資料發現，在本月4日，「阿禮」和「肥仔」曾參
與「四五行動」在中聯辦大樓外的示威活動，當時他們
兩人負責抬「黑色棺材」。
昨日下午五時左右，曾負責管理「添美營區」的公民

黨港島支部委員陳渭新（Samson）匆匆趕來，並協助清
拆一些帳篷。「Samson過去不時喺添美營區負責管理工
作，但係佢同我哋開會時，都係用一間教會嘅幹事身
份。」據了解，陳渭新一度是添美營區的「積極分
子」，尤其在今年3月營區所搞的「佔中半年祭」活動
中，他更以「主人」的身份在場招呼參與活動者。
至昨日傍晚，大部分在添美行人道上的帳篷已被自行

清拆，即使仍在路面搭建的20多個帳篷，幾乎都是「人
去帳空」，只剩下一兩個人繼續留守。

湯家驊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說，現時香港政治文化有點令人吃驚：
當做了些在其他地方認為是正常的政治活動時，竟然會被視為是一

種「背叛」社會的行為，如嘗試和中央打開對話之門，就會被批評「賣
港」、「出賣民主」、十惡不赦。

嘆反對派議員表裡不一
他慨嘆，這種文化影響了議員對政改的取態，也影響了增加互信的可
能，「好多時佢哋（議員）閂埋門就一種睇法，打開門喺電視機前面就
有另外一種講法」，表裡不一。
湯家驊擔心，是次政改失敗會影響中央對「一國兩制」的態度，及港
人對中央的看法，並認為「一國兩制」本身已是很大的妥協，不過香港
有部分人不接受這妥協，從某種角度來說是輸打贏要。

常有不同意見者遭敵視
他認為，香港目前政治分歧巨大，常有敵視不同意見者的情況，確實未
有足夠條件實現普選。自己曾提出符合香港基本法及「國際標準」的政改
方案，認為既然兩者沒有矛盾，就應在框架內討論，不應跳出框架，引用
一些對方難以接受的基礎去討論，形容這不是成事的做法。
湯家驊希望議會有多些人可以多角度考慮，並強調從政者或社會領袖

是要領導社會，不是被社會所領導，如任由社會影響自己，其中一個理
由是太戀棧自己的議席。他認為不應從自己的議席得失去想自己的政治
定位，因這是本末倒置的政治心態。
對於自己任召集人的「民主思路」，湯家驊希望智庫可改變港人對
「一國兩制」的看法，為實現普選建立基礎，並設下3年目標時間。他
指當年籌組公民黨時，在黨綱上提出透過與中央建立關係，理性爭取普
選，並沒有人有異議。

放棄參政目標不如退黨
在訪問開始前，電台先播出湯家驊由成立「四十五條關注組」到退出

公民黨的聲音剪輯。他被問到聽罷心情如何時，嗚咽道：「好大嘅唏
噓。」他形容退黨是「忠義兩難全」，自己當然希望忠於公民黨，但如
果這要他放棄自己參政的一些基本想法及目標，那就不如離開，開闢一
條新道路，縱使這是困難的、令人傷感的。
他指，退黨決定經過很長時間考慮，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8．31」
決定後，已預備好退黨的信件，最後決定於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表決後
提出。他又說「8．31」決定作出後數天，曾與心目中「接班人」、公民黨
新界東支部主席楊岳橋談過退黨及辭職的問題，二人當時激動得哭起來。

不問回報為黨「擋好多箭」
湯家驊又指，從沒要求公民黨回報或諒解，但自己卻的確為該黨「擋
咗好多箭」，「我都係人，我都係肉造，我都有感情」，甚至有某黨友
曾問他何時會離開，讓他感到非常心灰意冷。

■「周×華」（白衫男子）昨日多次駕駛私家車往來添美帳篷區，協
助搬運雜物。 齊正之 攝

■■湯家驊昨慨嘆湯家驊昨慨嘆，，嘗試和中央政府嘗試和中央政府
對話會被視為對話會被視為「「背叛背叛」、「」、「賣賣
港港」、」、十惡不赦十惡不赦。。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陳渭新昨日下午匆匆趕到添美帳篷區。 齊正之 攝

■昨日添美行人道上的帳篷，大部分已陸續被自行清拆。 劉國權 攝

添美今清場「人力」有米成員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