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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創黨成員湯家驊正式退黨，
打響了溫和派反擊激進派的第一槍。
經過政改一役，令溫和派終於了解
到，必須遏制激進勢力坐大，否則香
港普選難有希望，香港也難有前途。
湯家驊等溫和派的反撲，顯然令一眾
激進派大亂陣腳，擔心未來將更難綑

綁反對派。於是昨日立即由學聯秘書長羅冠聰「羅
37」以及「學民皇帝」黃之鋒出來大發謬論，繼續煽
動激進對抗。
這兩個自稱代表學界但其實毫無代表性的「小政
棍」，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就齊聲指中間立場

人士政治空間不斷收窄，是中央的責任，例如推出人
大「8．31」框架及過去幾年做法強硬云云。「羅37」
表示，對話路線已經走到盡頭，「呢個唔係淨係年輕
人覺得中間溫和派不可能，這個是整個社會的氛
圍」。黃之鋒則直言，「好聽就叫中間勢力，不好聽
就叫左右兩邊站，如果『又傾又砌』係得，2012就
有真普選，我都唔駛坐喺度……唔公投、唔佔領、唔
拉布，你憑咩叫中央畀普選我？」兩人在節目上大唱
雙簧，但內容重重複複，顛倒是非，毫無政治論述能
力。這樣的「小政棍」竟然能夠「爆得大名」，這是
反對派的悲哀，也是香港政治的悲哀。
兩人將中間人士政治空間收窄，指責是中央的責

任，這種說法荒謬絕倫。中央一直主張與中間人士理
性討論政改，2010年政改成功通過，正是中央與中間
人士良性互動的一個成功例子。在這次政改中，中央
也多番向中間人士、溫和派釋出善意，尋求對話空
間，中央對此已是仁至義盡。事實上，中間人士也希
望與中央良性互動，但每次展開對話之時，總受到一
眾激進派包括「羅37」、黃之鋒之流的施壓狙擊，一
時要綑綁發表否決政改聲明、一時威脅如果他們支持
政改就會在區選中發動狙擊，總之每當中間人士發表
理性言論時，立即就會受到他們的口誅筆伐，藉此破
壞理性對話。最終對話被破壞，責任全在激進派。
至於他們說對話路線已經走到盡頭，年輕人應走激

進抗爭，更只是他們「自我實現的預言」。對話路線
是正確的，也是落實香港普選的必由之路。激進派不
斷破壞對話，繼而又指責對話無用，不過是為煽動激

進對抗製造虛構的理由，欺騙年輕人以為對話行不
通，跟着他們去「佔領」、對抗才是唯一出路。說到
底，不過是為煽惑青年投入激進抗爭之中，成為他們
「火中取栗」的棋子，完全是包藏禍心。
香港沒有激烈抗爭的土壤，也沒有激烈抗爭的條

件。在「一國兩制」之下，以抗爭來爭取普選只是一
條死路，青年如果誤信兩人的謊言，不但爭取不到普
選，反而會毀掉一生的前途。經過政改一役，廣大市
民尤其是青年應看清這些激進派的真面目，他們並非
要實現民主，而是要不斷製造對立，挑動社會分化，
從中渾水摸魚，這些人才是香港民主發展的最大敵
手。其實，只要看看「學民思潮」內部是如何獨裁，
學聯選舉是如何小圈子，他們的政治素養早已表露無
遺。他們竟然還高喊爭取民主，這不是對民主最大的
諷刺嗎？

羅黃煽動抗爭包藏禍心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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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發表的退黨公開信中指出，在9年多前，他花
了一年時間說服了原「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余若
薇、梁家傑和吳靄儀組建公民黨。湯家驊指出：「當
日組黨的理念和目標，是要爭取政治較為中立的港人
成為民主支持者，以執政黨的思維議政，最終成為真
正的執政黨。當日之高瞻豪情，奈何今天不再！」在
香港，這種從政方向非常實際。香港是中國的一部
分，行政長官必須獲得中央政府的委任。所以，如果
想在香港成為執政黨，當然不能採取對抗中央的立
場，而應該採取中間路線。

公民黨黨內奉行專斷獨裁
公民黨成立後，作為創黨元老，湯家驊沒有受到重

視，他所提出的中間溫和路線亦逐漸被淡化。出現這
種現象，完全是公民黨黨內沒有民主的結果。公民黨

鼓吹「公民提名」，鼓吹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平等。但
是，公民黨黨內絕對不允許黨員提名選舉黨主席和黨
魁的候選人，更加沒有黨員一人一票選舉主席和黨魁
這回事。

幾位「大佬」制定了黨內的選舉規矩，主席和黨魁
可以連任兩屆，還可以互相對調職位，千秋萬代連任
下去。在選舉主席和黨魁時，候選人一早經過篩選，
永遠只有余若薇和梁家傑，他們兩個壟斷了公民黨的
核心權力。一邊叫嚷要「真普選」、「真選擇」，一
邊奉行專斷獨裁的小圈子選舉，公民黨對民主說一
套、做一套，讓人大開眼界。

余若薇從創黨至今一直擔任黨魁、主席，從未卸
任，執掌權力長達11年之久。這種高度的權力集中，
形成公民黨內「大佬話事」的文化。兩年前的《版權
修訂條例》，明明是授權湯家驊與政府商談，最終為

了捧陳淑莊而出賣了湯家驊。任何有尊嚴的從政者，
都不可能忍受這種出賣行為。

與社民連合搞「五區公投」走向激進
2010年，公民黨紆尊降貴，放下「藍血人」的精英

身份，與走街頭抗爭、滿嘴粗言穢語的社民連同流合
污，搞「五區公投」，成為公民黨走向激進的標誌性
事件。當年，為通過政改方案，民主黨選擇與中央溝
通，走入中聯辦，結果遭到公民黨及其他激進反對派
的瘋狂狙擊，攻擊民主黨「投共」、「出賣港人」，
製造寒蟬效應，更在選舉中搶奪民主黨的地盤。

在余若薇和梁家傑的把持下，公民黨越走越激。今
次政改方案一開始，李柱銘提出可以按照香港基本法
四十五條的框架，以提名委員會的方式選出行政長官
候選人。李柱銘的方案一提出，立即遭到余若薇的反
對，認為根本不應該接受任何經提名委員會篩選的方
案。結果，不到24小時，李柱銘急急收回方案，並且
自嘲是「出賣靈魂給魔鬼的浮士德」。當時激進派也
發表大量文章，要揪出其他希望提出類似李柱銘方案
的「泛民」，要捉「內鬼」，目的就是要壓制溫和意
見。

向與中央溝通者扣「親共賣港」大帽
到政改正式啟動的階段，湯家驊與公民黨的立場漸

行漸遠，乃至南轅北轍。湯家驊主張，爭取普選與中
央溝通是唯一出路，「無溝通就無辦法商議」。就算
中央不願意溝通，反對派都要繼續說服中央。湯家驊
願意為反對派與中央溝通「搭橋」，可惜反對派拒絕
「上橋」。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則堅持認為，政改是和
中央政府「拗手瓜」， 絕對不能妥協。他甚至攻擊願
意和中央政府對話的「泛民」，是「拍膊頭派」。這
話是針對湯家驊而講。言下之意，湯家驊沒有原則立
場，和共產黨稱兄道弟，對爭取民主馬馬虎虎、求求
其其。這實際上要封殺中間溫和路線，不允許主張與
中央溝通的湯家驊留在公民黨，發出驅逐湯家驊的警
號。在政改諮詢過程中，湯家驊一再發表與梁家傑不
同的意見，認為應該容許有中間路線，應該保持與中
央溝通，湯家驊被反對派形容為「出賣香港的人」，
公民黨的少壯派更提出，要對湯家驊採取紀律行動。

在余若薇、梁家傑的高壓統治之下，公民黨根本就
不允許有討論政改的自由，任何人主張和中央溝通，
就是「與共產黨拍膊頭者」，一定會出賣港人。在公
民黨眼中，特區政府是親共政府，主張按照香港基本
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推動政改、落實普選的政黨和市
民，都是親共奴才，是出賣靈魂的浮士德。香港不能
存在中間路線，唯有行公民黨的對抗到底政策，才能
實現「真普選」，才能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在這樣的背景下，公民黨又怎能容得下湯家驊。

高天問

近年，部分反對派政黨採取激進路線日益明顯，中間溫和聲音不斷受壓。激進勢力急劇膨

脹，公民黨改變路線、向激進靠攏起到推波助瀾的效果。湯家驊昨日表示，有些在外國看來是

正常的活動，在香港竟然被視為背叛社會；嘗試與中央打開溝通之門，就是賣港、十惡不赦。

他提及創立公民黨後，有幾段時間非常心灰意冷。湯家驊的退黨，反映公民黨已完全蛻化為走

「本土」激進路線的政黨。公民黨排斥中間溫和力量，拒絕與中央溝通，誰人敢主張與中央溝

通，「親共賣港」的大帽子馬上扣下來。公民黨全面倒向激進，當然就容不下湯家驊。

公民黨全面倒向激進 容不下中間溫和聲音

逾半撐校委會再跟進
戴陳秘捐暗票表決

民生議程加時審 反對派死阻創科

郭榮鏗立會再挑政治爭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綑綁否決了特首普選決議案，香港社會各界
均希望特區政府能集中精神處理香港的經濟民生
問題，但反對派就繼續「玩政治」，公民黨法律
界議員郭榮鏗今日會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動議辯
論，要求香港特區政府「敦請中央按『一國兩
制』的原意，在港實踐和延續『一國兩制』的國
策」，並質疑「有人」在執行上偏離了香港基本
法的立法原意。
郭榮鏗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稱，法律界和不少外

國投資者，均十分關注「一國兩制」的問題，故有
需要「保護」「一國兩制」，同時需要檢討為何實
施10多年以來不是「愈來愈順」，而是「愈來愈多
阻力」，探討到底是香港基本法的條文問題，還是
執行上偏離了香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
對於有反對派中人要求修改香港基本法，郭榮

鏗指，他覺得香港基本法的條文並沒有問題，主
要是有「人」在落實的過程中，「扭曲」了已故
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原來的理想，故香港基本法毋
須修改。

認在「一國兩制」外 港無出路
他續稱，根據其個人認知，在「一國兩制」外，

香港沒有其他的道路。香港基本法的條文提供了一
切的保障，只是中聯辦經常「出手破壞『一國兩
制』」，而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中6名港方委員未有
「盡責捍衛香港人的權利。」他稱，中聯辦日後只
應擔任「信差」的角色，港人應與中央建立溝通渠
道，直接與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以至國務院港澳辦等
為溝通的對口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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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城市大
學學生會幹事會早前涉嫌打壓「退聯公
投」，又被爆出連串醜聞，引起校內學生
不滿成立「罷免城大學生會幹事會關注
組」，並收集逾千個同學簽名聯署。事件
擾攘個多月後，「關注組」昨日在社交網
站表示，已收到學生會評議會通知，指覆
核程序已經完成，確認罷免公投將得以召
開。
「關注組」上月已收集逾千個同學簽名
聯署，但懷疑遭幹事會以行政手段阻撓扣
起最新會員名單，令覆核程序遲遲未完
成，令「罷免公投」一度有「流產」風
險。昨日，事件終得到解決，「關注組」
引述學生會評議會指，經覆核後共收到
1,129個合資格簽名，超過啓動「公投」的
法定門檻1,117個，令「罷免公投」幹事
會得以召開。
「關注組」成員、城大創意媒體學系三
年級生黎安敏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評議
會或會於6月底開緊急會議，商討「公
投」日期細節。不過，她承認在緊急會議
過後，起碼又要花上一個月時間，才能正
式啟動「公投」，「進度太慢。」

她又提到，目前大學學期已經結束，三年級應屆
畢業生的學生證也將於7月15日到期，令她擔心不
少有份聯署的同學最終未能在「公投」時投票，希
望評議會盡快說明對此會有何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
府早前要求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調動議
程，先處理11項涉及民生相關的撥款申
請，並要求會議「加時」。財委會主席
張宇人昨日表示，立法會7月休會前可
舉行3次會議，經徵詢議員意見後，他
決定按當局要求將每次會議加開至3
節，即每次會議各6小時，3次會議共18
小時。他認為，加時仍未必有足夠的時
間審議所有的議程，故呼籲議員不要再
拉布。不過，反對派議員稱，會不惜以
一切手段阻撓其中有關創新及科技局的
撥款申請。

張宇人：加3節 籲勿再拉布

立法會財委會在7月中暑假休會前尚
餘3次會議，包括6月26日、7月3日及
7月10日。特區政府早前宣布調動議
程，要求財委會優先審議11項民生項
目，又要求「加時」審議。張宇人昨日
表示，他尚未收到特區政府提交正式議
程，但接獲當局要求將餘下3次會議均
各加一節會議。經徵詢議員意見後，他
決定按要求加開會議，每次會議各6小
時，3次會議合共18小時。
不過，他坦言，由於議程內包括了具

爭議性較高的撥款申請，即使加開會議
也未必能夠趕及暑假前完成所有項目的
審議，「其中有啟德（體育園區的撥款
申請），我相信可能（議員的）問題會

多一點，也有同事會反對興建啟德體育
館。……我希望各同事（議員）不要再
拉布，不要拖拖拉拉，要問的便問，問
完就可以表決。我也希望官員答同事問
題時，都直接了當去答。」
張宇人又稱，他不希望特區政府再要

求增加會議，因在立會休會後很多議員
可能已經離開香港外出度假，未必有時
間出席會議。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胡志偉稱，如果特

區政府以為加開3節的會議，就可以令
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申請順利獲得通
過，是「過分幻想」，又稱審議創科局
撥款的問題一直未得到解決，是因為香
港市民對創科局的藍圖及實際運作的內

容仍有「很大疑慮」，特區政府應利用
暑假的時間，做好創科局藍圖的規劃工
作。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則聲

稱，他會不惜以提出中止待續、提出臨
時動議等手段，誓要創科局無法在立法
會休會前通過。

戴耀廷於去年10月被揭發向港大不同部門作出4筆
合共145萬元、來歷不明的「秘密捐款」，包括

由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經手、用於舉辦政制發展和
法治教育的30萬元；用於所謂「佔中公投」的80萬元
資金；兩筆分別20萬元及15萬元予人文學院的捐款，
以支持院方進行信仰與法律研究，及聘請人文學院研
究助理向梓騫。

「不再跟進」選項少人揀
有關事件引起社會譁然，令人擔心或有「黑金」湧

入大學界。校方於去年底交由審核委員會調查，並於
今年3月提交的報告中指該些捐款沒有跟從規例。其後
審核委員會再交補充資料，指戴耀廷、陳文敏等涉事
人都有問題，行為不符校方預期標準。涉事人後來再
作答辯，校委會一眾委員近日終於閱畢所有文件，並
定於昨日或之前投下暗票，以決定到底是交由大學管

理層處理、由校委會再作討論，還是不再跟進。
據了解，港大校委會主席梁智鴻昨晚到場監票，但

指委員會運作需要保密，故暫時未能對外公布詳情。
有消息指，昨晚點票完成，發現有過半數委員認為應
繼續交由校委會再作討論。
有校委會委員向本報記者透露，校委會秘書處昨傍

晚6時半開始點票。就有關3個選項，各委員會如何投
票，有委員估計︰「校內委員應傾向讓大學管理層去
處理事件，但校外委員由於不是每次開會都齊人，所
以較難估計其投票意向，可能當中有些人會認為應該
繼續討論。」

委員：專業道德或有問題
該名委員指，由於大學的規條較舊，一直未有更
新，所以單從規例而言，涉事人未必有「犯規」，
「但在專業上、道德上是否無問題呢？要不要追究由

管理層去決定。」
有委員則指，就之前開會情況所見，再討論下去或

者未必有甚麼結果，「其實理論上交由校委會或管理
層跟進都一樣，不過可能（投票決定由校委會再作討
論的）委員認為，應該就事件作直接跟進。」另有委
員認為，有關結果反映了委員希望校委會在事件上會
有更多的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佔中三丑」之一、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

去年被揭發向校方作來歷不明的「秘密捐款」，其中30萬元更由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經

手，有關調查報告早前已指出戴陳二人都涉違規行事。港大校務委員會委員昨日就調查報

告投暗票表決，以決定到底是交由大學管理層處理、由校委會再作討論，還是不再跟進。

據了解，校委會秘書處昨日傍晚6時半開始點票，最終以過半數決定交由校委會再作討論。

有委員認為，這反映了不少委員認為應就事件作直接跟進。

■港大校委會昨就戴耀廷、陳文敏「秘密捐款」事件
的調查報告投票，過半數委員決定繼續由校委會討論
如何跟進。圖為港大校園。 鄭伊莎攝

■張宇人。 記者彭子文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