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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周日發起的「七一遊行」，參
與人數跌至近年新低，較去年自稱的
51萬人急挫九成，名副其實是崩盤式
下跌。反對派在立法會上否決特首普
選決議案，轉過頭又煽動市民上街爭
取普選，爭取重啟政改云云，當全港
市民是傻瓜。遊行的慘敗正是市民用

腳向反對派說不。
當日在維園集結後再出發的參與者只有約6,000人，
整條遊行隊伍疏疏落落，但令人側目的是，在遊行隊
伍中卻出現了一批「港獨」分子在忘形揮舞「龍獅
旗」，再有「七一遊行」常客「法輪功」打鑼打鼓，
猶如為遊行奏上最後的哀樂。

「港獨」分子隨着民陣大隊前行，顯然事前獲得民
陣的首肯及安排。可笑的是，民陣召集人陳倩瑩事後
卻表示，民陣沒有「港獨」的想法，並對遊行中一批
要求「港獨」的人一度佔據龍頭位置表示遺憾。有反
對派議員亦表明不認同「港獨」，但又認為是內地對
港高壓政策引致。陳倩瑩的狡辯說出來竟然不面紅，
難怪她當年與男友參與「五區公投」時敢挪用捐款聘
請自己，這樣中飽私囊、卑鄙不堪的行為都可以做得
出來。
她說民陣沒有「港獨」的想法，但他們批准參與遊

行的隊伍時，肯定要作出「篩選」，確保所有隊伍的
訴求都符合他們的立場。難道有建制派組織團體要參
與遊行，他們也會批准嗎？「港獨」分子及團體獲安

排參與「七一遊行」，就意味着民陣以及反對派，至
少是他們的頭頭認同有關團體的綱領，才會容許他們
加入。而民陣近年勾結「港獨」分子及「法輪功」早
已成為既定動作，一方面是由於民陣已經被激進派騎
劫，自然找來一班同聲同氣的「港獨」分子出來遊
行。
另一方面，「七一遊行」「愈做愈縮」，反對派的

溫和支持者意興闌珊，尤其是反對派剛否決特首普選
決議案，扼殺了市民的普選權，令不少溫和支持者極
為不滿，自然不會出來做反對派的「啦啦隊」。因
此，民陣才會更加積極向「港獨」分子和「法輪功」
埋手，務求將人數「谷大」。誰不知今年遊行人數竟
急插九成，令到人數不多的「港獨」分子竟然成為最

「矚目」的一群，也令市民看清楚反對派如何縱容、
勾結「港獨」分子。
一些反對派至今仍在睜眼說瞎話，說不支持「港
獨」，與「港獨」無關，但當日「港獨」分子的隊伍
就是跟在民主黨身後，一齊高喊爭取民主的口號，所
不同的是「港獨」分子還加上了「香港建國」字句。
反對派還能狡辯掩飾嗎？
「七一遊行」的慘敗，已經反映了民意的走向，反對

派策動「佔領」、議會拉布、挑動政爭，最後否決普
選，早已證明是不得民心。現在他們更要勾結「港
獨」、助力邪教，更加令人不齒。古語有云：「前車倒
了千千輛，後車過了亦如然。分明指與平川路，卻把忠
言當惡言」。不少人早已指出激進路線無助於爭取普
選，中間路線才是香港應行的路，勸反對派改弦易轍，
回頭是岸，但他們就是不聽，還要變本加厲，走火入
魔，最後跌入萬丈懸崖，粉身碎骨，又怪得誰？

民陣勾結「港獨」還敢狡辯？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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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強調堅定不移地「挺梁」，不妨從以下角
度去認識。

「一國兩制」在港落實的需要
「一國一制」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選擇，中國

在香港和澳門實施「一國兩制」是一大創舉。但凡創
舉，必然會遭遇阻力，經歷波折，這是規律。「一國
兩制」在港實施18年來，總體上取得了成功，但也遇
到了不少挑戰。比如，有的人只講「兩制」、不講
「一國」，只求「民主自由」、不顧國家安全，只管
自己眼前的利益、不顧國家和香港的長遠利益。如果
任憑這種現象成為一種潮流、一種趨勢，形成一種氣
候、一種生態，香港的發展就會背離「一國兩制」的
制度設計，香港就會成為一個各種勢力傾軋的「亂
港」，吃苦頭的還是港人。因此，香港需要一個對
「一國兩制」有着深刻理解、準確把握、勇於實踐的
人來擔任特首，而梁振英就是當前最合適的人。

梁振英既懂國情，又懂港情。香港回歸前，他參與
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與香港和內地的法律專家
一起共事，就香港社會的許多重大問題進行過深入論
證，他能夠從理論上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
係，明白地方和中央權力的邊界。香港回歸以來，梁
振英在特區政府多年的工作經歷，也積累了豐富的實
踐經驗，特別是去年以他領導的特區政府在處理為期

79天的非法「佔中」行動中，臨危不亂，處事泰然，
分寸拿捏到位，使來勢洶洶的非法「佔中」行動最後
慘敗收場。梁振英應對複雜局面的能力得到了本港市
民的肯定和中央政府的讚揚。

香港回歸18年已不算短，但與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
的150年相比，18年並不算長。150年留下的印跡要去
除，並非一日之功。「一國兩制」的實踐，今後還會
遇到許多挑戰，需要梁振英這樣的人擔當重任。

堅決抵制外部勢力干預的需要
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人都會明白，今天在香港所發生

的一切，並不是孤立的，並不是反對派所說的「爭取民
主自由」那麼簡單。香港只是一個爆發點，與此相呼應
的還有中國東海和南海的「熱鬧」景象，香港發生的事
情，僅是某些外部勢力圍堵中國崛起的策略之一。

中國的崛起，從來就被視為某些西方國家的噩夢，
儘管習近平主席曾引用拿破侖「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
子」的說法，在外交場合多次表示：「中國這頭獅子
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
子」，但是，一些西方國家回望自己血腥掠奪的殖民
歷史，認定中國不會超越歷史規律，不會和平崛起，
因而，對中國的圍堵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今後也不會
停止。他們利用種種手段已經成功地肢解了前蘇聯、
前東歐，他們還會絞盡腦汁、使盡手段破解「中國難

題」。在這種大背景下，經濟上有「自由港」之稱、
政治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社會生態」明顯
不同於「鐵板一塊」的中國內地。登陸香港，圍堵中
國，是再好不過的選擇。去年的非法「佔中」行動
中，就有外部勢力的暗中支持。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決不能成為外部勢力圍堵中國
的橋頭堡。任何一位有良知的香港居民都會持這樣的
觀點。那麼，怎樣堅決抵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必須有一個愛國愛港的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梁振英
及他所帶領的執政團隊就具備這樣的素質，在處理斯
諾登事件、非法「佔中」事件中，梁振英態度堅決，
處事有方，表現出了不被外部勢力左右和嚇倒的執政
特性。

與反對派爭奪香港管治權的需要
了解香港歷史的人都明白，香港今天的「政治生

態」不是一天形成的，早在末任港督彭定康時代，英
國人就開始布局，從改革立法局入手，讓大英帝國的
政治代理人走上前台，今天香港的「反對派」、「泛
民」就源於彭定康時代的培植。這也是西方國家在
「後殖民時代」的慣用手法。

這些大多擁有英國留學背景的反對派，看起來很「紳
士」，言必稱「民主」、「自由」、「人權」，似乎只有
他們才關心港人的福祉，似乎英國殖民統治時代才是香港
的輝煌時刻。但他們卻罔顧一個基本的事實：英國統治香
港150年間，從來都是英國女王委任香港總督。香港人自
己選舉行政長官，是回歸以後的事情。究竟誰才是香港民
主進程的推動者？一目了然。

現在，這些披着「民主鬥士」外衣的反對派，要爭奪
香港的管治權，但又不好把這個真實目的拿到枱面上說，
就拋出了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的一套「理論」，好

給自己製造「入閘」的機會，中
央不接受他們的意見，他們就否
決政改方案。

政改之爭，實為管治權之
爭。政改方案被反對派否決短
短幾天之後，反對派有人竟然又無恥地拋出「重啟政
改」的話題，看來他們爭奪管治權的步子沒有停、也
不會停。在這種情形下，香港需要梁振英這樣明辨是
非、堅定有為的特首來治理這座城市。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需要
梁振英就任特首不久，就提出了改善民生、發展經

濟的一攬子計劃。然而，長達20個月的政治爭拗，耗
費了特區政府過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和資源，許多
計劃被拖延、擱置。

深諳香港事務的人都明白，今日香港「政治生態」
的形成，主要是反對派推波助瀾，也有貧富差距拉
大、底層市民住房困難、年輕人就業崗位減少等客觀
原因。破解難題，需要特區政府強有力的推動。日
前，梁振英發表的《施政匯報》中亮點不少。比如，
採取「供應主導」的策略破解住房緊缺難題，今後10
年的房屋供應目標為48萬個單位，全力推動各個發展
區和新市鎮擴展。比如，繼「滬港通」之後，今年期
望啟動「深港通」，等等。這些舉措都符合香港實
際，如能順利實施，則能解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
盾，增強經濟活力，紓解底層社會的負面情緒，造福
港人。

實施這一龐大的計劃，梁振英縱有三頭六臂，僅靠
他一個人是不行的，需要本港市民全力支持。因而，
為了香港的未來，為了市民的福祉，我們應該全力
「挺梁」。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上海市政協常委

政改告一段落，香港走向何方？香港回歸18周年紀念日，特首梁振英再次提出聚焦民生

經濟，書寫香港未來。經濟、民生、政改和社會和諧，是香港社會的四大重點。當政改被反

對派扼殺之後，香港社會的四大重點就剩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了。全港市民要

堅定不移地「挺梁」，這是「一國兩制」在港落實的需要，是堅決抵制外部勢力干預的需

要，是與反對派爭奪香港管治權的需要，也是當前香港社會經濟、民生和社會和諧的需要。

■屠海鳴

今天為什麼要強調堅定不移「挺梁」？

校委會「對事不對人」
擱置副校無關政治

CY約見公民黨
梁家傑「撩交嗌」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鄭治祖 ) 香港政改爭議
暫告一段落，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積極主動約見
立法會內各黨派，共商未來的對策。公民黨4名
立法會議員昨日與梁振英會面半小時。公民黨黨
魁梁家傑會後聲稱，梁振英一方面提出建構新行
政立法關係，但另一方面又多次批評反對派立法
會議員拉布，阻礙香港經濟及令政改寸步難行，
會面如「撩交嗌」，又稱「無咩令大家好驚
喜」。
公民黨4名立法會議員，昨日帶同示威品與梁振

英會面。梁家傑會後對記者聲稱，公民黨在會面
中提及高鐵工程、建屋、免費電視發牌及老人福
利等多個民生議題。他聲言，香港的老人福利工
作，香港特區政府一直「交白卷」，他引述梁振
英回應說，由於土地供應不足，需要改劃土地用
途以解決問題。談到香港建屋量不足問題，梁家
傑稱，梁振英解釋主要是「上屆政府無做嘢，今
屆（政府）就做咗好多嘢」。
此外，公民黨繼續為香港大學副校長招聘一事
糾纏不休。梁家傑向梁振英提出，副校長委任需
時過長，令大學管理層團隊久未成隊形，稱要梁
振英「終止干預」副校長委任的事宜。梁家傑又
揚言，梁振英表現不符合公眾期望，難以得到港
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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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今日開會，繼續審議餘下9項涉
及經濟民生的項目，但由於反對派繼續在
政改問題上炒作，要求向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提出不信任動議，令內務委員會議勢被
拖長，財會會議須延至下午5時開始，預
料將開會至晚上11時40分，一眾議員被
迫「OT」。
平日經常聲稱政府「打尖」調動議程的

「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今日在內會率
先示範「打尖」，要求在下周大會加插辯
論，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不信任議案，
雖然有關動議被內會否決機會甚大，但預
料最少花約一小時辯論。
同時，民主黨議員胡志偉就提出調查高

鐵工程延誤的委員會，在行使職權時可引
用權力及特權法，以調查高鐵超支事件，
令下午2時30分召開的內會議程進一步被
拖長，連帶財委會亦要延至下午5時開始。
財委會今日召開3節、每節兩小時的會
議，繼續審議餘下9項涉及經濟民生的項
目，包括公務員薪酬調整、「回收基金」
等，以及排在議程最後的設立創新及科技局
的撥款申請，預料將開會至晚上11時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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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聘請研究助理向梓騫，事件被香港
文匯報等多份報章揭發後引起社會譁然。

戴耀廷稱押後理由「荒謬」
受陳文敏「包庇」的法律學院副教授戴

耀廷，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聲稱，港大
決定暫時押後負責人事及資源的副校長遴
選，等待首席副校長上任後先處理，顯示
校委會制度出現問題，「押後遴選的理由
『荒謬』。審核報告中有關陳文敏處理捐
款的批評，更是『雞蛋裡挑骨頭』，令不
少港大同事感到不滿。他們稍後或會發起
聯署等方式表達不滿。」

校委會只詳盡討論程序問題
文灼非昨日出席公開活動，被問到有

關港大副校長的任命安排時強調，校委

會決定押後委任副校長直至首席副校長
上任，理由並不牽強，「我看不到有甚
麼政治考慮。會上並沒有討論任何與政
治有關的事，大家都是討論程序問題。
會上進行了很詳盡的討論，大家都各有
立場，最終以投票方式作決定，因此，
社會應尊重校委會的整體決定。」
他強調，校委會決定待審核報告塵埃落

定後再處理遴選問題，是合情合理的，
「大家只是決定押後委任副校長，並無討

論人選問題，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謂的
『針對某人』。目前遴選議程已被擱置，
校委會將聚焦討論審核報告。」

盧寵茂：梁智鴻已清楚解釋
盧寵茂在同一場合強調，校委會主席

梁智鴻已清楚解釋校委會決定，「校委
會有其機制，也有很長的歷史，當中涵
蓋不同代表，包括學生職員及社會各
界。我沒有特別的補充。」

文
灼
非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連嘉妮）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早前

就港大「捐款門」事件公開審核報告，批評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行

為「不符預期標準」，暫時擱置副校長人選討論。校委會委員文灼非

昨日表示，校委會決定押後委任副校長，直至首席副校長上任，理由

絕不牽強，更不涉及任何的政治考慮，待審核報告塵埃落定後再處理

遴選問題，這是合情合理的。他並指，目前只是延後委任副校長，根

本不存在所謂的「針對某人」，又期望社會尊重校委會決定。

■ 文 灼 非
指，押後委
任副校長，
理由合理，
冀社會應尊
重校委會的
整體決定。

■ 盧 寵 茂
指，校委會
涵蓋不同代
表，包括學
生職員及社
會各界。

林鄭參觀機電署啟德碼頭
香港文匯報訊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昨日下午到訪機電工程署、啟德郵輪碼
頭及起動九龍東辦事處。
林鄭月娥昨日首先參觀機電署位於九
龍灣的總部大樓，聽取機電署署長陳帆
簡介部門的工作、正在推展的工程項目
和未來挑戰。隨後，林鄭月娥在陳帆陪
同下，參觀為見習技術員提供輔助訓練
的培訓工場，了解在車輛、機械、空
調、電子及電氣等方面所提供的培訓，
並與一些見習技術員交談，了解他們的
學習情況。
林鄭月娥隨後參觀了區域供冷系統廠

房，了解有關計劃的落實進度，以及區
域供冷系統的能源效益。林鄭月娥讚揚
機電署支援團隊的卓越工作，令項目得
以成功推展，成為支援啟德發展區可持
續和環保發展的重要基建設施之一。林
鄭月娥亦鼓勵機電署全體員工繼續精益
求精，以專業知識在機電工程範疇為社
會作出貢獻。
隨後，林鄭月娥在旅遊事務專員朱曼

鈴的陪同下參觀啟德郵輪碼頭，包括大
樓內的出入境設施及行李處理區等，以
了解郵輪碼頭的運作，又到訪郵輪碼頭
內的附屬商業區及頂層的啟德郵輪碼頭

公園。

聽取起動九東辦最新發展
最後，林鄭月娥前往起動九龍東辦事

處，聽取起動九龍東專員區潔英簡介九
龍東的最新發展，包括交通和行人環境
的改善工作、「飛躍啟德」項目、「聰
明城市」計劃，以及在城市設計和地方
營造方面的工作。她順道參觀了「反轉
天橋底一號場」的活動空間及剛於上月
開放的第二期觀塘海濱花園。
林鄭月娥讚揚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在改

善該區面貌、地方營造等方面不遺餘

力，將九龍東轉型為另一個具吸引力及
有活力的核心商業區，並已漸見成效。
她鼓勵各同事繼續努力，與大眾發揮創
造精神，齊心協力把九龍東轉型，促進
香港經濟的持續發展。

■林鄭月娥（左）參觀啟德郵輪碼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