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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壹週刊》早前大幅裁員，為結
業作「準備」之後，壹傳媒旗下的
《忽然1周》又突然宣佈將於下月7日
出版最後一期，同時結束印刷和網上
業務，並遣散全體近百名編採人員。
《壹週刊》和《忽然1周》都曾經是
壹傳媒旗下最賺錢、最賣書的雜誌，

但現在卻難逃消亡的命運，當中固然與其編採方針偏
頗、傳媒操守墮落，導致大批讀者及廣告商離棄有
關，但更重要的其實是，此舉反映了黎智英在後政改
時間的新部署，「摺埋」傳統報刊是一次戰略調整，

以此將資源投放在對青年影響更大的新傳媒之上，作
為未來政治行動的重要心戰工具。
《壹週刊》的銷量曾經高達20萬份，但近年只剩下
幾萬份，加上大量廣告商不再投放廣告，收縮甚或結
業是必然的結局；《忽然1周》的情況也一樣，近年不
過是在苟延殘喘。不過，這些雜誌的結局根本不值得
同情。眾所周知，《壹週刊》造假成癮，為了政治目
的和需要可以杜撰大量子虛烏有的報道，公信力已經
破產。同時，《壹週刊》、《忽然1周》缺乏傳媒操
守，屢屢侵犯政界人士或藝人的私隱，為了譁眾取寵
不惜逾越社會的道德界線，導致不少政界及演藝界人

士都不願接受其採訪，加上其政治掛帥的編採方針，
令廣告商卻步，導致近年兩刊虧蝕嚴重。在壹傳媒尚
且有盈利之下還問題不大，但近年壹傳媒整體流血不
止，自然長貧難顧，必須及早止血。
當然，黎智英不是普通商人，他是政治商人，與外

國勢力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旗下的報刊也負有政治
任務。如果《蘋果日報》、《壹週刊》等能夠發揮政
治影響力，相信就算虧損嚴重，黎智英以至背後大水
喉都會保住。但可惜的是，近年壹傳媒旗下報刊的政
治影響力卻江河日下，再難重演2003年發動大批市民
上街的政治力量，甚至墮落成為反對派政黨的宣傳喉
舌。如果以這樣的開支只能擔當公民黨、民主黨的宣
傳喉舌自然不划算。所以《蘋果日報》、壹傳媒都要
大幅收縮，裁員減成本，當中既是成本問題，也是表
現問題，老闆不滿意之故也。

更重要的是，「佔領」一役反映了網上新媒體的政
治影響力，大批青年被新媒體煽動上街，多個反對派
新媒體如《熱血時報》、《輔仁媒體》等都大出風
頭，而他們的經營成本與《蘋果日報》相比更是「蚊
髀同牛髀」。未來，大批青年將會逐漸走上政治前
台，而傳統紙媒對於新一代的影響力微乎其微，如果
要成功「爭取」甚或「洗腦」這些青年，肯定是新媒
體遠較傳統紙媒有用。所以，黎智英「摺埋」傳統紙
媒並非意味他要「退隱江湖」，相反是要掀起滿城風
雨，大舉投放資源到「動新聞」等新媒體，針對青年
的閱讀喜好，通過動畫、短片、網絡互動等方式對青
年「潛移默化」，為反對派「培育」源源不絕的新
血，為之後的連場選戰以及下一輪政改大戰作準備。
黎智英正在下一盤很大的棋，建制派也應及早謀劃應
變。

黎智英「摺埋」紙媒劍指新傳媒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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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踏入後政改時期，廣大市民都期望社會能夠擺
脫政爭的泥沼，聚焦於經濟民生之上。全國人大常委
會辦公廳、國務院港澳辦和中聯辦都在聲明中，希望
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放下政治爭拗，在行政長官和特區
政府領導下，加強「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貫徹
落實工作，凝心聚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社會
穩定和諧，為香港長遠發展打好基礎。

樹欲靜而風不止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反對派依然對抗「一國兩

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貫徹落實，一方面大肆造謠特首梁
振英要被問責下台，企圖打擊梁特首和特區政府的管治
威信，另一方面進行「不合作運動」，不斷拉布阻礙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近日更對「鉛水事件」風波推波助
瀾，打響後政改攻擊特區政府、毒化兩地關係的第一
炮，不擇手段地掀起一場民生政治化的風波，為年底的
區議會選舉乃至明年的立法會選舉博取選票。

經過政改一役，反對派在後政改時期對抗依然和伺
機搞事，對此中央對港方針政策是否有變？這是社會
各界都關注的問題。張德江明確強調，中央對港方針
政策是明確及堅定不移，事實亦證明是成功的。張德

江所講的「五個始終堅持」是一個有機整體，彼此相
互貫通。

「五個始終堅持」是有機整體
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沒有變，也不會變。
第一，實踐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不僅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
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的最佳制度安排。這一方針在香港特區的實踐，取得
了舉世公認的成功。實踐檢驗這一方針是好東西，為
什麼要變？

第二，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律化、制度化，
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法律基石。堅定不移根據
香港基本法辦事，「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就不會
偏離正確方向。

第三，依法循序漸進推進香港的民主發展，是中央
堅定不移的立場，儘管反對派否決了政改方案，香港
的民主發展仍然必須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辦事。反
對派所謂「推翻人大決定重啟政改」的叫囂，不過是
欺世惑眾的彌天大謊。

第四，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央的一貫堅定立

場，特別是「十八大」以來，中央的挺港政策例如
「滬港通」、「深港通」、「一帶一路」、設立亞投
行等，在謀劃和推進國家整體發展戰略時，充分發揮
香港的作用，積極推動香港與內地開展合作，為香港
保持繁榮穩定提供堅強後盾。

第五，在「一國兩制」下，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是一個醒目原則紅線，不能夠挑戰和觸
碰。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香港才有長治
久安，也才能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港人根本福
祉。

張德江提出的「五個始終堅持」，是一個有機整
體，彼此相互貫通。張德江的講話為香港後政改時期
立牌指路，對香港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香港要應對及戰勝挑戰
張德江強調，中央對港方針政策是明確及堅定不

移，事實亦證明是成功的。張德江指出，香港與內地
都面對發展機遇及嚴峻挑戰，要抓緊機會，利用好機
遇，應對及戰勝挑戰。

當前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擁有可以利用
的重要戰略機遇，同時也要面對嚴峻的挑戰。抓住機
遇，更加可促成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上一個新的台
階，跨入發達國家行列。同樣，香港也面對機遇和挑
戰，抓住機遇，香港就能與國家經濟一起騰飛，失去
機遇，香港邊緣化的趨勢將更加嚴重。

早在2013年，張德江在接見經民聯訪京團時，就已
指出香港的一些競爭優勢開始弱化，香港各界應高度
警覺，認真思考。他強調，發展經濟是香港當前首要
任務，只有經濟不斷發展才能不斷改善民生，否則其

他一切都是空談。政改過後，
特首梁振英強調香港要集中精
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也
是中央的期望，是中央下一階
段對港方針政策的工作重心。

張德江近日在北京會見特首梁振英時指出，香港發
展經濟有多方面的機遇，包括廣東、福建的自貿區，
泛珠合作、「十三五」、CEPA，以至「一帶一路」、
亞投行、「滬港通」、「深港通」、基金互認等。張
德江今次再提醒香港，要把握好國家發展給香港帶來
的機遇，轉化為促進香港繁榮穩定的強大動力，轉化
為廣大市民分享得到的實在利益。

對香港的發展大有信心及希望
張德江重申，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有祖國內地

作為後盾，再加上自身優勢，對香港的發展大有信心
及希望。特首梁振英一再強調，香港已經發展成為國
家通往全球，以及世界各地通往中國內地的「超級聯
繫人」。從開放內地居民赴港「個人遊」、簽署CEPA
到打造人民幣離岸中心，國家的經濟政策一直為香港
發展提供助力。而國家當前最大的戰略「一帶一
路」，又將給香港帶來巨大機遇。

新加坡已故前總理李光耀曾直言，最羡慕香港背靠
中國內地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現在，香港仍然擁
有這一優勢，而國家也一直在鼓勵香港繼續發揮優
勢。張德江「五個始終堅持」為香港後政改時期立牌
指路，只要香港按照「五個始終堅持」，抓緊機會，
利用好機遇，拚搏向前，應對及戰勝挑戰，「東方之
珠」必定更加璀璨奪目。

張德江「五個始終堅持」為香港後政改時期立牌指路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訪京的中華總商會代表團時提出「五個始

終堅持」，包括：「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根據香港基本法辦事；
依法循序漸進推進香港的民主發展；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
益。張德江的講話為香港踏入後政改時期立牌指路，香港要抓緊機會，利用好機遇，排除干
擾，應對及戰勝挑戰。在「一國兩制」下，有祖國內地作為後盾，再加上自身優勢，香港的
發展大有希望。

曾鈺成澄清：無中央修法消息

長毛「十大」包尾
大嚿失人氣跌出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香港大學民
意研究計劃昨日公佈「十大立法會議員」最新
評分，是特首普選決議案被否決後的首次。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自由黨田北俊及新民黨田北
辰躋身三甲，「人民力量」陳偉業（大嚿）跌
出十大，而十大之內的工黨李卓人及社民連
「長毛」梁國雄（長毛）的評分都下跌。
調查於本月進行，共分兩個階段，訪問了逾
2,000名香港市民。調查根據受訪者對立法會議
員的熟悉程度，再按支持度排名選出「十大議
員」。首3名依次為曾鈺成、田北俊及田北
辰，而以熟悉程度計，陳偉業跌出十大。被立
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繼續調查違規收
受捐款的李卓人及梁國雄，未知是否受事件影
響，評分分別下跌1.2分及1.5分，其中梁國雄
於100分中僅得35.6分，評分是「十大議員」
中最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晨）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昨日澄清，自己早前指聽聞有內地
官員表示要考慮有無需要修改香港基本法
一事，並非收到消息中央有具體修改基本
法計劃，只是認為有人討論是否修改基本
法是自然的事。

曾鈺成昨日在一公開活動上澄清，幾個
月前，他曾經和內地學者、法律專家及負
責管理香港事務的官員談起，「一國兩
制」已走過10幾年，香港基本法也已經頒
佈了25年，是時候要做一下研究和總結，
同時考慮假如要修改基本法需要怎樣做，

但他強調並沒有收到計劃具體修改基本法
的消息。
他說，香港基本法在25年前頒佈，現在
很多情況已經改變，國家及香港都發生了
很大變化，香港與中央關係也發生不少變
動，要總結18年實踐經驗，考慮有什麼要
修改很正常。
當被問到他認為香港基本法有何需要修

改之處，曾鈺成說，任何人草率地表明哪
條需要修改都是很愚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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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就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及「政治黑
金」事件，多個團體及個人均曾向
廉政公署舉報，惟至今未有進展。
曾舉報事件的民建聯屯門區議員陳
雲生近日致函廉政專員白韞六，質
疑廉署執行處首長李寶蘭在事件中
「涉嫌角色衝突」，要求白韞六跟
進檢討。廉政公署回應說，李寶蘭
如遇上角色衝突會向上級作出申
報，廉政專員在接到申報時會按情
況作出適當指示。

陳雲生促檢討查肥黎「黑金」人員
陳雲生近日致函白韞六，質疑李

寶蘭處理黎智英「黑金捐款」案中
涉嫌角色衝突。他稱，李寶蘭曾經
接受美國FBI專業培訓，又稱李曾
涉嫌在未經公開招標情況下，聘請
曾在美國 FBI 工作、名為 Tim
Turner擔任顧問，涉及高達100萬
元的顧問費用，質疑她與美國關係
密切，而「黑金捐款」案的人、
事、錢都帶有美國背景，要求白韞
六檢討李寶蘭有否角色衝突。
廉政公署回應傳媒查詢表示，該

署於2011年確曾聘用Tim Turner為
顧問，檢視廉署人力資源制度，該
署有既定機制處理招標事宜，相關
事件也於同年於立法會特別財務委
員會曾作討論，並由時任廉政專員
湯顯明書面回應。廉署並指出，李
寶蘭出任執行處首長時，如遇上角
色衝突的情況，會向上級作出申
報，廉政專員會在接到申報時按情
況作出適當指示。

市民必須警惕
邪教「法輪功」害人美

學
者
：

現年63歲的羅斯是著名邪教干預專家、諮詢顧問，他
自1982年從事邪教研究和干預工作，曾參與500多

個案件，目前是「邪教教育學院」的執行董事。羅斯最初
關注邪教活動，源於一個激進宗教組織潛入療養院，秘密
招募他的祖母，羅斯遂開始提高對膜拜的認知和警覺。

邪教成員遭吸金性侵犯
羅斯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他花了兩年時
間撰寫新書，書中介紹了現代膜拜的歷史、邪教定義、
干預案例等。他引述心理學家利夫頓（Lifton）指，邪教
的定性必須具備3個特點：
第一、一個頗具魅力的領導人，當最初可能維繫教團的

基本原則失去作用時，領導人日益成為被膜拜的對象。
第二、具備一個誘勸或思想改造過程。
第三、領導人和佔統治地位的小圈子對其成員進行經

濟、性及其他方面的剝削。
羅斯強調，把一個團體定性為邪教，並不是看它信仰

是什麼，而是它的構成和運作。他舉例指，「法輪功」
練習者拒絕醫療或進行可怕的自焚，導致天安門廣場自
焚事件的倖存者郝慧君和其女兒陳果終身傷殘，而「法
輪功」對此卻拒絕承擔責任，顯示該組織及其領導李洪
志的罪惡，也是對正考慮加入的人的警示。

著作倡干預拯救被害人
他更踢爆李洪志身家豐厚，在美國有兩個物業，組織

「法輪功」並非純粹為「強身健體」，而是透過思想改
造和影響力技巧來招募、支配及控制其成員，令邪教成
員不惜犧牲自己利益，「組織內有人夠膽說李洪志錯
嗎？根本沒有！」
羅斯強調，他希望透過自己的新書教育大眾免被邪教

組織洗腦，認識邪教的本質、架構和運作，「更重要的
是，被蒙騙的受害者是如何離開組織。」書中主要說明
如何將人們從邪教中拯救出來，分成評估、應對策劃及
幫助受害者措施幾方面，並介紹了採取干預的方法，包
括用對話來教育邪教受害者，提出尖銳問題激發思考
等，而干預工作通常需3天至4天，每天約8小時。據統
計，他的干預成功率為75%。

認清本質助追隨者脫險
被問到香港特區政府及民間社會可以如何抵制「法輪

功」，羅斯直言，任何人在香港都享有言論自由，最重
要是市民要認清其邪教本質，保護自己，免墮陷阱。他
又說，不應怪責「法輪功」受害者，因為始作俑者是其
組織及領導，「我們應該幫助受害者脫離險境，即使是
狂熱的邪教追隨者，也可以恢復理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次出書踢爆

邪教組織「法輪功」運作的美國著名膜拜干預

專家瑞克．艾倫．羅斯（Ricky Alan Ross），

近日專程來港宣傳其新作《邪教：洗腦背後的

真相》（Cults Inside Out: How People Get In

and Can Get Out）。他近日接受本報訪問時

直指，「法輪功」是害人心智的恐怖邪教組織，

大眾必須警惕提防，期望透過新書令大眾認識

邪教的本質和運作，免被洗腦。他並介紹拯救

邪教受害者的方法，以助他們脫離險境，「即

使是狂熱邪教追隨者，也可以恢復理智」。

年齡 63歲
工作 膜拜干預專家、講師、私

人諮詢顧問、「認知膜拜
教育研究所」創辦人

著作、 《邪教：洗腦背後的真
相》、《邪教大揭秘》
等，曾參與13部揭露邪教
的紀錄片、成立關於破壞
性膜拜的在線資料庫

資料來源：《邪教：洗腦背後的真相》
鄭治祖

■美國著名
膜拜干預專
家瑞克．艾
倫．羅斯。
彭子文 攝

「反洗腦」專家小檔案

■曾鈺成昨澄清並非收到消息中央有
具體修改基本法計劃。 資料圖片

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