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成智被民主黨掃地出門，反而
催生了一個全新的政治組織，黃成
智由「棄將」變成主角，都是拜劉
慧卿及一眾少壯派所「賜」。不
過，黃成智對於劉慧卿仍是餘怒未
消。日前，他就爆料指，在民主黨
中委會上本來已經獲得7名黨友力
撐，但劉慧卿身為主席，竟然背後

「逐個逐個拉票」，希望其他中委支持革除他的黨
籍。最終劉更成功游說副主席尹兆堅轉軚，以一票之
差趕走黃成智。
為什麼一直對外表示中立的劉慧卿，竟然暗中拉票
要趕走黃成智？當中主因並非是黃支持政改「袋住

先」的言論，因為不少民主黨人都有公開或私下發表
有關言論，當中不乏比黃成智高級的黨內人士，加上
劉慧卿一直指自己沒有立場，只是因為收到中委投訴
才決定開會「處置」黃成智，按道理背後拉票的應該
是少壯派，而不是劉慧卿。其實，劉慧卿追殺黃成智
的真正原因根本是出於私怨。
眾所周知，劉慧卿在投靠民主黨之前，一直是前
綫召集人，勢力主要在新界東，所以多年來與盤據
新界東的黃成智早有不少競爭，在地區工作上也有
不少積怨。及後，劉慧卿「水鬼升城隍」歸入民
主黨，並且內定接任主席，與黃成智自然是格格不
入。
劉慧卿獲李柱銘等大佬安排為民主黨主席後，詢問

黨內意見，其他人都知道詢問只是走過場，於是都表
示劉慧卿是最合適人選，「捨她其誰」云云，唯獨黃
成智是黨內高層中極少沒有表態支持劉慧卿的人，雖
然影響不了大局，但已經造成兩人的牙齒印。再加
上，劉慧卿希望讓自己前綫親兵搶佔新界東好位，與
黃成智派系發生磨擦，引發了連場內鬥。最終黃成智
輸掉了立法會議席，而鄭家富離黨，才導致了劉慧卿
一派在新界東獨大。但劉慧卿一直對黃成智的恨意未
忘，於是在她的授意和暗中支持下，少壯派借「袋住
先」對黃成智發動追殺，劉慧卿表面中立，實質卻是
暗中活動，爭取關鍵一票將黃成智趕走，既了卻多年
之恨，也令前綫系全面掌控新界東。以此而論，劉慧
卿確實是勝利了。
但對民主黨來說，由於劉慧卿的自私和私怨，令

她在處理黃成智等溫和派問題上嚴重偏頗，偏見蒙蔽
了理智，個人利益凌駕全黨。如果她不是私怨作祟，

為什麼要用最粗暴的方式處理路線之爭？這樣的結果
不但令溫和人士心寒，更會令更多溫和派人士相繼
出走，投入中間力量陣營，令民主黨元氣大傷。不
要忘記，民主黨的興起就是靠搶佔中間光譜而來，
大部分民主黨支持者都是反對派光譜中的溫和派，
而黃成智正正代表了這些聲音。但劉慧卿不講道理
地將黃成智趕出黨，等如是向溫和派人士下「逐客
令」，令民主黨再次爆發分裂，這難道就是劉慧卿的
目的？
在本港政治光譜中，中間才是最大的藍海，激進只

是末流。但劉慧卿以及少壯派卻不斷趕走黨內的溫和
力量，不斷向激進靠攏，綑綁否決政改以討好激進力
量，但對於溫和派人士卻巴不得他們早走早着，這種
路線只會將民主黨的優勢逐漸消耗，變成如社民連、
人民力量一樣的激進政黨。屆時，民主黨也將走入絕
路，而劉慧卿正是民主黨衰亡的「罪人」。

劉慧卿的私怨和自私將葬送民主黨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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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本土派激進分子及「港獨」勢力對區
議會選舉虎視眈眈，近日開始以散兵游勇方式到處
「挑機」，更故意借民生事務「發難」。除周末到
旺角行人專用區挑釁唱歌攤位外，也到一些區議員
的居民大會「踩場」，甚至連「全民清潔日活動」
也企圖衝擊。有激進分子更計劃在9月新學年開學
時，發動更大規模的「抗爭行動」，包括採取圍
堵、罷課，甚至「佔領校園」等。這些行動和最近
空降到各個選區的「傘兵部隊」有莫大聯繫。這些
參加了「佔中」的激進派、本土派、「港獨」分
子，最近頻頻到公共屋邨、私人屋苑洗樓，派發傳
單，挑戰現任建制派區議員，目的就是挾「佔
中」、「反水貨」的流毒，博取激進選民支持，搶
奪區議會議席。

「傘兵部隊」挑起矛盾先行「插旗」
「傘兵部隊」在無法無天的「佔中」期間，堵塞道

路，令市民出入受阻，中小商戶無法營業，廣大選民
對這些惡行銘記於心，「傘兵部隊」很難在區選中獲
得選民的認同和支持。相反，選民一定會用手中的神
聖一票把他們趕走。「傘兵部隊」從來不做地區工
作，不為當區居民服務，明知票源不足，唯有靠旁門
左道，企圖在特定的選區「種植票源」。因此，公共
屋邨、私人屋苑的居民要提高警惕，留心有沒有收到
選舉事務處的核實選民登記信件，如果有不認識的人
利用自己住址作為登記地址，就要揭發，讓「傘兵部
隊」無所遁形。

對於「傘兵部隊」空降各區，挑起矛盾，破壞社區

和諧，《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傳媒視而不見，反而替
其搖旗吶喊。另一方面，《蘋果日報》不斷報道，
「有人用酒店地址當選民登記住址，又有人發現自己
的選民資料遭人刪改，改動了住址，要報警求助。」
又指「護老院長者大量被人登記為選民」。這種報
道，危言聳聽，以偏概全，唯恐天下不亂。凡是擁有
永久居留身份證的本港居民，如果因為到外地讀書、
做生意，在香港沒有固定的地址，可以親戚的住址作
為登記地址。有一些香港永久居民，長期在內地和外
國工作，他們回到香港的時候，固定住在某個酒店，
也可以利用酒店作為選民登記的地址，但要得到酒店
的承認和負責轉交選舉通知書。如果有人要利用酒店
作為「種票」的地址，成本高昂。他一定要成為酒店
的長期客人，本港的酒店房月租數以萬元計算，不是
普通市民所能承擔。

炒作「種票」疑雲 抹黑建制派
迄今為止，從披露的資料可知，只有3個商人以金

鐘區的五星級酒店作為選民登記地址。反對派喉舌為
譁眾取寵，更為抹黑建制派「種票」，將有關事件當
作特大新聞來報道。以酒店作為居住地之人士，只要
證明長居於海外，便不至於違犯選舉條例，就能擁有

選民資格。這也是選舉事務處徵詢各界意見的最後決
定。因為，本港法律意見認為，不允許利用酒店作為
登記選民地址，等同剝奪一些無法提供地址證明的市
民的投票權，這明顯不符合基本法。當然，當局應加
強核查地址的真實性，防止有人濫用。

反對派言必稱「國際標準」、「人權第一」，刻意
渲染「種票」疑雲，扼殺外地港人的選舉權，是否有
想過保護外地港人的公民權利？很多西方國家都允許
選民在海外投票，美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美國大
選，實行不同的州擁有不同的選舉人制度，一樣能夠
解決「種票」問題。反對派為什麼就不允許海外港人
利用香港長期租住的酒店作為選民登記地址？為什麼
就要指責為「種票」？

香港現在住在監獄裡的囚犯，也可以登記為選民，
在監獄裡進行投票。為什麼居住在海外的香港永久居
民，反而不能有投票的權利？現在選舉事務處採取多
項措施防止「種票」，包括主動查核選民登記所報告
的資料，防止有非住戶利用公屋作為住址登記，加強
對私人樓宇的選民抽查覆核，亦對「種票」行為作出
檢控，發揮恐嚇之效。反對派還要炒作「種票」疑
雲，根本就是在選舉未開始先行展開輿論戰。司馬昭
之心，豈能欺騙港人。

高天問

「傘兵部隊」從來不做地區工作，不為當區居民服務，明知票源不足，卻又想搶佔區選

議席，唯有靠旁門左道，將民生事務政治化，先行在覬覦的選區「插旗」。《蘋果日報》

等反對派喉舌對「傘兵部隊」的另類「種票」不聞不問，反而大肆報道以酒店作為選民登

記地址的「可疑個案」，製造「種票」疑雲，對愛國愛港陣營大潑污水，說明反對派為選

舉互相勾結，自曝其醜。

本土派全面「空降」炒作「種票」自曝其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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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7年特首
普選決議案於今年6月在立法會表決時，建制
派立法會議員投票出現技術失誤，經民聯副主
席、立法會議員林健鋒一度因事落淚道歉。他
昨日在事件發生後首次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
事件令他體會到建制派團結扶持的重要性，與
民建聯更屬「患難見真情」，關係沒有受到影
響，現時在各方面仍合作無間。在汲取今次教
訓後，他指建制派日後更應加強團結，信任指
揮，才能說明建制派的團結性。

與民建聯「患難見真情」
林健鋒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提到，投票失

誤事情發生後，他的確感到壓力，自己當日落
淚道歉時所說的話，都是從心而發，相信認識
他的人都會明白。他認為，事件現已告一段
落，今次上了一課，提醒日後如遇到突發事件
可以如何處理。身為建制派一分子，團結和互
相支持是重要的，當有突發事件發生，各人應
該相信「組長」，如「組長」有信息或指示發
出後，便應絕對信任他，保持合作，「否則我
們要如何說明我們是團結的建制派呢？」
外界一度指林健鋒和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

人葉國謙未有有效領導建制派議員，導致投票
失誤，需為事件負責，有人甚至懷疑兩人因此
不和。林健鋒澄清，他和民建聯是「患難見真
情」，「大家絕對無因為呢件事情而互相指
摘，作為一個團體，我們需要承擔，葉國謙和

我仍是好朋友，大家在各方面仍合作無間。」
被問到有人事後紛紛批評他，林健鋒承認，有不少人

向他表達不滿，例如他曾收過一封電郵，以「林健鋒毋
須內咎吖，我係唔係都『唔支持』政改」來挖苦他。不
過，他亦高興仍有不少朋友支持他，向他發了不少訊
息，其中一個提到「Jeffrey，你係好人，唔需要太上
心，保重身體」，而一些他不認識的朋友或市民，對他
的關懷可謂雪中送炭，十分重要。他謂，每件事情發生
後，外界都會有很多意見，他有則改之，無則加冕，但
不論讚賞或嘲笑，現在都應放下。

促反對派勿事事拉布「阻住地球轉」
被問及特首梁振英日前表明任內積極處理民生特別是

住屋問題，林健鋒希望，各界能支持梁振英有關方面的
行動，不要事事拉布，「阻住個地球轉。」被問到是否
支持梁振英連任，他則指，梁振英餘下任期仍有兩年，
還有許多工作要處理，如對方有新的表示，大家也可就
他的工作作出表示。當有人有新表示時，他就會回應。
另外，區議會選舉臨近，經民聯目前有21名區議員，

其中4人為委任議員，2人為當然議員，林健鋒指，建制
派內互相協調選區無可厚非，經民聯會守住現有選區，
而會否開拓新陣地則要視乎地區反應。

斥教協累校園政治化 點名葉建源要負責
「黃衛兵之亂」發生當日，作為教
育團體的領導之一、教協立法會議員
葉建源號召港大校友在校園靜坐，面
對學生諸般暴行非但坐視不理，更企

圖置身事外。眼看着香港教育精神不斷受到歪曲，
出身香港航海學校的潘勝大感痛心。他在訪問中點
名批評葉建源以教協的招牌，只會搞政治，不斷在
校園滲透其政治思想，更慫恿學生參與政治行動，
令校園日漸政治化，「完全都唔明白教育的真正意
義。」

「煽動學生衝擊，有無搞錯呀！」
教協在違法「佔領」行動前後，一直向學生推廣

偏離教育精神的政治活動，近日更涉嫌煽動衝擊港
大校委會事件。近期，有不少以拯救學生為名的團
體發起了收集簽名行動，反對教協在校園滲透政治
思想，希望還學生一個正常學習環境。出身香港航
海學校的潘勝接受本報專訪時劈頭一句便說：「啲
人辦學，只會不斷咁滲透政治思想，搞政治！煽動
學生衝擊，有無搞錯呀！」
他點名批評葉建源等人以教協名義，不斷在校園

滲透政治思想，慫恿學生參與政治行動，令校園日
漸政治化，「完全都唔明白教育的真正意義！」
潘勝其後向記者展示一張香港航海學校舊生會的

函件，內文呼籲一眾舊生出席前香港航海學校校長
區劍雄（有「赤航之父」之譽的一代教育家）的葬

禮，他嘆道，區校長在生時經常返往內地，向內地
山區學校捐獻和提供幫助，對航海學校的學生也本
着有教無類、無私的精神，「區校長一生致力為教
育貢獻，教咗好多人，係一個好值得我哋尊敬嘅教
育家。葉建源同佢比，簡直拍馬都比唔到！」

沉迷搞政治「教育精神消失了！」
他又舉出兩位一直深受他欣賞的教育家，「我最
尊敬係葉錫恩（香港社運家及教育工作者）同貝納
祺（已故御用大律師、赤柱香港航海學校創辦
人）。」他說，兩人都致力為貧苦階層締造求學機
會及不同學習的體驗，讓他們通過教育來改變自己
的命運。不過，眼見今日自稱搞教育的，卻只懂搞
政治，令他無奈地搖頭，嘆道：「家啲人攞教育
來做什麼？用咗去邊度？以前嗰種教育精神都消失
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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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船長批「以口殺人」
狀黨搞「黃衛兵之亂」

學生暴力衝擊校委會 行為幼稚
潘勝在接受本報專訪時，坦言對近
日的「黃衛兵之亂」感到「火滾」。
對於暴力衝擊校委會的學生，他仍能
臉帶笑容地說，他們的種種幼稚行
為，是因為「學生無捱過，又無咩社
會經驗，縱慣歎慣，唔知世情」。他
建議，「特區政府應該學吓新加坡，
俾佢哋去軍訓或紀律部隊訓練，學吓
效忠、服從、獨立性，就唔係好似
家咁！」
不過，說到假借「港大校友關注
組」為名，明目張膽地將政治帶進校
園的公民黨主席余若薇、黨魁梁家
傑，及成員郭家麒、陳淑莊、教協立
法會議員葉建源等人時，潘勝就大動
肝火，批評這些人直接和間接地煽動
部分學生搞事，企圖挑起各種政治爭

端，「啲律師、讀法律嘅人得把口，
但卻以口殺人，甚至想透過內外夾
攻，讓（港大）內部學院鬥爭！」

疑有人想掀起醫學院法學院鬥爭
港大醫學院外科學系主任盧寵茂在

是次事件中被反對派政客圍攻，曾經
歷三期肝癌、換肝、死裡逃生的他，
和醫學結下一種不解之緣，也比一般
人更能明白到醫學與生命是不可分割
的。潘勝懷疑，有人想掀起醫學院與
法律學院的鬥爭，破壞醫學院的傳統
地位，「（港大）醫學院一直佔有重
要的地位，法律學院乃後起之秀。」
是次的事件，或會「嚇怕佢哋，好似
（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主任）袁國
勇唔敢做校委、盧寵茂又受盡政治壓
力」，長遠更可能因政治爭拗而為他
們的工作或執業造成很大的負面影

響。
他愈說愈氣憤，並炮轟反對派時常

高舉所謂的「民主旗號」擾亂香港社
會，更「搞到連擺喺港大嘅孫中山像
都俾佢哋侮辱埋」。他解釋，革命先
行者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
「民族、民權、民生」，「民族係我
哋中華民族」，但反對派「總係以民
主口號壓喺人哋個頭上」。曾到過不
同國家及地區的他嘆道，「民主在不
同的國家（及地區）有不同的體現，
唔能夠『一竹篙打一船人』。」

選舉臨近反對派動作多 市民受害
潘勝並強調，民主塑造制度的形

態、規範，但人民的衣食不應因此而
受到忽視，「民生是碗，民主是
米。」他批評，反對派一直居心叵
測，借民生議題挑起爭拗，目的是不
想看到特首有所作為，也不想民生得
以改善，他相信隨着區議會選舉、立
法會補選及立法會換屆選舉的舉行，
反對派的動作只會越來越多，受害的
只會是市民。

曾在報章刊登全版廣告呼籲落實特首普

選的退休國際船長潘勝，雖然見慣風浪，

曾親歷香港社會巨變，但眼見現今香港亂

局，令他非常「睇唔過眼」，尤其是疑由

公民黨幕後操控、港大學生會成員衝擊校委會造成的「黃衛兵之

亂」。潘勝近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批評，有人自恃有法律背景，

企圖「以口殺人」，挑起各種政治爭端，嚇怕有傑出表現但不想

捲入政治鬥爭的學者，更懷疑有人圖掀起醫學院與法律學院的鬥

爭，破壞醫學院的傳統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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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勝對現今香港亂局非常潘勝對現今香港亂局非常「「睇唔過眼睇唔過眼」，」，尤其是涉嫌由公民黨幕後操控尤其是涉嫌由公民黨幕後操控、、港大港大
學生會成員衝擊校委會造成的學生會成員衝擊校委會造成的「「黃衛兵之亂黃衛兵之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健鋒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