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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在「佔領」一役，眼見不少
青年參與其中，認為奇貨可居，於是
大力吹捧這班「傘下一族」，並鼓勵
他們應該更多地參與政治，甚至應該
親身參選，體驗民主選舉云云。現在
一批「傘下一族」果然投入政治，並
且成立了大批議政團體比如「青年新

政」等，踴躍參與區選。但反對派竟然又反過來指責
這些團體是「鬼」，懷疑他們是「分薄泛民政黨選
票」。負責反對派區選協調的「民主動力」近日更推
出所謂「Q嘜認證」，即是經他們核實的才是自己
人，才可以使用「泛民」的招牌。而一些不獲他們認

同的人士或組織，都不能自稱「泛民」，更隨時是特
意出來「票」的「鬼」。
據悉，大部分「雨傘組織」已被「民主動力」進行

「Q嘜認證」，當中有一部分合格可以稱為「泛
民」，但當中一部分卻不獲認證，成為「內鬼」。反
對派一向將民主喊得拆天，其實他們才是沒有民主精
神。民主的精神就是多元、包容，建制派從來沒有所
謂「認證」，但反對派卻要搞什麼「認證」，真正目
的不過是要區分「自己人」和「非自己人」。但他們
又憑什麼為不同組織團體進行認證呢？反對派政黨從
來都是其身不正，內部一言堂、接班講欽點，又何來
民主精神？現在竟然擺出一副「仲裁者」的姿態，決

定誰是民主，實在貽笑大方。
不過，反對派此舉其實也是無可奈何。原因是他們

吹捧的「傘下一族」、「雨傘組織」根本不聽一班反
對派政黨的號令。反對派的原意是將這些青年人都收
歸旗下，至少也要受他們節制，藉此壯大勢力。但
「傘下一族」卻看不起這些暮氣沉沉的反對派，更不
會接受其指揮。因此，近來大批「傘下一族」紛紛
「空降」到不同地區參選，當中都沒有與反對派進行
協調，想去挑戰哪區就挑戰哪區。雖然他們強調主要
狙擊建制派參選人，但實際上他們與反對派政黨如民
主黨、民協、工黨等在多個區都出現「相撞」。反對
派亦曾表達不滿，但這些「傘下一族」早已看反對派
的「大佬文化」不順眼，自然毫不理會。
結果早前反對派完成區選協調名單後，不少反對派
中人都對區選結果感到悲觀，原因是擔心這些「雨傘
組織」會「分薄」他們的票源云云。反對派此舉固然

有打悲情牌之意，但確實以區選而論，反對派本來就
不具有優勢，主要是打形象牌、意識形態牌、政治
牌。如果一批「傘下一族」「空降」參選，大打年青
活力牌，肯定對反對派參選人造成威脅。在反對派的
票倉選區固然影響不大，但在選情激烈的區域肯定會
造成影響。因此，反對派現在搞什麼「Q嘜認證」，
針對的其實是這些「傘下一族」，藉此將他們妖魔
化，指他們是「鬼」。唯有將這些人打成「內鬼」，
不給予他們民主的認證，才能在選舉上將他們邊緣
化，令票源集中。說穿了，所謂「Q嘜認證」不過是
反對派黨內伐異的伎倆，對準的是區議會選舉。
最諷刺的是，同一班青年人，同一班「傘下一

族」，一時是「民主希望」、「青年覺醒」，轉過頭
卻變成「內鬼」，懷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狙擊反對派。
總之，只要不符合他們利益的就是敵人，這樣的民主
觀實在令人歎為觀止。

反對派所謂「Q嘜認證」不過是黨同伐異

■責任編輯：謝孟宜 2015年9月18日（星期五）

反對派「逢行政長官必反」謬論徹底破產
《蘋果日報》一貫「逢行政長官必反」，張曉明精

闢論述「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
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令《蘋果日報》「逢行
政長官必反」的種種誹謗和謬論徹底破產，《蘋果日
報》氣急敗壞之下，聲稱張曉明「大概是為梁振英護
航」，如此信口雌黃，連被認為是傾向反對派的王永
平都指出：「認為張曉明想表明的態度是撐梁振英，
恐怕是捉錯用神。」《蘋果日報》聲稱張曉明「大概
是為梁振英護航」，如潑婦罵街般謾罵為「枉作小
人」，就是因為張曉明的精闢論述令《蘋果日報》和
反對派「逢行政長官必反」的種種誹謗和謬論徹底破
產。

《蘋果日報》謬稱「特首最大的角色及權力是處理
香港內部事務」，這暴露《蘋果日報》對特首的角色
及權力不是一竅不通就是刻意誤導。誠如張曉明指

出：「行政長官在特別行政區整個政治體制中處於核
心位置。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主導體制最大的特
徵。在『一國兩制』下，中央不直接管理香港特別行
政區自治權範圍內的事務，不介入特區政府的日常運
作。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的主要途徑和抓
手，就是行政長官。包括中央處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有關的外交和國防事務、任免主要官員、解釋基本法
等，都是通過行政長官這個環節進行的。」《蘋果日
報》謬稱「特首最大的角色及權力是處理香港內部事
務」，如此不學無術，胡說八道，暴露《蘋果日報》
學識淺陋信口雌黃不懂裝懂報格低劣。

《蘋果日報》偷換概念卑鄙低劣
《蘋果日報》偷換概念稱，張曉明指「特首有凌駕

三權的特殊地位」，如此將「超然」偷換為「凌
駕」，連《信報》社評都指出其謬：「中央之下，三
權之上，行政長官地位超然，如果將之理解為『特首

凌駕三權』，甚至進一步推論為『梁振英等同封建皇
帝』，未免是過於情緒化的反應。」《明報》社評也
指出，評論嚴肅的政治議題，並發出沒有根據的指
摘，這樣的論政水準，其取態值得檢討和警惕。《蘋
果日報》的論政水準，只相當於出錢炮製「陳健康獨
家嫖妓新聞」、摷明星垃圾桶、賣弄未成年少女濕身
性感照、借藝人床照大發淫褻財，以及偷換概念、誹
謗造謠的水準，豈可登大雅之堂。

《蘋果日報》對《基本法》一竅不通
《蘋果日報》攻擊張曉明「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

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的精
闢論述，亦暴露其對《基本法》一竅不通。《基本
法》第48條規定了行政長官的13項職權，還有其他條
文授予的職權，這些職權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三
個機關之上。

就行政機關而言，特區政府的首長是行政長官（第
60條第1款）；主要官員由行政長官提名並報請中央政
府任命、建議中央政府免除上述官員職務（第48條第
﹝5﹞項）；行政長官有權依照法律程序任免公職人員
（第48條第﹝7﹞項）等。由此可見行政長官對政務
司、財政司、律政司和各局、處、署等層級行政機關
的超越性。就行政會議而言，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
官決策的機構。由此可見其對行政機構的超然性。

就立法會而言，行政長官領導的政府有涉及公共開
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法案的專屬提案權、一般政
府政策法案的提案權，立法會卻只有非政府政策的提
案權（第74條）。對立法會，行政長官還有反制權，

如限制立法會的調查權（第48
條第﹝11﹞項）；一定的發回
權（第49條）；一定條件下的
解散權（第50條）；臨時撥款
權（第51條）；已通過法案的
簽署權和公佈權（第76條）等。由此可見其對立法機
構超然性。

就司法機構而言。行政長官有權依照法定程序任免
各級法院法官（第48條第﹝6﹞項）；徵得立法會的同
意，任免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第90條
第2款）；通過立法來規定香港特區各級法院的組織和
職權（第83條）；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第48
條第﹝12﹞項）。由此也可見其對司法機構超然性。

《蘋果日報》不僅對《基本法》一竅不通，而且反
《基本法》、反「一國兩制」，這樣報格低劣的傳
媒，妄論《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的職權，只能是
滿口胡言，自暴其醜。

《蘋果日報》不顧事實污衊誹謗梁振英
《蘋果日報》又污衊誹謗梁振英「在市民中毫無認受

性可言，上台三年來一事無成」，這是《蘋果日報》一
貫「逢行政長官必反」立場的表現。梁振英在香港極其
惡劣的政治生態下勝選特首以來，臨危不亂，逢大事有
靜氣，魄力內斂而處事果斷，有原則而又講究政治技
巧，帶領特區政府銳意進取，想方設法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政績豐碩。《蘋果日報》「逢行政長官必反」，
不顧事實污衊誹謗梁振英，也只能是蚍蜉撼樹，絲毫不
能損害中央和市民對梁振英的信任和支持。

《蘋果日報》攻擊張曉明論述手法卑鄙低劣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基本法頒佈25周年研討會」上以「正確認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

體制的特點」為題致辭，精闢論述「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

特殊法律地位」，明確指出「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回歸前不是，回歸後也不

是」，令反對派「逢行政長官必反」和搞「港獨」的歪理邪說徹底破產。反對派喉舌《蘋果

日報》氣急敗壞，對張曉明的論述瘋狂謾罵謗傷，但正如韓愈詩所說：「李杜文章在，光焰

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蘋果日報》宣淫販賤、

造謠誹謗是行家裡手，但評論嚴肅的政治議題卻一竅不通，《蘋果日報》攻擊張曉明論述，

正是蚍蜉撼樹不自量，只能自暴學識淺陋信口雌黃報格卑鄙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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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身處安逸的話，怎能夠體驗到我們
啲工作呀？」民建聯中委、觀塘區議員柯創盛
（柯仔）在訪問中憶述。這句話，是他當年在
民建聯支部上班首日，九龍東立法會議員陳鑑
林（橄欖）向他說過的一句話。他說，對方是
他從政多年的恩師，彼此也是潮州人，現在仍
是地區合作的好拍檔，師徒恩情鄉情地區情銘
記於心。此外，1995年和民主黨李華明競逐立
法局九龍東議席的前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譚
Sir），柯仔亦從他身上學到堅持到底的從政態
度。

陳鑑林扎根九龍東27年，自1988年起，先
後出任觀塘區議員和九龍東立法會議員，社區
工作和選舉經驗非常豐富。柯仔在訪問中說，
當初20多歲入行時是一個民建聯職員，在牛頭
角上班，當年陳鑑林就叫他把單張逐一分派給
全幢16層公屋家庭。首日上班便接手如此「重
任」，陳鑑林就向他提到上面的一番話。「好
深刻，原來地區工作很不容易。」

師父好榜樣 帶着後輩走
上世紀90年代，柯仔在某年暑假透過港台

舉辦的「太陽計劃」參與社區工作。「當年我
仲係住喺16層公屋，也做過互委會同義工，慢
慢參與社區，認識到社區工作的意義。」柯仔
續指，「咁多年來，跟到好師父鑑林，給我很
好榜樣，勤力拚搏，又肯落區，加上經驗豐
富，很多問題是由他帶着後輩走，放手給後輩
去做，讓建制力量可以承先啟後。」

鑑林和柯仔同是潮州人，鄉情濃厚，「潮州
人勤儉、拚搏、肯捱，特別有默契。」現在，
鑑林和柯仔在地區議題上仍緊密合作，是立法
會和區議會地區工作的好拍檔。

柯仔又提到另一位不可不提的民建聯核心人
物譚耀宗。他說，1995年，譚Sir與李華明競
逐立法局九龍東議席，搶位最終雖未成功，還
是社區新丁的柯仔卻學到譚Sir地區工作的靭
力，看到不少為居民爭取到底的事例。「當年
譚Sir和鑑林都教曉我從不同角度看事物，擴
闊自己的思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廖長江擬掌法委會
梁美芬：會做好協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立法會下月復會並選

舉各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職位，其中商界立法會議員
廖長江有意競逐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上屆擔
任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的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
美芬昨日表示，當前定要以建制派團結為重，她未來
會與廖長江做好協調，避免出現競爭。
梁美芬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說，她原定與廖長江協

調，由她擔任頭兩年的主席，再由廖長江擔任第三及
第四年主席，最終協議她續任多一年主席，繼續推行
法律教育工作。她強調，自己與廖長江從無競爭，未
來亦會做好協調，「目前雙方尚未有決定，為此，現
階段未能透露更多。若對方真的想擔任主席，我不一
定會堅持。」

服務社區16載
觀塘區員「大師兄」

柯創盛在1999年區選以2,597票大勝民主黨得票僅
600多的社工陳子強，成功當選觀塘區議員；

2003年區選，建制派面對反對派藉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問題抹黑的挑戰，區選成績受挫，但柯創盛
當年不但保住了議席，更是全觀塘區得票最多的「票
王」，成為一時佳話，其後兩屆區選自動當選至今。
擁有四屆議員資歷，柯創盛已是觀塘區議會內年輕議
員的「大師兄」。

關注傷健行路難 爭建無障礙設施
「柯仔」在訪問中坦言，十多年在風浪中成長，向
當局爭取社區無障礙設施是他任內最深刻的事情。
「區內不少傷健朋友或弱勢社群，十多年前很少有人
關注他們行路難的需要。好多時政府只看到一個升降
機塔所費不菲，卻沒有看到一部升降機背後帶動整個
社區的生氣。」他一直和其他議員合力爭取無障礙設
施，過程漫長，在提出要求、發信、約見官員和跟進
等連串工作後，才有一點效果。近年終看到政府部門
有以人為本的轉變，令他深有感受。
目前，他繼續爭取藍田港鐵站A出口設升降機塔，
方便藍田居民在這條必經之路上落山。他過去曾到平
等機會委員會申訴、要求立法會議員跟進，又在區議
會提出提案等，十年來未有放棄，「我們理解政府起
升降機塔有難處，但仍可以大膽構思，例如重建藍田
西社區中心，連帶升降機塔作為優化項目之一，一舉
兩得。」

「多聚會少誤會，多溝通實成功」
從爭設升降機可以看出，柯創盛和特區政府部門重

溝通互體諒的積極意義。總結16年議員工作，「柯
仔」強調建制派的實幹理念，是他在多個社區事件中
爭取成功的重要支柱，「堅持有商有量，堅持12個
字：多聚會、少誤會；多溝通，實成功。」
他舉例指，關乎整個觀塘區的擴建聯合醫院，及興

建觀塘文化中心最終爭取成功，完全看到建制派和政
府部門之間的合作和默契。
他續說：「易地而處，大家都是為市民服務，但反

對派的工作就要去到盡，不會體諒對方（政府）。」這
往往成為解難絆腳石。「批評有需要，但也要有建議，
不要為反對而反對，反對派處事往往不以正向看待，事
事博一時民粹，但最終都要坐下來面對問題。」
至於近來反對派熱炒的鉛水事件，柯創盛也勤於協

助區內外居民驗水。他認為，有政黨披露問題並非壞
事，「但方向應是要和政府一起解決為主導，而非令

更多居民恐慌，現在的焦點應在居民健康上，並非爭
拗誰驗中驗錯，誰有事無事。」他強調，鉛水事件某
程度上對政黨是一個考驗，但「路遙知馬力，日久見
人心」，「如有了鉛水事件才突然大力去做，因為臨
近選舉才突然加緊處理，這是沒有意思的。」

「居民會感受到你是否用心幫佢」
建制派的實力絕非虛言，柯創盛分享心得說：「我

們不是黃大仙，無法做到有求必應，但居民會在過程
中感受到你是否用心幫佢，部門亦會看你在過程中是
否值得信任。」此外，他在微信和facebook（面書）都
提到「兄弟幫拍住上」，「一個人的力量有限，如無
兄弟姐妹合作，互相幫忙，事情難有進展。團結就是
值得珍惜的建制力量。」
經歷過香港回歸後的社區變遷，柯創盛坦言未來的路

更難行，「地區工作由以往鬥做民生議題，焦點單一，
到現在社區議題政治味濃，連兩地矛盾都要處理。面對
社區民粹化，這更需要區議員守好基層工作。」

柯
創
盛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擴建聯合

醫院、落實興建觀塘文

化中心、爭建無障礙社區，這些都是觀塘居

民樂見其成的社區項目。人稱「柯仔」的民

建聯中委、觀塘區議員柯創盛近日接受本報

訪問時表示，和觀塘「兄弟班」區議員過去

發揮團結力量，以有商有量原則，推動社區

發展漸見成果，這些成果全憑建制派理念正

確，務實解難，收成絕非僥倖。他總結16

年的議員之道：從心出發，易地而處，官員

和街坊總會感受到你的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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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創盛致力向當局爭取社柯創盛致力向當局爭取社
區無障礙設施區無障礙設施，，以解決傷健以解決傷健
人士人士「「行路難行路難」」的需要的需要。。■■柯創盛與年輕人打成一片柯創盛與年輕人打成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