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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香港吳三桂」之稱的李柱
銘，帶着他的徒孫黃之鋒，搶在國
家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之前，到華
盛頓的人權組織「自由之家」告洋
狀，唱衰中國，更為失敗了的「佔
中」唱輓歌，哀求美國向中國政府
施壓，要求中國政府信守承諾，讓
香港落實「真普選」，但未獲安排

與白宮官員會面。李柱銘、黃之鋒抱美國人大腿，企
圖借外力對抗中央，謀求「港獨」，結果醜態畢露，

自取其辱，只能證明他們不過是賣身求榮、挾洋自重
的政治工具而已。
全世界和700萬港人都清楚知道，香港已經回歸中

國，香港是中央政府直轄之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按
照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必須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利益的憲制責任。香港的行政長官一定要對中央
政府負責，對特別行政區負責。基本法清楚規定，行
政長官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說明行政長官是代表中
央政府管治香港。中央政府有誠意、有決心推動香港
的行政長官普選，而普選行政長官必須符合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這是香港落實普選的
底線。
但是，香港反對派提出「公民提名」、「國際標

準」，違背基本法另搞一套，更一意孤行反對人大
「8．31」決定，不承認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的要
求，不履行作為中國公民最基本的責任，想通過所謂
「公民提名」、「國際標準」的「真普選」，選出一
個充當外國勢力代理人的行政長官，把香港變成獨立
政治實體，策動一場港版「顏色革命」。這樣的要
求，中央當然不能答應。結果「佔中」因為違法亂
港，得不到廣大市民支持，最終徹底失敗，「真普
選」的無理訴求亦無疾而終。
本來，按照基本法和人大「8．31」決定，香港行政
長官普選水到渠成，但是反對派綑綁否決政改方案，

普選功虧一簣，令香港市民失望惋惜。明明是反對派
親手扼殺了香港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如今，李柱
銘、黃之鋒顛倒是非，反咬一口，誣陷中央「沒有實
現普選承諾」，這是徒勞的，欺騙不了「心水清」的
港人。這兩位賣國賣港的一老一小，只好向美國「老
闆」訴苦，哀求「老闆」再干預香港。
此次李柱銘、黃之鋒到美國唱衰中國，沒有得到美
國官員接見，備受冷落，自討沒趣。美國政府非常清
楚，與中國構建不對抗、不衝突、互相尊重、合作共
贏的新型大國關係，最符合美國的利益。李柱銘、黃
之鋒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如果讓他倆在美國大出風
頭，破壞中美合作，必定損害美國的利益。李柱銘、
黃之鋒現在也沒多少利用價值，成了「老闆」眼中的
「雞肋」，受到冷待，實在是咎由自取。

李柱銘黃之鋒被「老闆」冷落自討沒趣 徐 庶

■責任編輯：袁偉榮 2015年9月24日（星期四）

氾濫的惡行讓香港淪為「亂港」
香港本是一個崇尚法治、秩序優良、重視工商的城

市，素來被人們所稱讚，這也是香港的優勢之一。然
而，這種優勢已成為「過去時」。

去年非法「佔中」期間，「佔中」分子在街頭安營
紮寨，安置鐵馬，致使金鐘、銅鑼灣、旺角等地交通
癱瘓、店舖關門、市民出行艱難、遊客望而卻步，給
香港的運輸、百貨、酒店、餐飲業造成重創，造成的
經濟損失達3,500億港元。「佔中」發生後的經濟發展
指數與就業狀況指數，分別比「佔中」前下跌了16.3
點和8.3點。

非法「佔中」更為嚴重的是加劇對抗、撕裂社會。
非法「佔中」分子公然衝擊政總和立法會，局勢幾近

失控，嚴重破壞了社會秩序。「佔中」分子引發社會
階層和成員之間互相仇視，發生多起互毆事件，嚴重
扭曲了一些港人的心態。「佔中」分子衝擊香港和諧
共生的多元文化體系，嚴重損害了港人的核心價值
觀。可以說，非法「佔中」給香港既造成了「外
傷」，又造成了「內傷」。

以「佔中」為開端，如同打開了「潘多拉盒子」，
衝擊法律底線的事件頻頻發生。港大《學苑》雜誌公
開發表所謂「城邦自治」、「香港獨立」、「香港民
族自決」等「港獨」言論；「元朗暴力趕客」事件
中，有人對內地遊客肆意辱罵，有人打出了「光復香
港」、「光復元朗」等口號，還有人揮動港英「龍獅
旗」和「鳳凰龍獅旗」，為「港獨」搖旗吶喊；港大
遴選副校長期間，學生會成員衝擊校委會，非法禁錮

校委會成員，有校委受傷也不准救護車靠近；「反水
客」暴力事件中，一名女示威者以胸口撞向警員手
臂，然後大叫「非禮」，引發後續襲警行為，該女子
被判監禁後，竟有人組織「胸罩遊行」，高聲辱罵法
官，挑戰法律權威……可以看出，非法「佔中」之
後，激進分子的惡行呈氾濫趨勢，如此下去，將使香
港一步步淪為「亂港」。

「泛政治化」讓一些人失去了理智
氾濫的惡行背後，是「泛政治化」的社會生態環

境。以往，香港人專注經濟，勤勉做事，遠離政治紛
擾，造就了經濟奇跡，也鍛造了讓人敬慕的獅子山精
神。
如今的香港，政治派別之間無休止地爭拗已常態

化。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本是香港民主政治向
前走的一個極好契機，但反對派為了達到自己目的，
不惜綑綁否決普選方案，使香港政改「原地踏步」。
「後政改時代」，特區政府呼籲社會各界結束政治爭
拗，聚焦民生和經濟，並提出了一攬子改善民生、發
展經濟的方案，但到了立法會，要麼屢遭「拉布」，
要麼直接否決。一些議員「為反而反」、「逢特首必
反」。他們以「民意代表」自詡，奉行的不是「港人
福祉至上」的原則，卻是「黨派利益至上」的原則。
事事與政治掛鈎，處處讓對手為難，不論青紅皂白，
不計行事後果。這成為反對派行事的鮮明特點。

反對派讓香港民主病態化

氾濫的惡行、「泛政治化」
的背後，活躍着反對派議員的
身影。在立法會議事堂上，他
們直接使用否決權，不好否決
的就「拉布」。特區政府設立
創科局的方案，是推動香港科技創新的務實之舉，對
香港未來發展的意義非凡，卻被反對派議員「拉
死」。特首梁振英感嘆：「非常遺憾！」。在這種政
治生態下，做事之難，可想而知。在街頭巷尾，反對
派議員不會充當「馬前卒」，卻是躲在幕後精心策劃
的大佬，「佔中三丑」鼓動學生上街，拋出所謂「公
民抗爭」的「理論」，待到局勢失控，卻擺出種種理
由，撇清與自己的干係。除了非法「佔中」，港大學
生會成員圍攻校委會等事件中，反對派的操作手段也
是這樣。

種種跡象表明，不少反對派反民生、反民主、反民
意，讓香港的民生項目難以實施，讓香港的民主愈來
愈病態化。當然，反對派並非鐵板一塊。其中的溫和
派認同「一國兩制」，堅持在基本法的框架內行使民
主權力。而少數死硬派，嘴上說的一套，心裡卻不認
同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暗地裡接受外部勢力的資
助，目的是爭奪香港的管治權，非法「佔中」就是這
些人策劃的「成果」。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一年來，愈來愈多
的人看懂了香港局勢，看清了反對派面目，市民不是
那麼容易忽悠了。死硬派應認識到，在基本法的框架
內做「忠誠的反對派」才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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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回歸18年來，什麼事件對香港的法治精神、營商環境和對外形象破壞最大？當屬去

年歷時79天的非法「佔中」。非法「佔中」令各種違法行為的氾濫達到了巔峰，此後衝擊

法治的惡行不斷，「港獨」勢力也浮出水面。可以說，非法「佔中」是一個「分水嶺」，

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遭到破壞，社會人心的裂痕愈加嚴重。如今，非法「佔中」的組織者

黃之鋒、周永康等人正在接受法律的審判，他們將為自己的惡行付出代價。人們需要深思

的是：香港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筆者認為，氾濫的惡行背後，是「泛政治化」的社會生

態環境，而「泛政治化」的背後，又閃現着反對派的影子。這是一條邏輯清晰的線條。今

天，我們反思非法「佔中」，就要順藤摸瓜，找準癥結。

■屠海鳴

「佔中」遺禍：氾濫的惡行、「泛政治化」與反對派的病態

白鴿「傘兵」為「撞區」互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在今屆區議會選舉
中，由「本土派」及「港獨」激進勢力牽頭的「傘兵部
隊」，「空降」到多個選區與反對派政黨「撞區
票」。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昨日稱，目前最少有10區
出現「撞區」情況，預料雙方都會「蝕底」，但協調不

果只好交由選民決定。「青年新政」則稱曾提出與民主
黨進行「初選」協調，但最終被請「食檸檬」。
民主黨近日公佈區議會選舉部署，計劃派出95人競

逐全港18 區的議席，其中有10個選區與「傘後團體」
「撞區」，要求「傘後團體」不要再借攻擊反對派「

票」。羅健熙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聲，「青年新政」派
出參選的9個人，最少會有4區與他們「撞區」。該黨
早前已嘗試跟撞區的黨派協調，但未成功，「距離報名
剩餘個多星期，相信未必能達到共識。（民主黨）不能
阻止他人參選，只好交由選民決定。」
同場的「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恒稱，民主黨不是他
們首要的「敵人」，「 『青年新政』有參選基本原
則，包括不會派人參選有『泛民』擔任區議員的選區，

亦不會派人參選『泛民』扎根幾年的地區。」因此，他
不理解對方有關「撞區」的指控。他又稱，「民主黨曾
經嘗試與我們協調，我們後來提出進行『初選』，但民
主黨自此再沒有回覆。」
羅健熙回應稱，他們反對「初選」，是因為建制派的
資源一向比他們充足，只要建制派動員二三百名支持者
在「初選」中投票，就可以「騎劫」來左右結果，變相
等於讓建制派「操控結果」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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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學園營運科研公司
的楊鎮華，將其創新、創
業意念移植至油尖旺這舊
區，結果產生化學反應。
對於為何到油尖旺做地區
工作，原因卻是如此「男
人的浪漫」：幫兄弟。

楊鎮華於2006 年加入民
建聯，之後參與青年民建聯，
並做了 4 年青民副主席，2011
年到油尖旺支部做委員，2013
年在支部當上副主席，同年因
年齡已屆「中民」而離開青
民。

他說，自己原本只想做青年
工作，但到了2011年，與他十
分合拍的現任副秘書長葉傲冬
叫他到油尖旺幫手，於是他答
應了。

教長者用手機變「楊Sir」
油尖旺雖然是舊區，但他致

力「搞搞新意思」，先有舉辦
青年創業講座，介紹如何申請
創業基金及科學園創業計劃
等。本來，他擔心反應冷淡，
結果旺角社區會堂還是擠滿了
參加者。他又一直教授使用智
能手機，本來想吸引年輕人，
結果來的卻是長者居多，只因
他們想與兒孫多聯絡。他笑
言，教長者用手機已成為他的
主打服務，不少街坊現在也叫
他做「楊Sir」。

楊Sir說，服務地區猶如營運
公司，所有東西都要自己「揼石
仔」親力親為，街坊由原本不認
識他，到主動與他打招呼，從無
變有的滿足感很大。

「人哋因為畀面佢哋（現任
區議員）而畀面我係無用嘅，到
最後都係要經過我去服務佢哋、
同佢哋交流，去發展關係。」

他坦言，地區人脈本可以由
葉傲冬、陳少棠及楊子熙等民建
聯現任區議員提供，但這始終是
他們的資源，自己也要主動建立
人脈。

區選臨近，有否興趣參選？
「聽民建聯中央決定啦，我都係
做好自己，繼續服務社區。」那想
不想街坊「畀面」楊Sir？「都想
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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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走佐敦密密「拆彈」
垃圾成山招牌易塌

佐敦——九龍傳統老區之一，曾

經繁盛一時，電器商泰林更在此開

設旗艦店。如今泰林雖已倒閉多

年，但彌敦道上仍剩下一塊生銹的泰林招牌，成為威脅

居民、遊客及司機安全的「計時炸彈」，伴隨着佐敦的

還有垃圾堆積、流鶯等問題，區內為數不少的尼泊爾裔

人士在融入社區方面也遇到困難。民建聯中委、該黨油

尖旺支部副主席楊鎮華服務當區數載，奔走於街頭與特

區政府部門之間「拆彈」，至今初見成效。但他笑稱，

該區仍存在諸多問題，「拆彈」尚未成功，為民請命的

腳步不能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計時炸彈」又豈止一個？楊鎮華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指出，位於白加士街與南京街交界，一間結

業多年的茶餐廳，整個招牌佈滿銹迹，承托支架也見鬆
脫；上海街的拳館搬遷了，卻搬漏了招牌，更有兩個招牌
僭建在其之下。不過要數殺傷力最大的「炸彈」，還是泰
林的那個招牌。
楊鎮華表示，泰林在2008年已倒閉，其巨型招牌橫跨彌

敦道3條行車線，不但至今未清拆，近年更有另一個招牌
僭建其上，加上7年來日久失修，倒塌風險很高。該黨多
次去信屋宇署，要求盡快清拆，卻未獲回應。
他指出，若招牌倒塌時，即使幸好沒有壓到人或車，也

會造成「九龍交通大癱瘓」，又例如招牌「半天吊」、要
緊急清拆時，也要佔用3條行車線，「點解唔一早規劃，
喺凌晨拆咗佢？」

「塌牌」年年有 長者易中招
他估計，佐敦約有一成招牌屬棄置或危險招牌，情況嚴

重，原因是該區生意流轉快，商戶數年後就倒閉或搬遷，
卻沒有拆下招牌，幾乎每年都有一宗招牌倒塌事故，「唔

好彩就壓到人，好彩就壓到車。」責任誰負？他說看過該
區許多大廈的公契，大部分的外牆都是屬於大廈，招牌倒
塌由業主立案法團負責，「三無大廈」（即無法團、居民
組織及管理公司的大廈）就由業主承擔並攤分賠償。
「我哋唔係話投訴有個新招牌違規，要佢哋拆，但有啲有
即時危險嘅，就要盡快處理。」楊鎮華理解屋宇署要處理驗
窗、驗樓、僭建等工作，處理招牌的人手不足，但棄置招牌
並非新鮮事，促請署方盡快清拆，「呢區好多長者，個個七
八十歲，唔似啲後生仔咁敏捷，一冧就中佢哋！」

促增突搜 查非法棄置垃圾
此外，佐敦有多幢沒有垃圾房的唐樓。楊鎮華說，那些

唐樓通常會有人收拾垃圾，同時收取清潔費用，但有些劏
房戶為了慳錢，直接將垃圾棄置在街邊的垃圾桶，形成該
區的垃圾桶常滿，旁邊也有一袋袋垃圾，更甚者是凌晨有
拾荒者開垃圾袋，尋找可賣錢的鋁罐及膠樽，令袋內垃
圾散開，有廚餘的話更會發出惡臭。
他表示，上海街、廟街及新填地街有較多垃圾堆積，新

填地街更曾有由食肆打烊後堆積垃圾而成「垃圾山」，食

環署來清理時，垃圾車要走3轉才能全都清理。雖然當局
有處理非法棄置垃圾的特遣隊，但「全港得一隊，輪一年
先到（佐敦）」，建議當局增加特遣隊突擊檢查油尖旺區
的密度。
該區更是香港其中一個「紅燈區」。楊鎮華指，性工作

者有不成文的固定活動範圍，通常是在上海街及廟街，若
她們沒有「過界」，居民一般都會「隻眼開隻眼閉」。不
過，他提到，今年三四月期間有來自泰國的性工作者在西
貢街及北海街主動拉客，既擾民又有損公德，然而經該黨
向警民關係組投訴、警方採取行動後，整個賣淫集團都已
被瓦解，暫時未見死灰復燃。

尼泊爾裔港人難融入社區
「小尼泊爾」是佐敦的別稱之一。楊鎮華提到，該區尼

泊爾裔港人特多，他們在融入華人社會方面遇到一些困
難，如文化差異及言語不通，甚至有尼泊爾裔家長到以本
地小孩為主的幼稚園，為子女申請入讀時，校方以「沒有
學位」等藉口打發他們。他說早前曾與教育局副局長楊潤
雄會面，要求局方正視問題，安排少數族裔兒童入學。

◀楊鎮華身後的是泰林已棄
置的巨形招牌。 陳庭佳 攝

▲楊鎮華指佐敦的非法棄置
垃圾情況嚴重。 陳庭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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