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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三名民主黨員陳德明、楊錚、羅國強發表
公開信，希望現任黨主席劉慧卿於明年領導層換
屆，能夠維持一個比較溫和的形象，不要跟着「搞
事四人幫」走激進路線。三人炮轟「搞事四人
幫」（即壹傳媒集團前主席黎智英、天主教香港教
區前主教陳日君、外號「民主阿婆」的前政務司司
長陳方安生、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不斷插手民
主黨的黨內決策，令民主黨失去選票，被邊緣化。
「佔中」慘敗之後，反對派背上「激進」和「本

土」的政治包袱，區議會選情非常慘淡。民主黨的
定位更加尷尬，前一階段，他們認為越激進越好，
少壯派以為可以吸引年輕「首次投票族」，大力排
斥黨內黃成智、狄志遠等溫和派，現在卻發現激進
是票房毒藥，許多選民都不支持激進的參選人，民
主黨又轉舵，認為候選人千萬不要突出「佔中」，
更不要承認自己是「傘兵」。
但是，「搞事四人幫」拉民主黨投向激進不遺

餘力，軟硬兼施。例如，李柱銘一直極力主張民

主黨和公民黨合併，合併的結果，就是公民黨吃
掉民主黨，更加會排斥民主黨的地區骨幹力量，
民主黨前線區議員將喪失出選的機會。民主黨中
人更加清楚李柱銘的意圖，出現抵制李柱銘插手
的聲音。民主黨大多數支持者比較溫和，重視法
治的觀念，不認同「佔中」，不接受「本土」勢
力的暴力激進所為，若民主黨傾向於街頭暴力鬥
爭，其支持者必然心灰意冷，肯定會放棄民主黨
的參選者。
「搞事四人幫」的最大本事，就是通過捐款操

控政黨和政客，黎智英通過「神秘捐款」令政黨
政客替其效勞，賣力反中亂港。民主黨中人明
白，世上沒免費的午餐，受人錢財，就要替人消

災，拿取人家的錢，當然就要被干預，甚至被吞
併。所以，現在民主黨的基層黨員一再告誡劉慧
卿，不要太接近肥佬黎，不要讓「搞事四人幫」
對民主黨指手劃腳，不要讓李柱銘的合併路線得
逞，更不要相信什麼「協調參選」的「甜言蜜
語」。因為，過往的選舉中，「搞事四人幫」多
次把民主黨的義工隊伍拉出去，支持其心儀的對
象，最後「劉備借荊州，一去不回頭」，民主黨
吃過不少虧。如今，民主黨中人開宗明義指「部
分立法會議員、中常委、中委要考慮不宜和黎智
英、陳日君、陳方安生搞得過熱」，並指「特別
係唔希望佢哋插手民主黨內部決策和路向」，總
算是迷途知返。

民主黨拒「搞事四人幫」插手防被邊緣化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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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派最初認為，經過「佔中」，市民會支持激進
路線，越激越好。所以他們發起「傘兵參選」行動，
以為「傘兵落區」，選票自然走上門。誰知道，傘兵
一站出來，就被地區的居民指罵，說他們靠害香港，
搞亂社會秩序，破壞經濟發展，未來香港形勢不容樂
觀，如果激進派人上台，市民一定「冇啖好食 」。居
民對「傘兵」態度冷若冰霜。於是，傘兵改變選舉策
略，洗刷「佔中」背景，扮演斯文有禮，開展「微笑
攻勢」。但是「傘兵」的伎倆欺騙不了市民，不會輕
易上當受騙。

激進抗爭損人不利己 無助爭取民主
大多數選民認同，香港需要溫和中間派，真心實意

做好地區工作，有商有量推動經濟發展，經濟搞好
了，香港的政制發展水到渠成。大多數選民希望，中
間溫和派能夠和中央對話，務實地解決民主發展及落
實「一國兩制」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具體問題。更多市
民認識到，「佔中」的失敗，說明靠違法暴力行動不
可能逼中央妥協讓步，反而使得中央立場更加堅定，
激進抗爭損人不利己，無助爭取民主。

最典型的例子，是鼓吹「港獨」的「城邦派」區選
提名難，選民不願意為「港獨」勢力提名，僅推出一
人參選。「城邦論」作者、「港獨大師」陳雲早在年
中就高調宣佈將派五六人參加區選，聲言會「遍地開
花」。「城邦派」以為，他們最激進，一定大受歡
迎。殊不知，他們其實是「過街老鼠」，完全不獲支
持。「遍地開花」變成了「遍地挨批」。

「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也撰文哀嘆，反對派
已經失去政治動員能力。選舉是最好的試金石，選民
覺得中間溫和派信得過，激進派信不過，激進派只會
搞破壞，把應該辦得成普選變成辦不成，最離譜的
是，他們傷害港人的利益去威脅中央。這是把鬥爭矛
頭指向大多數香港市民，最終弄得天怒人怨。

反對派在區選中充滿了「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失敗
主義情緒。《蘋果日報》的報道亦承認，「今屆區選
氣氛冷淡」。「佔領運動唔似得2003年咁，泛民支持
者有一致目標，反而連內部都有分裂，激進同溫和路
線越走越遠，成個泛民陣營都散散地，又點可以大力

推動區選創2003年奇蹟？」《蘋果日報》對反對派選
情分析悲觀，也充分暴露出激進派不得人心。

主流民意人心思定 主張溫和理性
民調顯示選民希望更多中間溫和派站出來，要求與

中央溝通，要求結束街頭暴力對抗，還香港法治、和
諧、安寧。近期，反對派陣營出現越來越多的分裂，
「雨傘運動」催生的激進「傘兵」不斷襲擊傳統中間
溫和反對派的選區，企圖取而代之，引起傳統中間溫
和反對派的強烈不滿。反對派區區上演「卡位戰」，
封殺對手，擴大地盤，內鬥正酣。本港區議會選舉，
反對派陣腳大亂，各自為戰，全無隊形和策略可言，
敗象已露，不敢正視問題所在，唯有賴「選舉氣氛冷
淡」，助選團「助選不力」。但是，建制派形勢大
好，人氣旺盛，士氣高昂。香港主流民意人心思定，
希望在法治、理性的氣氛下進行選舉，希望社會和和
氣氣，從政者見不到這一點，執迷不悟搞激進搞暴
力，與民意背道而馳，注定一敗塗地。

高天問

溫和中間派組織「民主思路」本月中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以電話訪問逾千名市民，近

七成受訪者認為本港需要溫和中間的政治力量；過半受訪者更認同有關力量有利推動互相尊

重的政治文化，避免社會撕裂，並可與中央溝通。這說明了經過「佔中」、政改被否決的衝

擊，本港社會主流聲音厭倦政爭，回歸到堅持「一國兩制」，尊重溫和理性、協商溝通，成

為社會的主流民意。這種民意將左右即將來臨的區議會選舉，激進派失去民意基礎，陷入了

沒有動員能力的困局之中。

七成市民支持溫和中間派 激進派區選陷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民主
思路」前日公佈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七
成受訪者認為香港需要介乎建制派和反對
派之間的中間力量，更有高達七成三的受
訪者贊成中央政府與反對派就政改問題展
開對話。「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昨日
表示，該組織將着力和中央溝通，又指民
調反映港人認為最迫切的不是民主發展，
而是改變政治文化。

湯家驊：民調指政治文化需變
湯家驊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自

己於年初時曾倡議「第三道路」，但當時
有人認為港人不會接受，而民調結果顯示
有42%受訪者稱自己傾向中間派，令他鬆
一口氣。
他引用民調結果指，最多受訪者認為中

間派需要推動互相尊重的政治文化、其餘
依次為避免社會撕裂、與中央溝通及推動
民主發展，反映港人認為最迫切的不是民

主發展，而是改變現今缺乏互相尊重、甚
至是互相妖魔化的政治文化，這種文化會
導致社會撕裂。

指中間派重視成果不愛擺姿態
湯家驊稱，民調結果顯示，沒有需要游
說港人接受中間派，因此「民主思路」將
集中精力爭取短期成果，如着力和中央溝
通，及釐清中間派的論述，最基本是中間
派是不會孤注一擲，在政治上不會要求玉
石俱焚，而是在不放棄基本原則下，爭取
在適當時候有階段性成果。他解釋，中間
派不會放棄目標，但覺得政治是需要有成
果，並非只是叫口號及擺姿態。
他又稱，在政治環境惡劣、其他派別都

採取鬥爭手法時，中間派應該韜光養晦，
為未來對話作準備，避免香港政治趨向偏
激，「所以（反對派）26個議員都走去
『佔中』，只有我一個沒有去，就是這個
原因。」

千議案阻創科局
口講少拉實狂拉反
對
派

陳健波昨日表示，截至昨日中午為止，他共收
到1,133項議員提出涉及周五審議成立創新及

科技局的撥款議案，其中以黃毓民提出的最多，佔
700項，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有247項，
「人民力量」兩名議員陳偉業及陳志全則提出170
項，還有工黨張超雄提出8項，公民黨黨魁梁家傑
1項等。

逐項否決起碼需28小時
他續說，初步計算每項議案，就算每項只花分半
鐘處理，也需要28個小時才能處理完畢，而以財
委會目前每周開會4個小時計算，最快亦需要延至
聖誕節才能完成所有表決工作。

陳健波：約議員商整合
陳健波指出，連同本周五將召開的兩節財委會會
議，議員就創科局的撥款申請已經討論了32小

時，議員已經是「問無可問」。過去一段時間，已
開始催促議員發問，希望議員能夠停止拉布，「與
其花28個鐘不斷撳（掣）否決，點解我哋唔用多
啲時間去討論議案呢？」
他說，會審視所有議案內容，看看有否重複，或屬

於序列式議案，並會與議員商量整合議案，希望能按
預期本周五會議時表決撥款，並重申不欲與議員交惡，
因為日後的高鐵和港珠澳大橋超支撥款申請，才是真
正的難關，希望先與各黨派議員建立互信。

盧偉國：年輕IT人憤怒了
經民聯副主席盧偉國昨日表示，自己剛收到一批
年輕資訊科技從業員的意見，不滿反對派的拉布行
為，並對此表示極度憤怒。他說，成立創科局的理
據已經說到「爛」，眾所周知。過去，香港在亞洲
「四小龍」當中一直名列前茅，可惜在反對派不斷
拖後腿之下，香港逐漸被鄰近地區超越。如今，其

餘「三小龍」在資訊科技範疇內，均各自已有不同
領域的突破，惟香港仍然停滯不前，故他們對香港
經濟發展極為擔心。

葛珮帆批莫乃光撐拉布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也批評，反對派的做法令人憤

怒。她指出，反對派上周才「信誓旦旦」聲稱「結
束拉布」，言猶在耳，如今竟然提出過千項議案，
完全是言而無信，毫無道德可言。
她說，為使創科局能夠盡快落實，無論是特區政

府還是建制派議員，都已經作出很大的耐性和讓
步，讓反對派有足夠時間發問，卻換來一次又一次
的拉布，科技界已忍無可忍，周五財委會會議期
間，將會到場示威，表達不滿。
葛珮帆還批評，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口

中聲稱支持創科局成立，但就完全放任及支持反對
派拉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將
於本周五繼續審議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申請，特區
政府已應反對派議員的苛刻要求，補交了大量文件，詳
細闡述創科局的主要工作，惟早前聲言將會減少拉布的
反對派，竟出爾反爾，截至昨日共提出了1,133份議員
修正議案，估計處理這些議案，單是按表決掣都需花28
小時之久。對於反對派這種「損人不利己」的行為，多
名立法會議員批評反對派言而無信，毫無道德可言，更
斷送香港的整體利益，並對此表示憤怒。他們呼籲財委
會主席陳健波果斷「剪布」，結束這場鬧劇。

袁國強今訪美談「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特區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今日至
下月4日訪問美國紐約和華盛頓，推廣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
律和解決爭議服務中心，並會與當地政府高層官員和不同界別
的領袖會晤，介紹香港及「一國兩制」的最新發展。
在紐約期間，袁國強將在哥倫比亞大學的Weatherhead東亞
研究所以「『一國兩制』下的基本法」為題發表演說，並會在
紐約國際仲裁中心和紐約香港協會合辦的酒會上致辭，及在美
國外國法律協會舉辦的午餐會上發表演說。他又將與美中關係
全國委員會會面，向該會介紹「一國兩制」的最新發展。
在訪問華盛頓期間，袁國強將於一個海牙公約會議上發表主
題演說。該會議為慶祝1965年《海牙送達公約》50周年和1970
年《海牙取證公約》45周年而舉行。他亦會在喬治城大學法律
中心就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和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角色發
表演說。
袁國強此行還將與當地政府高層官員和不同界別的領袖會
晤，包括美國司法部副部長Sally Yates，美國律師協會主席
Paulette Brown，美國參議院對外事務委員會東亞、太平洋和
國際網絡安全政策小組主席加德納，及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
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邵建隆。袁國強將於11月6日上午返抵
香港。

身為facebook（面書）「初哥」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昨日繼續在
這個新平台上與市民分享生活趣聞。CY在昨日清晨即留言分享指，
他在大半年前第三次去馬爾代夫度假，現在有直航很方便，但笑指
去馬爾代夫的問題是，「黃山歸來不看山，去過馬代（馬爾代
夫），不想去其他地方玩水。」

梁振英在其fb又提到，有一回跟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閒聊時，也建
議對方去馬爾代夫，而曾主席在剛過去的暑假到此一遊，還住了他
推薦的酒店，結果也相當滿意。

除了談旅遊外，鍾情栽種花果的CY，也不忘「晒一晒」他近期的
成果，一顆顆紅彤彤的盆栽小型水蜜桃，贏得不少網友「讚好」。
有網友更驚訝原來小盆栽也可以長出水蜜桃，CY留言說：「親手栽
種，倍覺可口！」

在昨晨出席行政會議前，CY被在場採訪的記者問到其
fb時笑說，「facebook方面，我到現在還在學習中，我這
年紀的人用facebook，怎樣也沒有你這個年紀那麼容易，
那我一步一步做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民建聯在過去兩年的全
國人代及政協會議期間，一直要求當局取消兩地牌司
機每年體檢的規定，國家質監總局近日回覆民建聯港
區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提出的建議，表示已經取
消兩地牌司機每年體檢的規定。

今年「兩會」時建議取消
民建聯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在今

年全國「兩會」期間提出多項建議及提案，包括提出
取消兩地牌司機每年體檢的要求，原因是香港與內地
之間各類人員往來都十分頻密，並無科學證據顯示兩
地牌司機具有特別的衛生安全風險。
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應根據不同時期的衛生風險評估，

對所有出入境人員採取適當的監控措施，不應特別針對
兩地牌司機，以每年體檢的形式作出恆常監控。
民建聯認為，內地有關的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應根
據不時變化的衛生安全風險，對出入境人員採取適當
的監控措施，而非根據車輛駕駛者的身份進行「年
度」監控。為爭取有關部門取消該規定，民建聯的兩
會代表曾經與廣東省政府及國家質檢總局聯絡。
國家質監總局近日回覆民建聯指，對兩地牌司機每
年體檢，目的是進行傳染病監測，以落實國境衛生檢
疫法及其實施細則的規定。因應民建聯兩會代表所提
建議，當局組織專家進行評估研究，最後同意香港和
澳門兩地車司機不必再強制進行傳染病監測體檢，改
為按一般口岸通關所實施的體溫檢測、健康申報等手
段進行監測工作。

兩地私家車檢驗獲簡化
另外，廣東省政府在答覆民建聯兩會代表有關簡化兩
地車檢驗的建議時表示，當局已經採取新措施，省公安
交通管理部門對註冊登記在6年內的兩地私家車，採取每
兩年檢驗一次的簡化安排，並可在網上辦理直通車指標
延期業務，通過快遞取證，不須要到現場辦理。

■■反對派又企圖阻延通過創科反對派又企圖阻延通過創科
局撥款局撥款。。圖為反對派早前在審圖為反對派早前在審
議預算案時拉布議預算案時拉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CY學用面書「馬代」益阿曾

「民主思路」：將着力與中央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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