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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區議會選舉，反對派一早就
宣傳選舉完全沒有競選的氣氛，選情
冷落，反對派傳媒更加不斷宣傳公民
黨和民主黨「選情告急」，催谷投
票。另一方面，反對派極力炒熱一切
議題，把經濟民生教育問題高度政治
化，例如鉛水問題、TSA問題、香港

大學副校長任命問題、創科局撥款問題、行政長官應
否納入防止賄賂條例規管、「反水貨客」等等，又在
多間大學製造學生衝擊校委會的事件，延續「佔中」
的影響，藉此吸引年輕人的注意，然後通過手機、互

聯網散播，刺激年輕選民投票給予反對派，結果令到
「新民主同盟」和「傘兵」跑出，反對派的內部矛盾
更激烈，更加難以協調。
反對派在傳統傳媒上冷處理，製造選情不熱的假

象，麻痺建制派，但在手機、互聯網上則大炒特炒，
以聲東擊西戰術搞突襲選舉工程。傳統激進政團「人
民力量」、「熱血公民」，這一次四面出擊，來勢洶
洶，結果並沒有獲得多少選票，選舉結果全軍覆沒，
扮演了跑龍套的角色。很明顯，這是一支「佯攻」部
隊，虛張聲勢，反襯了一眾「傘兵」溫和親民的清新
形象，讓「傘兵」成功博取到選民好感，突圍而出。

雖然此次區選有「傘兵」跑出，但是建制派只要準
備充分，仍然能夠頂住反對派的突襲，讓其無功而
返。例如中西區、灣仔區、銅鑼灣區、油旺尖區，以
及重點部署的葵青區、深水埗麗閣區、屯門樂翠選
區，建制派參選人地區工作做得好，登記選民做得
好，選舉動員做得好，助選活動做得好，有針對性的
宣傳做得好，突出了反「佔中」的宣傳主題，儘管面
對着超過60%的高投票率，建制派一樣能夠打退反對
派的進攻，甚至把一些盤踞多年的反對派大佬「挑落
馬」。
事實上，「新民主同盟」和「傘兵」冒起，勢必掀

起反對派內部激烈矛盾，更加難以協調。「傘兵」組
織青年新政表示有意參加明年立法會新界東議席的補
選，青年新政已在區選期間去信公民黨，要求與該黨

進行初選，以協調出選的人選。公民黨梁家傑則表
示，選舉並非兩個政團的私事，要評估選舉資源及策
略，及要與反對派進行商討，故稍後才能跟青年新政
討論補選問題。
「新民主同盟」在去年已經部署好在新界東擴張的
計劃，此次區選之後，「新民主同盟」手握的區議員
票剛好達到15張，可以推出超級區議員候選人。到明
年立法會選舉，鄭家富復出，「新民主同盟」既可派
人參加超級區議員選舉，又參加新界東的分區直選，
新界東成為「本土」、「港獨」混戰的戰場，其他新
界東的反對派現任立法會議員或有意參選者，例如陳
志全，隨時會因票源重疊而被拖垮。
「新民主同盟」、「傘兵」挾區選餘威，向傳統反
對派下挑戰書，老牌政黨會讓路嗎？連場混戰即將展
開，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傘兵」冒起反對派矛盾更熾熱 徐 庶

■責任編輯：汪 洋、袁偉榮 2015年11月26日（星期四）

建制派今次選戰成績不俗，共得到約78萬票，共佔
有約七成的議席。其中民建聯取得119席，成為區議會
內第一大政黨；工聯會取得29席；新民黨與公民力量
結盟取得26席；經民聯獲10席；自由黨獲9席。

建制派成功維持主導18區議會優勢
建制派成功維持了18個區議會的主導格局。尤其是

反對派較具實力的葵青區，建制派取得大勝，甚至連
曾經誇下海口聲稱要為葵青區「翻盤」的民主黨副主
席尹兆堅也落敗。葵青區建制派參選人取得了葵青區
29席中的19席，反對派在葵青區的議席由 13席減至 9
席。而在西貢、深水埗、南區及黃大仙，儘管取消了
委任議員，但建制派依然保持了在區議會的強勢。

建制派重點出擊行動取得成效，多名激進的反對派
主將紛紛落馬。包括民主黨超級議員何俊仁，民協超
級議員馮檢基，公民黨作為超級區議員的「希望人

選」的陳家洛。反對派多名「次重量級」和及第二梯
隊人馬也以落選告終。

建制派要在餘下三成議席再增長比較困難
今次建制派總得票由去屆逾67萬票上升至逾78萬

票，新增超過10多萬票，反映建制派基本盤得以擴
大。但建制派要在餘下三成議席再增長比較困難。因
為反對派會用精兵和建制派爭取餘下三成議席。建制
派面對更嚴峻的挑戰是，新生代湧現，給區議會未來
運作、立法會選舉、香港政治生態都帶來巨大影響。

今屆選舉有73 名候選人競逐連任失敗，同時有75 名
候選人首次參選就當選，其中33 人是30 歲以下的新
人。按照「傳統定律」，50 歲或以上的選民被視為
「建制派票源」，30歲或以下的年輕選民被視為「泛
民主派票源」。今屆區選在創新高的47%投票率下，建
制派依然獲取了良好成績，獲得七成議席，打破了所

謂高投票不利建制派的「定律」。

「首投族」湧現令建制派面臨挑戰
但也要看到，今屆區選新生代湧現，參選的年輕人

增加、當選的年輕人增加、投票的年輕人也顯著增
加，特別是大量青年「首投族」湧現，令建制派面臨
的挑戰不容低估。「傘兵」的意外成功，很大原因在
於吸引了大量青年「首投族」支持。預計未來青年
「首投族」人數會不斷上升，如果建制派沒有做好針
對年輕選民的應對部署，不能回應年輕選民的訴求，
能否維持優勢大成問題。

而且，要看到新增大量青年「首投族」，是與反對
派 「 碎 片 化 」 的 狀 況 共 同 湧 現 。 「 碎 片 化 」
（Fragmentation）原意是指完整的東西破成諸多零塊，
如今已應用於政治學領域。反對派出現「碎片化」，
是指近年來在「傳統反對派」之外，出現了許多激進
的反對派小型組織，這些小型組織發展下去並且累加
起來，有可能形成比「傳統反對派」還要大的力量。
今屆區選，反對派的「碎片化」，在「傘兵」和一些
主張「本土議題」的小型政團尤其明顯。反對派的
「碎片化」以新的組織和新的「政治素人」面貌出
現，迎合了某些地區選民求新求變的要求。

建制派須做好針對年輕選民的應對部署
面對選舉愈來愈年輕化的趨勢，建制派必須做好

針對年輕選民的應對部署，
回應年輕選民的訴求，要做
好 短 中 長 期 計 劃 ， 轉 變 思
維。

建制派要回應年輕選民的訴求，特別要關注年輕人
的上樓、上流、上位問題，協助特區政府採取更多措
施紓緩年輕人的人生困境，減少「憤青」增長的社會
土壤，使年輕選民在有人生出路的情況下，在投票選
擇時支持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建制派。

一些「本土派」政黨成功取得多個議席，反映「本
土派」有擴大之勢。但反對派的「本土主義」是「偽
本土主義」，其實質是分離主義，帶有「港獨」意
味。對這股「偽本土主義」思潮，建制派應認真研究
如何應對「本土派」政團操弄兩地議題，製造政治風
波。建制派要鼓勵香港年輕一代放開懷抱認識國家，
自覺把個人的發展和香港的前途、國家的命運結合起
來，更多地認知、參與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抓住
時代機遇，開拓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事業，避免「本土
派」政團誤導更多的青年。

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比一代年輕，建制派面對新
生代湧現的挑戰，要進一步做好新老交替的部署，培
養更多的年輕新人、新面孔，以適應選舉年輕化的時
代潮流。面對反對派政團「碎片化」和年輕化的趨
勢，建制派也應該成立更多新的和年輕化的參選組
織，以適應選舉政治求新求變的要求。

建制派戰果不俗 未來挑戰不容低估
建制派今次選戰成績不俗，繼續成為穩定香港力量，但面臨的挑戰不容低估。特別是今屆

區選新生代湧現，包括在建制和非建制都上位，給區議會未來運作、立法會選舉和香港政治

生態都帶來巨大影響。建制派能否做好針對年輕選民的應對部署，回應年輕選民的訴求，是

能否維持優勢、爭取支持的最大挑戰。建制派要做好短中長期計劃，與時俱進，特別要進一

步做好新老交替的部署，培養更多的年輕新人、新面孔，特別要培養具有香港新生代新思維

新作風新面貌新特徵的年輕選舉人才。

——區議會選舉結果分析系列評論之一

揭馮敬恩屈校委
港大錄音再流出

吳克儉：校委主席依例「用才」適時頒任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香港反對
派繼粗暴干預港大副校長遴選後，近日又再
明目張膽政治干預校務委員會主席的任命。
在昨日的立法會上，反對派繼續死纏爛打聲
言，特區政府「用人唯才」原則是「用人唯
奴才」，質疑教育局最終只會「聽梁振英支
笛」，並對「梁振英魔爪」摧毀院校自主
「感痛心」云云。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反駁
說，特區政府委任大學校委會成員，定會以
「用人唯才」原則，確保人選按法例履行職
責，以院校長遠發展及學生利益為依歸，當
局將會適時公佈任命。
在昨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公民黨議員郭家

麒提出質詢稱，港大校委會主席任期已於本
月6日屆滿，但當局至今仍未公佈接任人
選，要求當局交代委任的考慮因素，並盡快
交代接任人選，避免職位長期懸空。公民黨
黨魁梁家傑則揚言，教育局最終只會「聽梁
振英支笛」；工黨議員李卓人亦抹黑聲言，
特區政府經常採用「用人唯才」的「萬能
Key(萬能鑰匙)」。
吳克儉回應時強調，特區政府委任所有法

定組織成員的原則是「用人唯才」，當中考
慮到有關人士的才幹、專長、經驗、誠信和
參與社會服務的熱誠等，並充分兼顧法定組
織的相關法例規定等法定要求，「本局不會

對個別人士作出評論，但委任定會確保人選
有實質貢獻，按法例履行職責，以院校長遠
發展及學生利益為依歸，維護學術自由及院
校自主。本局將於適當時候公佈任命人
選。」

駁反對派混淆偷錄與媒體披露
其間，「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則上綱上

線聲言，教育局公開譴責校委會錄音外洩，
但不譴責本報早前獨家披露港大物色委員會
就副校長任命的建議人選，質疑特區政府對
事件持有「雙重標準」。吳克儉回應時嚴正
反駁指，兩件事不應混為一談，強調當局考

慮到公開偷錄錄音事態嚴重，再者港大管理
層已就事件作出決定及回應，因此教育局亦
就事件作出回應。

■■吳克儉吳克儉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立會4𨋢 「離譜」停用
曾被激進反對派議員的助理「玩電

梯」的立法會大樓，昨日下午3時半左
右開放予公眾、記者及職員使用的4部
升降機全部暫停使用，大批傳媒及市
民受影響。當時民主黨主席、立法會
議員劉慧卿（卿姐）剛好在場，性急
的卿姐立即大斥「離譜」。由於影響
範圍廣泛，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一度
親自到場了解，他說：「電梯已通過
電機工程署檢查，暫時未知原因。」
有議員私下指，初步懷疑因斷電影響
運作，而需進行維修。直至昨午約3時
45分，其中一部電梯恢復運作。

2013 年，立法會審議財政預算案
《撥款條例草案》期間，社民連梁國
雄（長毛）、「人民力量」陳偉業及
陳志全等激進派議員發起拉布，提出
700多項修訂；長毛助理更將立法會大
樓內的議員專用升降機，按下1樓至10
樓樓層的按鈕，令部分建制派議員被
阻延約兩分鐘才能返回會議廳，令會
議一度只差 20 秒便流會收場。事件
後，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決定，將
大樓內 7 部升降機，劃
分其中 3 部專供議員使
用，餘下 4 部則供傳媒
及公眾人士使用。

■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自明）立法會昨日完成審議
明年立法會選舉選區劃界及
議席數目的附屬法例。5個
直選地區數目及劃界不變，
但港島會由7席減少1席至6
席，九龍西則增加1席至6
席，九龍東、新界東及新界
西議席不變，分別維持6至9
席。特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譚志源重申，選舉制度
不是為政黨度身訂造，希望
議員不要將陰謀論放入選區
劃界和議席數量去討論，否
則是本末倒置。
現屆立法會任期將於明年

屆滿並進行換屆選舉，選舉
管理委員會就明年選舉的地
方選區分界及議席分佈提出
建議，並於上月通過獲行政
會議接納。立法會昨日通過
審議有關附屬法例，明年選
舉維持5大選區名稱及劃界
不變，但會按人口變化，將
港島區議席由現時7席減至6
席，九龍西選區由現時5席
增至6席，新界東及新界西
選區維持各9席，九龍東維
持5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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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港大雖已向法庭就校委會會議被偷錄的聲帶申請禁制

令，但別有用心者依然透過其他途徑去洩密。數段剪
裁過、共長約21分鐘的錄音昨日傍晚於台灣網上討論區ptt
流出，一開始是疑似校委黃景強發言，表示任命一個人與
否與學術自由無關，打破個別人士將學術自由與陳文敏任
命一事掛鈎的說法。此外，發言者亦指出，港大已經非常
分化，極需團結起來，但認為候選人陳文敏有爭議，並不
支持其任命。
疑似盧寵茂則表示，自己和陳文敏曾經都住在港大學生
宿舍聖約翰學院，而陳亦曾支持他及其部門，他對此表示
感謝，也認為陳是很好的人，再加上陳已服務港大多年，
故一開始支持其任命。不過，其後他留意到陳的學術水平
未如理想，過去15年每年所發表的項目都不到5項，個別
年份如2008年和2011年更只得1項發表，故對陳的升遷持
保留意見，並指出一般助理教授若其學術表現如此，「一
定會有麻煩」。

指袁國勇認同陳文敏非升職人選

此外，盧言語間更透露「KY（袁國勇）」亦認同陳文敏
並非升職人選，而馬斐森原來沒有為意其學術資歷的問
題。疑似盧寵茂進一步指，陳文敏的學術資歷難以督導人
事，若未來有候選人被拒，很可能會感到不服氣，會認為
「看看你的履歷，你的履歷還不如我」。
他又提到，陳文敏在7月衝擊校委會一事發生後，竟然將

問題歸咎於校委會，盧認為有人將其政治論調帶進大學，
情況令人感到驚恐。由於遴選委員會是於5月完成其工作，
7月的衝擊未有包括在內，疑似盧寵茂反問馬斐森，作為遴
選委員會主席，若發現候選人違反保密原則、公開自稱已
被推薦，然後抱怨校委會沒有做「正確的事」，亦不關心
校委會和職員的安全，會否將這些情況列入推薦與否的考
慮當中。

捱屈受苦 盧寵茂悔做校委
疑似是盧寵茂的發言者強調，自己5月才被選進校委會，

是一名新人，本來並沒有想過要處理副校長遴選一事，

「但我現在有點後悔了……過去幾個月我受苦，是因為我
加入了校委會。」他坦言，對於7月校委會被衝擊時，自己
在混亂中受傷跌倒而被人揶揄為「做戲、插水」，他覺得
很難過。他又指，自己並不認為要有「政治認同」，參與
政治活動並不影響工作，並直言自己並非「梁粉」，更不
曾與特首梁振英對話過，「但似乎所有人包括陳文敏都已
標籤了（我），無論我受什麼苦都活該。」
在錄音中，「力排眾議」的疑似馬斐森未有回答有關問

題，反稱對方的說法是對人而非對事，又謂自己不能代遴
選委員會說話。他坦言，任何結果都不會受歡迎，但認為
委任陳「會對大學的損害更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大學校委會會議遭錄音外洩的餘波未了，昨日再有一段被

指是校委黃景強、盧寵茂和校長馬斐森等人的錄音外流，其中黃、盧和廖均不認同任命陳文敏為副

校長（學術人力資源），而馬斐森雖欲力撐陳上馬，但錄音內容卻揭露了馬斐森原來不知陳的學術

成就未如理想。就學生會會長馮敬恩曾稱盧寵茂說陳文敏沒有向他致以慰問（show sympathy），

並將之與任命被否決掛鈎，但錄音中完全沒有「show sympathy」一說，反而有疑似盧寵茂者強調

「不需要其慰問」，再一次證明馮敬恩當日亂爆料屈校委。
■■早前港大學早前港大學
生 衝 擊 校 委生 衝 擊 校 委
會會，，即使盧寵即使盧寵
茂跌倒受傷茂跌倒受傷，，
一眾學生仍不一眾學生仍不
肯為不適者讓肯為不適者讓
路送院路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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