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立法會的「拉布四丑」未能阻止財
務委員會通過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
撥款申請，隨即在大會會議上報
復，不停要求點算法定人數，本月
初的大會會議因而流會，昨日也幾
乎被他們成功「玩嘢」。有民調結
果顯示，在一眾直選議員中，「四
丑」中的黃毓民、梁國雄及陳志全
的評分下跌，其中黃毓民的排名更
在九龍西包尾。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13日至24

日以電話成功訪問了1,103名18歲
或以上香港市民，了解他們對所屬
選區直選議員及「超級區議員」的
表現評分，以6分為最高分，並於
昨日公佈民調結果。結果顯示，
「四丑」中的黃毓民、梁國雄及陳
志全評分下跌，分別跌0.1分、0.03
分及0.28分，其中黃毓民以2.32分
在九龍西敬陪末席。34個直選議員
中，以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評分最
高，為3.81分。
在5名「超級區議員」中，以民

主黨涂謹申得分最高，為3.02分，
其次為民協馮檢基（2.96分）、民
建聯李慧琼（2.82分）、工聯會陳
婉嫻（2.69分），剛在區選落敗的
民主黨「AV仁」何俊仁就以2.57
分包尾。
香港研究協會指，近六成直選議
員評分下跌，反映市民對他們工作
表現的評價未見改善，而不少現任
立法會議員在區選中落敗，反映市
民對部分議員或政團地區工作表現
未感滿意，呼籲各議員緊密結合立
法會和區議會之間的工作，更有效
改善市民的生活，以增加市民對議
員的信任。

梁繼昌拋錯書包賴「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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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 政情與評論

「傘兵」在選舉前，為了欺騙選
民，強調自己是「政治素人」，沒有
政黨背景、單打獨鬥，缺乏政治和選
舉資源，打扮成可憐的弱勢人物，強
調「政黨人物做得太久了，沒有創
意，沒有新政績，熟口熟面，現在應
該是改變的時候了，我們會帶來新的

作風和概念，請給我們一個機會」。結果，「傘兵」
騙到部分選民。他們當選後馬上露出真面目，不打自
招，大爆內幕，說出了要感謝公民黨和「青年新政」

的選舉支援和幫助制定選舉策略，為他們打好網絡的
鍵盤戰抹黑對手。
《蘋果日報》報道，「傘兵」鄺葆賢和楊雪盈在當

選之後，第一個要感謝的人是公民黨的吳靄儀和「青
年新政」的黎則奮。鄺葆賢說，黎則奮在選舉中給予
她很大的支援，他在早上8時投完票之後，就一直陪伴
自己到下午，傍晚又再回來。而且他一直當「鍵盤戰
士」，在網上說我很慘，沒有資源，呼籲大家一起來
投票。
楊雪盈則說：「我最欣賞吳靄儀，她有幫我助

選。」「當我們第一次面談時，我發覺她真是一個很
有心的前輩，會很認真去了解我的政綱，和很認真寫
一句推薦我的說話，她跟我說了一句『用溫柔的力
量』，我很受用。」「用溫柔的力量」，就是吳靄儀
的競選策略，千萬不要提及「佔中」，要包裝形象。
「高人」教路下，楊雪盈一改「佔中」的激進作風，
站在大坑的火龍徑，笑臉迎人，楚楚可憐，大派朱古
力，溫聲細語，詢問居民大坑有什麼可以改革的地
方，還一一記錄下來。為了表示溫柔和愛心，楊雪盈
連狗隻沒有公園也注意到了，準備為大坑居民的寵物
爭取權益。
鄺葆賢和楊雪盈和盤托出，公民黨就是他們的幕後

支持者，「青年新政」就是公民黨B隊，背後搞手就
是任建鋒，他和戴耀廷是陳文敏手下哼哈二將，專門

撰寫反對「一國兩制」的文章，並且推動「佔中」的
「公民投票」，煽動學生參加上街行動，是公民黨滲
透入校園的重要人物。任建鋒為了介入區議會選舉，
組織了「美孚家．政」和「法政匯思」，後來又成立
了「青年新政」。「青年新政」打正旗號走「本土路
線」，提倡「港中區隔」，堅決排拒內地，宣揚所謂
「以武抗暴」等暴力思想。
而黎則奮長期擔任網台時事評論節目主持，大力鼓吹

「本土主義」。他最近極力主張「傘兵」參加區議會選
舉，更指明年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應寸土必爭。他已
迫不及待呼籲：「共同提名支持最具民望和實力的傘兵
上陣，讓全港的民主力量集中起來，打出一場漂亮的勝
仗。」由此看來，「傘兵」選舉後自爆政治背景，和準
備參加明年的立法會選舉有密切關係。

「傘兵」自爆內幕露出真面目 徐 庶

■責任編輯：沈 陽 2015年11月27日（星期五）

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18日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會見
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23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時指出，特區政府及時將施政重點
轉移到經濟民生上來，得到香港社會各界積極回應。
中央政府充分肯定、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
工作，希望特區政府帶領香港社會各界凝聚發展共
識，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同時抓住
國家制定「十三五」規劃、實施「一帶一路」建設等
帶來的機遇，進一步謀劃和推進香港長遠發展。習主
席的講話，表明中央對香港的主流民意十分清楚。區
選結果再一次證明，注重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維護繁
榮穩定，支持政府施政，厭棄政爭致力和諧，仍然是
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

政爭議題今次炒不起
本屆區議會選舉是「佔中」失敗和政改方案被否決

後舉行的第一場全港性大型選舉，各派政治力量爭奪
空前激烈，投票率和投票人數均創下歷屆區議會選舉
的最高紀錄。在嚴峻形勢和激烈競爭中，建制派贏得
431個議席中超過70％的席位，並在全部18個區的區議
會繼續佔據多數議席，掌握主導權。大多數選民選擇

把票投給建制派候選人，顯示建制派憑藉一貫優良的
地區工作成績，致力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造福市民，
贏得了大多數選民的信任和支持。同時，也顯示市民
拒絕政治化，拒絕激進對抗。

市民拒絕政治化，政爭議題今次炒不起。雖然反對
派企圖炒熱鉛水、TSA 等事件，但卻徒勞無功。民主
黨最先炒作鉛水問題，但在13個鉛水區，建制派大勝
奪10席，民主黨只有吳劍昇險勝民建聯梁嘉銘72票僥
倖當選。對於TSA 事件，公民黨陳家洛猶如鯊魚嗜血
一樣，嗅到氣味就迫不及待把TSA操作為選舉議題，
但陳家洛機關算盡亦落敗。

激進對抗力量全軍覆沒
今次選民拒絕激進對抗最有說服力的事實，是「熱

血公民」、「人民力量」、社民連等搞激進對抗和以
「港獨」為宗旨的組織，其參選者全軍盡墨。傘兵也
不敢打出「佔中」旗號，在社區拉票時不但不敢自稱
「傘兵」，且對「佔中」噤若寒蟬，將以往激烈的政
治主張全部收起。「傘兵」之所以取得8 個議席全靠偽
裝。而以「傘兵」起家的3個「佔領區」，建制派在3
個區議會仍力保多數議席，「佔領」和激進背景的候

選人全部鎩羽而歸，凸顯選民至今對禍港殃民的「佔
中」怨氣未消。

香港政治呼喚中間溫和路線
搞激進對抗的反對派候選人全軍覆沒，而反對派候

選人走溝通路線反而有利贏議席。政改被否決後，首
次有中央官員港澳辦副主任馮巍與反對派溝通會面，
當日有份見馮巍的羅健熙及林卓廷皆高票當選。民主
黨黃成智退黨後成立參政平台「新思維」，走中間溫
和路線；同樣是「新思維」成員的周奕希，今屆區選
報稱為獨立候選人，於葵青荔景選區在無人挑戰下自
動當選。認同溝通的民主黨今次派出95人參選得43
席，勝出率45％，民主黨所得議席和勝出率在反對派
主要政黨中也是最高的。相比起來，趨向激進的公民
黨號稱行精兵制，派出25人參選得10席，勝出率僅
40％。激進派工黨派出 12 人參選得 3 席，勝出率僅
25％。這說明香港政治呼喚中間溫和路線，反對派走溝
通路線反而有利贏議席。

認真研究因應「本土路線」思潮
值得警惕的是，「本土派」新民主同盟冒起，以維

護本土利益、民生議題做包裝，實際搞政治化，鼓吹
分離主義。如何應對這股「本土路線」思潮，值得認
真研究因應。

新民主同盟 16 人參選 15 人勝出，反映主張「本
土」的政黨已獲得一部分選民受落。新民主同盟利

用水貨客問題，不斷操弄兩
地議題去製造政治風波，大
肆羞辱和謾罵內地同胞，其
目的是要讓兩地民眾彼此對立甚至仇視，變得水火
不容，破壞兩地和諧融洽的關係。這股「本土路
線」思潮，對香港繁榮穩定並無好處，但卻迎合了
受到水貨客問題困擾的部分市民的心理。水貨客使
新界東等地區街頭巷尾變得人多擠迫，當地居民日
常生活受到影響，而新民主同盟所得議席幾乎都集
中在新界東，這說明新民主同盟的「本土牌」的投
機性質。可以預見，在有票可圖的趨勢下，反對派
各個政黨必定會在明年立法會選舉的政綱中加入明
顯的「本土路線」主張，大力操弄兩地議題製造政
治風波去催票。

建制派應對這股「本土路線」思潮，首先要協助特
區政府處理好水貨客問題。目前水貨客中有約六成是
港人，內地持「一簽多行」的水貨客不足四成。對於
新界東和新界北的水貨客問題，實際上建制派已經積
極跟進，協助特區政府與內地聯手打擊水貨客，成效
顯著。民建聯還提議政府盡快興建邊境購物城，分流
內地旅客。其次，建制派要揭露反對派的「本土路
線」，表面上是維護本土利益，實際上卻是損害旅遊
業打爛市民飯碗，而且企圖將香港政治的內耗特色蔓
延到香港與內地關係中，破壞「一國兩制」。揭露和
遏制「本土路線」思潮，實際上也是維護港人的根本
利益，會越來越得到市民的認同和支持。

主流民意注重經濟民生 拒絕對抗呼喚溫和路線
今屆區選結果表明，主流民意仍然支持發展經濟民生，拒絕政治化，拒絕激進對抗，呼喚

中間溫和路線。政治議題今次炒不起，打正激進對抗旗號的反對派參選人全軍覆沒，「傘
兵」也不敢打出「佔中」旗號，反對派走溝通路線反而有利贏議席。但「本土派」新民主同
盟冒起，以維護本土利益、民生議題做包裝，實際鼓吹分離主義，值得警惕。

屈政府「包庇財團」
趁亂否決民生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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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晨立法會辯論中，公共專業聯盟議
員梁繼昌在立法會辯論中引經據典，試圖
解釋「政治politics」的希臘文原意，以證
明政治爭拗是「常態」。可惜，他「擺烏
龍」錯誤翻譯，主席曾鈺成提示更正。梁

繼昌事後在個人社交網站稱會反省己過，又「打圓場」
稱「今朝太累了」。
梁繼昌昨日在立法會會議討論「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議案時發言稱，就「邏輯學理解」，政治、經濟與
民生是密不可分。據孫中山說，政治乃眾人之事。「政
治」一詞是近200年才出現的中文譯詞，又稱英文「Pol-
itics」，是源自古希臘文「poly」，意思是「很多人」。

他據此引申稱，政治目的是為「眾人」及社區找出共同
可以接受的決定。由於政治是權力及資源分配問題，
「政治爭拗是常態，並不可怕」，而議會就是解決政治
爭拗的地方。

阿曾更正: politics源自Polis
在梁繼昌發言後，議員陳偉業要求主席點算法定人

數，令議會暫停。主席曾鈺成趁暫停會議期間，指出梁
繼昌的謬誤。他說，「Politics」原文應該是古希臘文
「Polis」，意指「城市」，「Polus」才解作「多」。他
又糾正梁繼昌的讀音，說「希臘」的讀音「係臘肉個臘
唔係獵人個獵」。

梁繼昌事後在面書上打上迷茫的表情符號，並寫道：
「覺得茫然。」他認為討論有意思，又感謝主席曾鈺成
的意見，願意虛心受教。他又道歉稱，「今朝太累了，
抱歉！」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立法會昨日續會，討論「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的無約束力議員議案。

工黨主席李卓人在發言時聲稱，經濟發展
的阻力並非來自政治爭拗，而是「少數財
團」把持本港經濟資源，而「小圈子選
舉」也令政權傾向權貴，令標準工時的議
題受大老闆反對，社會資源「分配不
公」，導致經濟發展增長減慢。公民黨黨
魁梁家傑則再次將矛頭指向特首梁振英，
聲稱是梁振英「出拳」把香港弄得翻天覆
地，反對派基於「自衛」才會爭拗。

王國興批如倒錢落鹹水海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反駁，政治爭拗的原
因是反對派旨在推倒政府，把時間浪費在
批評特區政府上，又在議會進行不合作運
動，以至特區政府在運用公帑解決民生問
題上有困難。反對派拉布次數多，過去1
年有27項工程因拉布受到延誤，工程造
價因此上升23億。23億其實可以用作扶

貧、讓公屋租戶免租1個月、及向42萬人
出「三糧」，現在金錢猶如散落鹹水海。
民建聯議員何俊賢指出，拉布已令議會

難以維持正常運作，拖慢政府施政。他比
喻說，有送文件的人碰跌了對方價值8元
的豆腐，馬上向對方賠償10元，因為文
件價值幾百塊，送文件者在衡量利害後終
於決定放下爭拗，以免因小失大。他提
醒，議員要了解政治爭拗對經濟帶來的影
響，而且，議員應當謹記從政的初衷，要
為香港人民做事，以帶來更好的生活。

陳克勤責挑動社會矛盾
提出動議的民建聯議員陳克勤批評，李

卓人不應該挑動社會矛盾，因社會各界對
香港建設都有出力，過分強調商界與勞工
界的鬥爭，顯示李卓人的階級鬥爭意識根
深柢固。他又反駁梁家傑對人不對事，把
所有問題都歸咎於特首身上，是為「泛
民」在公務小組拉布自圓其說。事實上，

香港很多問題在特首梁振英上任前已存
在，不是一朝一夕有人製造出來的。

蘇錦樑籲聚焦經濟民生
蘇錦樑在回應時坦言，政改方案經過兩

次詳細公眾諮詢後，6月份普選方案被28
名議員投反對票，最終被否決。他對香港
未能在2017年實現普選感到遺憾及失
望，但香港的經濟發展不能因此停下來。

他呼籲各界聚焦在經濟民生議題，重新出
發，以香港利益及長遠發展為依歸，求同
存異，透過理性辯論解決問題。
在大會就陳克勤的動議表決時，社民連

議員梁國雄要求等待當時不在現場的王國
興返回議事廳才點票，但王國興未能趕及
投票。議案在地方直選組別以12票支持，7
票反對，及4票棄權，尚欠1票未能在地區
直選組別中獲過半數支持，最後被否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自政改方案被反對派否決後，香港

社會撕裂，欠缺和諧不利發展。立法會昨日繼續辯論由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陳克勤提出的「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議案。有反對派議員試圖

混淆視聽，稱特區政府「包庇財團」，社會資源分配不公才是造成香

港經濟停滯不前的原因。陳克勤批評反對派過分強調「階級鬥爭」及

使用拉布手段，是在故意挑動社會矛盾。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

樑也指，對政改普選方案被否決一事感「遺憾」及「失望」，他期望

社會各界能求同存異，透過理性辯論解決問題。議案最後在地方直選

組別因欠1票而被否決。
■陳克勤 資料圖片 ■蘇錦樑 資料圖片

■何俊賢 資料圖片■王國興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