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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選推高反對派「內鬥」高潮
這次區選結果固然有令人出乎意料之處，但整體仍

算平穩，建制派與反對派的勢力並未打破，真正的變
化其實出於反對派內部：「傘兵」分走了反對派相當
一部分的票源。在一些「焦點戰區」，青年「首投
族」大力支持「傘兵」，但對於何俊仁、馮檢基的
「告急」求救卻毫不理會，這說明反對派的政治生態
正在改變，而民主黨多名第二梯隊紛紛落馬，明星議
員的落敗數量遠多於民建聯。然而，反對派卻要自欺

欺人，老是強調鍾樹根、葛珮帆的落敗，以為這就代
表反對派取得勝利。不論怎樣計算，都是反對派失利
更多，而所失的議席更加具有戰略意義，為什麼反對
派竟然不作反省，還將失敗當作勝利？
其實，這次區選結果已經埋下了反對派分裂、內鬥

的因子。首先，「傘兵」的胃口和野心已經被大大刺
激，他們以為自己是「明日之星」，有廣泛支持，所
以絕不會甘心只保着幾個區議會議席。「青年新政」
日前已表示會參選明年的新界東補選，並且要與公民
黨「協調」云云。所謂「協調」不過是要公民黨讓

路，但公民黨豈會甘心就範？同時，「傘兵」必定會
在下年立法會選舉多路出擊，五區隨時都會派人出
選，尤其是激進派的票倉新界東，這樣人民力量的
陳志全就該着急了，梁國雄、范國威同樣要謀劃自
身出路。而「傘兵」參與「超選」也不是沒可能，
只要他們找到「水喉」，有人有財，又怎會理會反
對派的協調機制？屆時，不知有多少反對派現任議
員會成為「傘兵」的犧牲品了，這將加劇雙方的對
立和矛盾。

「超級區議員」引「群雄混戰」
反對派三名「超級區議員」中，有兩人已失去議

席，即是說反對派本來保險的出選部署被全部打亂。
固然，民主黨很可能照出兩隊，而民協也不是完全
沒有機會，不過是領軍者要換人而已。例如民主黨
副主席羅健熙擺明車馬想參選，但他只是區區一個
區議員，競逐資歷未必受到黨內認可。其他民主黨
年輕一代也會有想法，都想趁這個難得機會「上
位」，又怎會禮讓？至於民協有可能改派副主席譚
國僑出戰「超級區議員」，只要民協能夠向民主黨
等借幾個議席就可以提名，但問題是譚國僑自己能
力、聲望都不足，沒有壓場的能力，而民協新生代
秘書長楊振宇也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民協又如何擺
平？至於其他反對派，如「新民主同盟」的范國

威、公民黨等都未嘗沒有染指「超級區議員」的野
心，由於上屆的平衡在今屆區選被打破，反對派的
部署也必定會發生變化。
還要看到的是，這次區選結果將影響反對派各政黨

的內部爭位。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勝出，劉慧卿既
喜議席增長，但同時又怕林卓廷要「逼宮」取代
其黨主席的寶座。民協馮檢基落敗，隨即表示不
會退出議會，換言之其肯定會循九龍西出選，但這
次重返區議會的譚國僑若真的冒險出選「超級區議
員」，恐怕他不會「讓路」予馮檢基。馮檢基早
前揚言不會再選九龍西，如果出爾反爾如何對黨
員交代，又如何紓解第二梯隊的不滿？這都是馮
檢基需要面對的考題。當然他絕不會甘於放棄議
席，民協之後肯定會好戲連場。而公民黨陳家洛最
終沒有創造奇蹟，在海怡大敗而回。梁家傑「愛將」
譚文豪同樣在麗港城大敗，證明其實力只屬「有限公
司」。陳家洛在短期內就會要求公民黨領導層讓他
「空降」九龍東，以譚文豪「敗軍之將」將很難阻
止，但始終意難平，公民黨九龍東樁腳是否全力為陳
家洛輔選，令人質疑。
所以，反對派對這次區選根本沒有值得高興的理

由，贏家只是「傘兵」，不是民主黨、民協，而區選
結果更會激化反對派的內鬥，彼此為爭奪出選權爾虞
我詐。如果這也算是勝利，實在令人無語。

龔信之 資深評論員

反對派區選結果已埋下分裂因子
區選結果公佈之後，反對派喜形於色，紛紛視之為一場勝利，甚至連區議會議席下跌的民

主黨，主席劉慧卿也對結果表示「滿意」云云。然而，反對派有何「勝利」可言呢？論得票

增長，遠低於建制派；18個區議會全在建制派主導之下；多名反對派明星級議員被建制派

年輕小將「挑下馬」；建制派在區議會的優勢並未有動搖。反對派所謂的「勝利」，不過是

一班「喬裝打扮」的「傘兵」，依靠「突襲」取得幾個議席而已，真的動得了大局？相反，

這次區選已經埋下了反對派明年立法會選舉的分裂因子：一是區選結果刺激了「傘兵」胃

口，他們不會再聽反對派的指令，勢將壓縮反對派的空間；二是由於何俊仁、馮檢基落馬，

反對派在明年出選「超級區議會」缺乏大將壓陣，必將引發大批第二梯隊爭奪；三是反對派

大佬落馬，而他們又不甘退場，必將激發黨內的矛盾，爆發嚴重內訌。區選結果帶給反對派

將會是一個混亂的局面，真的不知道他們高興什麼！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不容「港獨」妖孽陳雲興風作浪

「中共超限戰勝利之後，香港本土人將會被
當作戰俘一般的對待……」以上網上帖文，
言辭惡毒，粗鄙下流，遠超過一般市井無賴
的用語。令人難以想像的，這竟然出自一位
大學教授之口。嶺大校長鄭國漢今年3月向該
校中文系助理教授陳雲根發出警告信，指自
己從畢業生及公眾收到有關陳雲言論的投
訴，認為他的部分言行「與學者身份相
悖」，已超越言論自由底線，違背大學教授
基本操守，嚴重影響嶺大校譽，所以敦促陳
雲多加注意，慎言慎行，回歸教學及學術研
究，否則後果自負。
鄭國漢給陳雲發警告信，可見已忍無可忍，

但陳雲不知悔過，反而於今年11月區選期間，
借激進組織「熱狗」之力趁勢「搞大件事」，
宣稱自己「被迫害」，言論自由遭「打壓」。
並向鄭國漢遞交「聯署譴責信」，要求鄭國漢
收回警告信，及就事件侵犯學術及言論自由向
陳雲道歉。
此事實在令人感歎，堂堂一間香港的大學，

不能正正經經地傳道授業解惑，任由這些披着
知識分子外衣的文化流氓為所欲為，不但莫奈
其何，就連稍作勸喻也被視作侵犯學術及言論
自由，長此以往，香港豈不成了三不管的罪惡
之城？香港的大學豈不成為藏污納垢之地？

「國師」妖言惑眾荼毒青年
首先，我們不妨看看陳雲的學術販賣的是什

麼貨色。陳雲，臭名昭著的「港獨」妖孽，他
一手成立「香港復興會」、「大城邦有限公
司」及「本土新聞」，同時與海外註冊的「香
港獨立黨」聯動，吸取「政治獻金」，意圖在香
港擴張「港獨」運動。陳雲曾舉辦名為「復興生
活的力量」的講座，表面上是一個輕鬆生活講
座，但其實滲入「港獨」的「植入式廣告」，不
斷鼓動信眾「反政府就是自主」，稱香港現在是
「共產黨的殖民地」，正處於「戰爭狀態」，而
要「推翻港共政權」、建立「香港城邦國」，就
要先從改變自身習慣做起。他不但在「佔中」期
間大膽聲稱要「血洗」旺角「佔領區」，最近更
被揭出傳播「港獨」理論，手段無所不用其
極。繼「建國班」、「功夫班」後，日前又舉
辦名為「戀愛講座」及「復興生活的力量」的
活動，渲染「野外交合」，誨淫誨盜，內容露
骨令人作嘔。就是這樣一個邏輯混亂，信口開
河，完全活在自我幻想的空間，將現實當成是
電腦遊戲，近似精神錯亂的妖孽，卻被其信徒
奉為「國師」，如果當局不予以正視，對無知
青年的禍害將難以估計。
一言以蔽之，陳雲的學術，其實就是「港獨

淫邪」，陳雲的言
論，已超越了言論自
由的底線，這樣的
人，就算不將其強押
至精神病院診治，也
應該由警方警誡，飭
令他謹言慎行，免得
遺毒社會，禍害青
年。現在不但任由他
披着學者的外衣繼續
播毒，還有人要為他出頭討公道，到底天理何
在，天道何存？

濫用言論自由禍害香港
很多人以為，香港是民主社會，每個人都有言

論自由，但任何事情都有一條底線，言論自由
也只能在法律許可範圍內發揮，在香港宣揚
「港獨」，已逾越了基本法的規定，侵犯了國家
主權，影響了社會穩定。香港所行的是「一國兩
制」，「港獨」言論很明顯是要分裂國家，若
「一國」不存，「兩制」何在？若容忍這種行
為，那今日反國教，明日噓國歌，國家的尊嚴何
在？香港的前途何在？七百萬人安身立命的基本何
在？若對這種行為熟視無睹，那等於有法不依，更
是無視國家安全，損害了七百萬人的利益！
台灣歌手黃安有感台灣的亂狀說：「台灣

現在壞人太囂張，好人太窩囊」，其實香港
的情況比台灣更甚，香港是「壞人太囂張，
政客太窩囊，警察太善良，政府太無奈」，
長此以往，受苦的仍是七百多萬的善良百
姓。普世價值的高調可以唱，但無須唱到連
祖宗也忘了，沒有人可以否認香港人也是中
國人，我們不但要安居樂業，還需要一個可
以遮風擋雨，保有我們的尊嚴和足以自豪的
強大國家。

「言論自由」，是香港社會的根本。但若利用「言論自由」去製造社會混

亂，那「言論自由」就不再是「言論」而是反社會的武器。正如某些地區的

人民可以擁有槍械，但若用槍去殺人，那他們用槍的自由也就需要受到限

制。同樣，陳雲等「港獨」妖孽要利用言論自由禍害香港，他們的自由同樣

要受到限制。今日香港亂象頻生，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若我們還不採取

行動，難道要等到「顏色革命」發生，無知青年受牽連，香港社會經濟崩潰

時才着急嗎？

今年的區議會選舉選情是歷年來最激烈的一次，
從47%的投票率可以看到市民對區議會的工作及自
己所屬的社區愈來愈重視。
是屆區議會選舉一大特色是冒出了很多所謂的
「傘兵」組織所派出的候選人，平均年齡在26歲左
右。他們以為可以如2003年區議會選舉一般，乘機
博取「上位」機會，結果只有8位「傘兵」候選人
可以進入區議會。從數字上看，「傘兵」的競選伎
倆未必得到主流選民的受落。
與2003年比較，這些「傘兵」組織，雖然表面分

散，其實很有組織力及資源，並不是烏合之眾。審
視他們的助選團和文宣手法，乃至競選策略等，均
顯示其背後有「高手」操盤指點，也可以說這些
「傘兵」只是棋子而已。大部分「傘兵」此次並不
過分宣揚「佔中」理念，甚至與之進行切割，不主
打政治牌，拿出的政綱往往集中在民生事務，比如
要趕走老鼠、鋪好地磚等，把自己打扮成「民生戰
士」。另外，「傘兵」還以年輕作為賣點，說要趕
走「老人政治」云云。他們的口號叫得漂亮，但卻
缺乏地區服務經驗，未來的實際工作表現如何，實
在需要「聽其言，觀其行」。
從積極意義來看，「傘兵」參選，可以作為檢視
現任區議員地區工作成果的一種考驗和測試。如果
現任區議員盡力、貼心服務，應該不會有太大問
題。反之，如果市民認為當區區議員不努力、不作
為的話，就有「墮馬」危機。
社區服務是檢視區議員工作成敗的最重要標準之
一。未來四年，期望志同道合的地區朋友，大家努
力為社區、為香港，多走幾步、多流汗水。我們深
信，這些努力不會白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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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內地報章評論以《香港「八達通式」危機驚
醒了誰？》為題，指出香港的八達通電子支付系統雖
然曾經領先全球，但礙於發展十多年來沒有太大的轉
變，如今已給內地的支付寶迎頭趕上。事實上，對於
這種論調，筆者不敢苟同。如果在使用層面上作出比
較，香港不論男女老少都擁有一張八達通，在社會上
相當普及，而內地的支付寶系統就只限於城市中懂得
運用智能手機的群體，更何況該系統又局限於流動網
絡覆蓋範圍。不過，話說回來，雖則香港八達通不至
於被冠以「落後」這個罪名，但其整體的科研環境還
是令人憂慮。
多年以前，特區政府提出「數碼21」計劃，並每隔
一段時間提出更新，目的是為了推動香港發展智慧城
市的政策。如果再看前一點，我們還會記得於1980年
代，香港企業推出 EPS系統，將銀行卡和電子消費聯
合起來，使大部分人「一卡在手」就能夠即時實現無
現金的結算，當年更是成為全球多個城市爭相仿效的
技術。及至1990年代，再有 PPS的電話付費功能推
出，然後就是八達通的出現。由此可見，當年香港在
科技應用上，至少在電子交易方面，是名列前茅。不
過，內地近幾年來的電子科技發展可謂一日千里，從
網購的發展，加之物流業配合，再到今天一系列
「微」產品的出現，打造出一個結構生產的模式，為
內地許多城市的居民生活，帶來實實在在和前所未有
的方便。在這種潮流下，內地也不再戴着玫瑰色眼鏡
觀看香港，使得「東方之珠」有點「斯人獨憔悴」的
危機。
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凝聚出爭勝的決心

和精神。中國內地不僅擁有龐大的「人口紅利」，在
人才的數目上也佔有絕對優勢。這種爆炸性的發展，
可說是毫無懸念。內地的發展不僅追上了香港，還趕
過了台灣、日本，甚至相比近年積極發展高新科技的
韓國及新加坡也毫不遜色。面對內地的急速崛起，東
亞周邊城市沒有過分沉溺於過去的光輝，傷感於「吾
道衰也」，反而將中國崛起視為新世代的機遇，利用協
作網絡關係將經濟做好。同樣地，香港的出路，也可算
是相當明顯，要麼就是發展出自己獨有的科技系統，
但一來成本高昂，二來時間需時；要麼就是對內地科
研成果加以利用，再尋求和開拓相互合作的機遇。
今天內地的支付寶事業發展得風生水起，香港不妨
多向其學習，提升自行研發的能力，或者考慮技術引
入的可能性，理順相關法例及問題，邀請相關企業進
駐香港，達至雙贏。正如現時香港的港鐵公司管理技
術是全球聞名，其他城市也會邀請有潛力的企業前往
當地投資開發及管理，而不是互相排斥，傷害彼此城
市間的感情和關係。
風物長宜放眼量，我們相信香港不會因為近年來的
紛亂而一蹶不振。香港擁有獨特的文化和優勢，只要
和內地的發展加以配合，走出「零和」搏弈的思維定
勢，本港的出路還是多元和康莊明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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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態的經濟下行趨勢，世界對華充滿焦慮。
6月份以來的中國股災和8月份的人民幣匯率中
間價市場化調整，連美聯儲都不得不再次推遲加
息。這種焦慮不安在各大機構和輿論間傳染蔓
延。
在中國看來，新常態屬於主動為之的結構調

整，是系統化的去痾改革。因而，在調結構和穩
增長的辯證關係中，中國決策者一直是雙向並
行，但更看重於調結構。即使第三季度經濟增長
率為6.9%，政策面給出的答案也是從來沒有說一
定要達到7%的經濟增長目標。在「十三五」規劃
中，中國又設定了經濟增長6.5%的「測算依據」
（並非底線指標）。可見，中國現在和未來的經
濟發展，開始從行政命令式的追求定量「硬指
標」，轉向以市場導向為依據的求質「軟指
標」。

新常態的結構調整是去痾改革
即使以「量」評價，6%以上的經濟增長在全球
範圍內也屬於中高速區間。對全球市場，無論是
發達經濟體抑或新興市場，依賴中國粗放式的
「吞吐」消化全球需求和中國作為低端產業鏈來
提振全球經濟，顯然不可能也不可持續了。對中
國市場的焦慮也好，對中國的未來悲觀也罷，世
界看中國亟需新思維。
大宗商品價格依然低迷，全球貿易仍然缺乏活

力。全球範圍的貨幣戰雖然沒有打起來，但是美
國量化寬鬆（QE）的大戲已謝幕，全世界焦灼地
等待着美聯儲加息。日本和歐洲的量化寬鬆還在
繼續，新興市場也只能從貨幣政策上來適應後危

機時代的變局。全球貨幣低調但爭相貶值的大趨
勢，在利己主義的邏輯下，使得全球貿易缺乏生
氣。主導全球貿易的多邊框架世貿組織（WTO）
也失去了領導力，多哈回合談判變成了看不到希
望的馬拉松。區域自貿協定談判的交叉和融合成
為後危機時代的經貿一體化主體，但須防止出現
以地緣經濟服務地緣政治的傾向。
中國新常態要求世界摒棄依賴中國的慣性，並
非市場困境和轉型壓力下的自利，而是希望全球
汲取這一危機周期的教訓，即通過傳統秩序的更
新和新秩序的融合，完善全球經濟治理，迎來新
的全球經濟增長周期。
中國做了很多努力，但全球市場的思維並未跟

上。以8月份人民幣匯率市場化調整為例，包括美
國在內的很多經濟體，擔憂中國以貨幣貶值的方
式促進出口，從而建議中國要發揮內需市場的活
力。這顯然是杞人憂天。作為多年的順差大國，
中國並不需要貶值刺激下的出口，更不會追求讓
中國成為負擔的貿易順差。和節制低收益高風險
的投資一樣，中國亟需的是創新驅動下的高附加
值的出口，更急缺的是服務貿易的順差。
激活內需市場，中國比美國或其他任何國家都
更為急切。在中國一攬子深化改革的內政舉措
下，尤其是「中國製造2025」、「雙創」（大眾
創業、萬眾創新）和「互聯網+」三大戰略催化
下，「一個大幅度增加創新驅動和消費拉動力的
可持續增長新模式」（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語）正
在形成：服務業已佔到中國GDP的一半，實現對
製造業的反超且升勢不減；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
獻率達到60%。

中國消費力驚人 無須為經濟增長悲觀
重要的是，這並不包括富起來的中國人為全球
市場作出的貢獻。據統計，中國出境遊人數和購
買力已連續3年位居世界第一。2014年中國內地
公民出境旅遊達1.09億人次，海外支出同比增長
28%達到1,648億美元。預計2015年中國內地公民
出境旅遊達1.2億人次，消費支出將高達1,940億
美元，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中國雖然是全球第一
大貨物貿易大國，卻是服務貿易逆差國。2014年
的境外遊消費支出，和當年的服務貿易逆差相
當。
剛剛過去的「雙十一」，僅阿里天貓銷售額就

將近千億元人民幣。正如美國《巴倫周刊》所
言，今年「雙十一」銷售額超過歐洲國家斯洛伐
克去年一年的GDP總量。德國股東網更直言，中
國一天的銷售額是一些西方網購商一年的業
績，而且這一結論是以90億美元計算的。
看到中國極具潛力的消費力，恐怕不會再為中
國降下來的經濟增長率而悲觀。更何況，中國主
導的亞投行（AIIB）已經成為比肩世行（WBG）
的全球經濟治理機構。「一帶一路」戰略正從亞
非窮國延伸至歐洲富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對人民幣充滿新期待，在即將來臨的
IMF 會議上，人民幣「入籃」特別提款權
（SDR）幾成定局。
緊盯中國新常態的經濟增長，全球市場收穫的
是焦慮和沮喪。換一下思維，看看中國調結構的
成果，中國帶給世界的是信心。
如何看中國，世界要換個思維。

世界看中國亟需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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