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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電視台日前在報道中以「我們聽
聞」的字眼，指稱梁振英近日在不同
閉門的場合，都呼籲商界不要捐錢給
大學，認為大學的資源已相當充裕，
提醒商界有錢應多捐助科研，有零頭
的話就捐給中小學云云。好像煞有介
事一樣，但內文卻原來只是「聽
聞」。如此道聽途說，以訛傳訛，是

典型的「煲水新聞」。
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對謠傳如獲至寶，以「傳
梁籲商界停向大學捐款」為標題傳播謠言，又言之鑿

鑿指「身兼八大校監的梁振英有政治意圖為『佔中』
清算，陰乾大學大水喉」，更罔顧特首辦已澄清謠
傳，強稱「特首辦未有否認指控」云云。
實際上，特首辦已澄清指出，一直以來特首都不遺
餘力，積極鼓勵社會各界人士，踴躍捐助本港的教育
事務。2015年，特首亦親自出席了最少3次有關大學
捐贈儀式的活動，更在儀式上鼓勵各界繼續捐助本港
各間大學機構。此外，多家大學校長亦表示，從未聽
聞特首這說法，令「煲水新聞」中梁講話時有大學校
長在場的講法不攻自破。
這種以「聽聞」字眼炮製的假新聞，本港稱之為

「煲水新聞」，意即無料的新聞或假新聞。違反傳
媒專業道德操守的行為，在每一個歷史年代中、每
一個社會文化內，都會受到譴責。日本公營電視台
曾在其名為「喜瑪拉雅山的遺世王國姆斯丹」的紀
錄片中虛構驚險的片段，遭到揭發。在傳媒高度發
達的美國，也有《華盛頓郵報》女記者郝姬虛構8
歲男童被毒販在其母親面前注射海洛英的「故
事」，被發現造假後，已經獲得的普利茲獎也被剝
奪。而《蘋果日報》經常杜撰新聞，早已臭名昭
著。反對派經常利用這些假新聞來炒作，更是大失
民心。

從另一方面看，有社會人士指出，近幾年大學捐款
情況「麻麻哋」，並非是梁特首的「鼓動」，其中部
分原因是在商界眼中，香港大學生「非常之激進，如
果學生只識鬧人和示威，或者有人捐錢，但係去捐款
儀式有人踩場。做乜要捐？貼錢買難受！」包括《學
苑》雜誌港獨言論，學生參與「佔中」違法霸路，港
大學生會成員更是暴力衝擊校委會，威嚇、禁錮、襲
擊校委會委員等激進，甚至是無法無天的行為，的確
也令到有心捐錢的人士心寒。
激進大學生應該明白商界由衷的憂心。在「佔中」
期間，李嘉誠、李兆基、鄭家純、吳光正、呂志和、
陳啟宗、郭鶴年等商界重量級人士，都呼籲學生們和
平理性，懇請學生們不要激動，不要讓今天的熱情變
成明天的遺憾，這是對大學生的愛護，也是大學生最
值得反省的。

所謂「梁特首呼籲不捐錢給大學」純屬「煲水新聞」青 鋒

新東補選公民黨圖延禍害 建制同心嚴陣以待

湯家驊辭職顯示公民黨因激進而眾叛親離
此次補選源於湯家驊退出公民黨和辭去立法會議員議
席。而湯家驊為什麼要退黨和辭職呢？這就要從公民黨
近年來所走的激進路線說起。最近幾年來，有「大狀
黨」之稱的公民黨在香港政壇上表現得越來越激進，在
前年的違法「佔中」行動中，公民黨與「佔中三丑」一
道，赤膊上陣，扮演了鼓吹違法、煽動暴力的角色。公
民黨提倡的「自主」，其實正是「佔中」期間人們在街
頭常見的口號，所謂「自主」，說穿了就是擺脫中央政

府的有效管治，「倒梁」癱瘓政府運作，將香港帶入混
亂無序狀態，最終實現變香港為獨立政治實體的目標，
並在這個過程中漁利。
去年，公民黨又和其他反對派政黨一起，反對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8·31」決定，鼓吹「公民提名」等違反基
本法的普選方案。當他們的圖謀不被接受之後，就與其
他反對派一起，不顧香港社會整體利益，一意孤行地用
綑綁投票的方式，否決了香港2017年普選特首的政改
方案。這些與內地對抗並和香港社會主流民意相違背的
舉動，引起了公民黨內的分裂，該黨資深大佬湯家驊憤

然退出公民黨並辭去立法會議員議席，他在退黨的公開
信中對公民黨現在走的激進路線表示深深失望。湯家驊
的退出，反映出公民黨因走向激進而內部分裂和眾叛親
離。
目前，公民黨的楊岳橋已經聲稱要代表公民黨出來參

選。他日前在與傳媒聚會時透露，將以「一地兩檢」、
「全民退保」，以及會否修改《議事規則》為主要議
題。他還為反對派在議會中拉布的行為辯護，聲稱那樣
做對市民的影響不大。從楊岳橋的這番言行看，他就是
企圖在立法會裡延續公民黨的激進路線，要和其他反對
派議員一道，在議會中大搞泛政治化，動輒以拉布等手
段來干擾破壞特區政府的依法施政，拖延香港社會發展
的步伐。

和諧穩定是香港民意主流
這次補選將是繼去年底區議會選舉後，香港建制力量

和反對派在議會選舉之中的又一次較量，而剛剛結束的
區議會選舉結果應可提供具參考價值的觀察點。在區選
中，建制派繼續維持其優勢地位，贏得70%的議席，反
對派總體上嚐到「票債票償」苦果。這個結果清楚反映
本港民心所向，反映選民求發展、求安定、重民生，極

之厭倦政爭和泛政治化，因此用選票支持實幹理性、扎
根基層、真心為民的建制派，懲罰激進亂港的反對派。
尊重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維護繁榮穩定是市民最大
訴求，議員實幹為民是市民的最大期盼。相信這個效
應，也會在此次新界東補選中繼續發酵和延續。
新界東有80多萬登記選民，是全港第二大選區。該

選區範圍為新界東半部地域，包括沙田區、大埔區、北
區及西貢區，選民人數為87萬。在2012年的立法會選
舉中，投票率約52%，一般來說，補選的投票率都會略
低於換屆選舉的水平。不過，就最近的政治生態和剛剛
結束的區議會選舉情況來看，時移勢易，市民參與政治
的心態和支持取態也在變化，高投票率再也不是反對派
所獨享的「專利」。
據了解，建制派目前也在積極參與這次補選，周浩鼎

也已經公開宣佈參選，他可以說是一位真心實意為廣大
市民服務、形象清新、能力出眾的人士，而建制派也會
團結一致，全面動員並全力支持。相信新界東的廣大選
民一定能夠作出明智的決定，選擇建制派，摒棄反對
派，增強立法會內建制派的力量，抵制反對派的干擾破
壞，為香港政治生態營造更加良好的環境，為廣大市民
創造出更加美好和諧的明天。

華廣言

為彌補公民黨湯家驊的辭職而產生的立法會議席空缺，新界東選區的補選投票將在2月28
日進行，候選人提名將在明天開始至18日結束。公民黨的楊岳橋已聲稱要參與補選，有分析
人士指出，湯家驊的辭職，就是不認同公民黨近年來所採取的激進對抗路線，而楊岳橋代表
公民黨出來，則是企圖延續公民黨的禍港路線。周浩鼎代表建制派參選，就是要抵制反對派
的歪風，為穩定香港出力。這場補選將是繼去年底區議會選舉之後，建制派和反對派兩種力
量在新界東選區的又一次較量，當選者任期雖然只有四個半月，也足以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
立法會的力量對比和特區政府未來施政的成效。因此，相信新界東的選民將會踴躍投票並作
出明智的選擇。

「新思維」誕首屆執委 欲助社會「止血」

■「新思維」昨日正式創黨。 鄭治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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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選雖敗熱忱無改
林作誓行「第三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任

區議員於今年1月1日起紛紛上任，而

一批對社區抱有熱誠的年輕人，則在

議會外默默耕耘。其中，執業大律師

林作於去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中，以

年僅25歲之齡，力撼黃大仙龍星選區

的前綫 /「人民力量」區議員譚香文，

儘管最終以334票落敗，但服務市民

的熱忱依然。他日前接受本報專訪時

明言：「從政就是服務居民」。落選

後，他不僅繼續處理社區問題，更加

走入中間路線的「民主思路」，向社

會倡議「第三路線」，力證參選絕非

政治投機，選輸就走，而是真誠貫徹

自己的政治理想，下定從政為民的決

心。林作表明，從政之路需從地區着

手，切實做出成績，才有望向立法會

邁進，矢言新一年要繼續扎根社區，

不離不棄，做好準備，捲土重來。

批「網絡廿三條」說法離題誇張
在反對派立法會會議拉布下，

《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在立
法會審議一波三折，需延至本周三
立法會復會再續。熱衷知識產權的
執業大律師林作在專訪中指出，坊
間聲稱版權條例修訂草案為「網絡
廿三條」，將焦點從版權討論轉移
至言論自由，說法離題誇張又政治
化。他認為，表達意見的自由和空
間同樣重要，但期望特區政府、立
法會議員以至廣大市民，仍能實事
求是，確保討論回歸本義。
自大學時代已關注版權問題的林

作在專訪中坦言，特區政府提出有
關修訂，「其實對好多法律、權利
保護反而更多，正如大律師公會主
席譚允芝所講一樣（指通過版權修
訂條例草案對網民保障比現時
大）」。

對於反對派網民聲稱條例是「網
絡廿三條」，林作認為是誇張。他
說，有關條例圍繞版權問題，惟立
法會以至坊間討論已被政治化，焦
點反而轉到言論自由上，令討論沒
完沒了，目前反而應回歸真正重
點，作出辯論。不過，他指言論自
由亦很重要，強調要給予表達意見
的空間，不能規限到一個極端層
面。
針對外間對版權條例修訂草案提

出不同疑問，林作認為，特區政府
應再檢視條例，「有咩理由要求過
咗先再修改，如果可以再修改，是
否代表你無做足準備？」他明言，
明白有關條例對特區政府來說已拖
延多年，但社會對條例的確有疑
問，因此，透過討論再修改到合適
為止更重要。

林作以年輕、高學歷、專業背景和「港姐
男友」身份，在去年區選期間備受矚

目。區選結束後，他行事低調，外界關注他是
否就此退出政圈。林作在專訪中明言，絕不因
區選失敗或被香港的政治氣氛「嚇親」而心灰
意冷，直言香港政界已充斥譚香文般「成日用
大聲公圍人」等手段攻擊別人的政客，社會有
需要有人取而代之，回復理性之道。

續聽居民聲音 處理屋苑問題
區選曲終人散，並不意味「戰鬥」結束。林

作說，即使暫未思考日後是否再參選區議會，
但經過區選洗禮後，不少市民熟悉他，他在區
內已有不少支持和影響力，而且在過去一段時
間，他亦了解到龍星社區仍有不少亟待解決的
問題，縱使他現時不是當區區議員，他亦能在
區內繼續聆聽居民聲音，為社區就各種議題向
當局反映。為協助居民深入處理屋苑各種問
題，本身為當區主要屋苑「星河明居」業主的
林作，未來更會考慮加入業委會服務屋苑，打
破譚香文壟斷業委會的局面。
至於立法會選舉，林作謂絕不排除參選可能

性。他指，立法會層次與區議會不同，前者人

力物力耗費很大，要慎重考慮，但從政就是為
了服務居民，不論區議會或立法會，從政者都
應從地區開始，能「接地氣」，「無論政客將
政策說得幾高，若單單站在高位俯瞰而缺乏民
意支持是無意思的。」

立會議員須熟民生議事力強
香港政壇不時就社會重大爭議拗得面紅耳

赤，林作直言，香港政界不夠成熟，有人在立
法會空講政策，有人則忽略政策，空講民生。
他認為，熟知民生及議事能力強是立法會議員
的必備條件，深信敢於思辯才能讓市民醒覺，
長遠而言應將思辯精神融入政治生態中。
雖然不少年輕人在區選中擺脫傳統一套而殺

出血路，締造了香港政界新舊交替的大潮，但
林作亦寄語同輩們，年輕力量的重要性，不僅
在於新思維、新氣景或新口號，更重要是能做
出成績，而非賣弄青春。
林作在英國牛津大學基督教堂學院主修數

學，又在英國倫敦The College of Law of Eng-
land and Wales修讀法律文憑。區選期間，倡
議政界走「第三路線」的林作，便深受英國政
治文化熏陶，自言喜歡英國保守黨的倫敦市長
約翰遜（Boris Johnson)，肯定他與市民深入溝
通的作風，說明右派亦能吸引左派選民，頗有
「第三道路」的風範。他冀望香港從中借鏡，
當務之急是讓社會同行者盡快團結起來，壯大
中間勢力。
已填表加入「民主思路」的林作說，他雖是

組織內的「Fellow Walker（同行者）」，而非
外界所指的「骨幹成員」，但他和前公民黨立
法會議員湯家驊成立「民主思路」的中間路線
理念相若，他參選區議會又和「民主思路」的
成立時間相近，他和「民主思路」的結合，實
有如「命運安排」，相信未來有不少合作空
間，為社會注入更多理性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前民主黨成員狄志遠、
黃成智牽頭成立的「新思維」，昨日正式創黨，並組成首
屆執委。首任主席狄志遠稱，該黨的成立乃回應社會需求，
吸納的成員包羅萬有，包括建制派和反對派人士以至演藝
界人士，以求在政治兩極化下尋求「第三條路線」，為社
會在撕裂中「止血」。他指出，只有正面認同中央政府及
香港都是重要持份者，才可減少誤會。
「新思維」昨日正式成立並召開首次執委會大會，選

出狄志遠擔任首屆主席，副主席為前新民黨成員鄭承
隆、姜炳耀及廖添誠，秘書長則為黃俊瑯、司庫為黃錦

輝。該黨現時有62人，其中有4至5人來自民主黨。
狄志遠昨日會後向傳媒指，「新思維」的成立是回應社

會需要。他謂，現時香港社會因政治兩極化、撕裂等內、
外問題導致「流血不止」，長遠令香港退步。他特別指，
現時有政黨與中央和特區政府對着幹，議會拉布成為常態，
不斷出現人身攻擊和暴力事件，同時又有政黨盲目附和政
府，長此下去只會兩敗俱傷。他認為，只有「第三條路線」
出現，透過溝通對話才能重拾理性務實。
他直言，該黨日後面對不同議題時，僅以港人整體利益

為主，不會涉及政黨和個人利益；亦會以「一國兩制」、

香港基本法及香港固有的核心價值為依歸，「只有正面認
同中央政府及香港是重要持份者，才可減少誤會。」
至於「第三條路線」，狄志遠指這非他們「專利」，不

過，「新思維」政治光譜闊，包羅來自建制及反對派各方。
被問到「新思維」成立期間曾否與中聯辦「打招呼」，狄
志遠回應指，該黨無向任何一個政黨或界別人士取得祝福，
強調建基市民支持。他說，中聯辦有接觸過「新思維」了
解事情，惟這是尋求溝通，該黨暫時亦無訪京計劃。
狄志遠再被問到組黨的資金來源時，強調政治捐獻屬

高度敏感，亦不知如何界定「金主」，笑言「如果你話
捐款5萬元便是『金主』，『新思維』就有很多位喇，
如果捐款100萬元才是『金主』，『新思維』則無呢類
『金主』，哈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各
區區議會將於本星期陸續選出區議會
正副主席。其中，外界曾指民建聯北
區區議員劉國勳，有意挑戰競逐連
任北區區議會主席的黨友蘇西智，
惹起建制內訌疑雲。不過，劉國勳
昨日發文澄清，指蘇西智是他尊重
的前輩，他會支持蘇西智繼續任北
區區議會主席。他說，不參與主席
選舉，仍有很多平台服務社會，團
結一心仍能在不同崗位貢獻社會。
北區區議會將於星期四舉行今屆

首次大會，選出區議會正副主席。
劉國勳昨日發文指出，近年社會要
求變化、世代交替的呼聲漸高，去
年區議會選舉結束後，這社會訴求
更明顯。這段期間，無論黨內兄
弟、地區社團好友、以至領導層對
他都有所期待，他一一表示感謝。
他說，今次北區區議會正副主席

選舉，社會各界有很多猜測，蘇西
智是他尊重的一位前輩，他決定支
持蘇議員繼續擔任區議會主席，結
合蘇西智的經驗及年輕人的衝勁，
為北區做得更好。他相信，其他議
會同事都會繼續支持他的決定。
至於社會目前關注的世代交替，

劉國勳謂，這股世代交替呼聲的背
後，亦帶出了世代之爭的討論。這
些討論，近年在香港彷彿沒完沒
了，亦造成社會一些矛盾及裂痕。
作為年輕人的一分子，他與大部分
本地年輕人一樣，對社會充滿熱
情，對本土文化珍重，渴求上進及

改變，敢於為理想據理力爭。但同時，對社
會上一些只問立場不問是非，事事捕風捉影
的情況亦感痛心。

從政路闊長 非零和遊戲
他續說，服務社會及從政的路是闊和長的，
絕不是零和遊戲，有你無我。在現時香港彌漫
着一片緊張的氣氛，「我希望能集中精力為社
會修補裂痕，建立互信。縱使今次不參與區議
會主席選舉，我深信仍有很多平台可以讓我服
務社會，我會繼續保持熱情及幹勁，追尋理想，
為社會作出改變。」
劉國勳最後再次感謝對他有期待的朋友，「希

望大家都能支持我這個決定，團結一心，在不
同崗位為香港社會貢獻。我承諾，我會將大家
這股期待化為動力，一同為香港、為青年人找
出路！」

■林作在
參選期間
獲得不少
街 坊 支
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