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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建制 凝聚中間
批「偽本土真港獨」籲增穩社會力量糾社會歪風
訪
專
獨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
德江近日批評，香港有少數激進分子蓄意製造暴

亂。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本報專訪中指出，策動「旺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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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進「本土派」，鼓吹的是「偽本土、真排他」，有部分更帶

有分離主義的色彩，試圖推動極端的「港獨」行為，市民要擦亮眼睛，

不要被「偽本土」所矇騙。未來，民建聯將在處理社會深層次矛盾，以

至社會撕裂的問題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爭取「中間派」市民的認同，
加強穩定社會的力量，又希望建制各黨派團結一致，集中力量，在今年 9
月立法會換屆選舉時做好協調工作，以免令「偽本土」有機可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李慧琼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時表示，在剛結束的立法會新界

東補選中，「本土民主前線」候選人
梁天琦打着「本土」的招牌，成功吸
引外界的眼球，也令部分市民產生
「認同感」。但從梁的言論以至政綱
看，他和「本民前」所掛的「本
土」，實際上是排他，更帶有分離主
義的色彩，圖推動極端「港獨」行
為，完全是「假本土」。

「真本土」必努力建設不排他
她解釋，「本土」原是一件很自然的
事，每個人都會對自己出生、成長和生
活的地方有一種特別的情懷。大家在香
港出生、成長，愛香港，愛香港文
化，愛香港所擁有的特質，這是很正
常的表現。但正因為珍惜「本土」的
文化及其一切，真正的「本土」必定會
努力建設好香港，而不會有任何排他的

思想，甚至有分離主義的傾向。
李慧琼批評，像梁天琦及「本民
前」這些「偽本土」，經常借兩地交
往頻繁所衍生的各種生活及文化的差
異事件，特別是較早前的雙非兒童問
題，將之放大為資源競爭現象，更大
肆誇張社會上的貧窮差距。同時，國
家日益強大，香港經濟實力逐漸減
弱，有部分港人對國家產生抗拒，令
「偽本土」乘勢而起。市民應該小
心、認清楚這種「假本土、真排他」
者，不要被他們利用。

研盡吸反「佔」反暴市民選票
她強調，香港賴以成功的地方，就
是作為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香港無
論是資金、人才、資訊等都可以自由
及順暢流通，但「假本土」要把這些
都「切斷」，特別是香港與內地的接
觸、交流，這對香港社會發展相當不

自稱「中間」者難代言「第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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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
言尚早 9 月見真章

鼓吹「港獨」的「本土民主前
線」發言人梁天琦，在剛結束的新
界東立法會補選中取得 6.6 萬多
票，其他激進「本土派」即大肆炒
作，更形容激進派已經成為建制派
及「泛民」以外的「第三勢力」。
李慧琼認為，所謂「三分天下」之
說仍屬言之過早。她坦言，激進勢力一直存
在，而這次補選只有一隊打着「本土」政綱
的候選名單，所有激進派選票自然會集中在
梁身上。立法會今年 9 月換屆選舉，所有黨
派都會全力爭勝，屆時要視乎梁所得票數才
能真正下判斷。
李慧琼在本報專訪中坦言，建制派和反對
派的政治光譜在這次補選中未有任何改變，
建制派仍然取得三成四的選票。新界東一向

是激進勢力的「票倉」：在立法會新界東 9
個議席中，激進反對派佔了 3 席，包括社民
連議員「長毛」梁國雄、「人民力量」議員
「慢咇」陳志全，及「新民主同盟」議員范
國威。他們在 2012 年立法會選舉時總得票
超過 11 萬票，反映梁天琦根本未能「全
袋」所有的激進選票。

「本土」粉較「個人」難「過票」
她同時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激
進本土」的支持者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
「個人化」的性質較強，不會因為自己曾經
支持過的「激進領袖」推薦，就會自動投票
給獲推薦的候選人，與一般反對派支持者
「過票」較為容易的特點有很大的分別。
她以是次補選中當選的公民黨議員楊岳橋

為例，指他雖獲「長毛」、「慢咇」及范國
威等的「祝福」，但楊也無法取得「激進本
土」票源，可能「激進本土」支持者認為楊
岳橋是公民黨人，而公民黨「黨格」不夠
激，才轉投更激進的梁天琦。
同時，梁天琦助選團在競選期間打出「若
不想投傳統『泛民』一票，就轉投梁天琦」
的宣傳策略，確實吸引了一批不滿傳統反對
派表現的支持者。不過，她認為，在今年 9
月立法會換屆選舉時，各黨派的候選人均落
場角逐，就連打着「激進本土」招牌的候選
人估計也會像「雨後春筍」般參選，在激進
政治光譜中互相搶票，梁天琦能否再有 6 萬
票要待選舉結果才能定斷，也不應太快下所
謂「三分天下」的定論。
■記者 鄭治祖

兩月直逼楊岳橋「政壇新丁」
竟奇功
談論選情

她認為，有此現象，可能是因為目前自稱走「中間路線」的
候選人，在是次選舉中無法令選民感覺他們是「第三條路」的
「代言人」。民建聯需要反思，未來在爭取「中間派」支持者
時怎樣才能得到「中間派」選民的認同；將支持反「佔中」、
反暴力者吸納為建制派的票源，是他們工作的「重中之重」。
李慧琼相信，「中間派」的支持者不會希望看到兩極勢力永
無休止地爭吵下去，希望有人扮演調停的角色，透過溝通、協
商處理問題。民建聯能夠扮演溝通各界的角色，推動各界就不
同議題發表意見，再收集整理，尋找最大公約數，這較「激
進、暴力」更有效解決問題。
因此，民建聯未來在繼續支持反拉布、反暴力的同時，也會
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以強積金對沖問題為例：民建聯作為跨階
層的黨派，拜訪了工聯會及勞聯，又聯同了勞、資、官三方坐
下來磋商，各方反應良好。他們早前拜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張德江及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時，也主動反映，希望中央政府
與香港社會各界建立溝通的渠道。
■記者 鄭治祖

沙盤論勢

未來道路

九成撐反暴 中道仍主流

在剛結束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中，打着「中間、溫
和」的候選人均告落敗，有人質疑所謂「第三條路」
已「此路不通」。李慧琼認為，過去多次反「佔
中」、反暴力活動中，都獲得九成市民的支持，證明
香港大部分市民都是理性、溫和的。未來，民建聯將
在處理社會深層次矛盾，以至社會撕裂的問題上也會
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爭取「中間派」市民的認同。
新界東補選結果難免令人感到香港社會已經「兩極化」，
「中間路線」難走。李慧琼在接受本報訪問中指，香港是一個
高度發展的城市，大多數市民為維持社會的安定繁榮，認同大
家必須保持理性、講道理，及強烈反對激進暴力。不過，香港
在過去一段時間，發生了為期 79 天的「佔領」行動，「鳩
嗚」以至旺角暴亂等，都無法令中間派的支持者站出來投票，
對抗激進勢力。

利。
被問到如何面對激進反對派的挑
戰，李慧琼承認，今年 9 月的立法會選
舉將會是一項很大的挑戰，關乎香港
整體的政治生態，及議會內不同勢力
的分佈。她說，是次立法會新界東補
選的啟示是，雖然未能成功取得自由
黨的支持，但建制派聯手合作，有助
增強本身的實力，成功取得逾十五萬
票。
為阻擋「偽本土」勢力入侵立法
會，影響香港特區政府施政，對香港
社會造成嚴重破壞，她希望建制派在
今年 9 月立法會選舉可以繼續團結，成
功協調，不致浪費票源，以爭取更多
的席位，更希望將一直以來支持反
「佔中」、反暴力，但未有積極投票
的市民吸納為建制派的票源，加強穩
定社會的力量，才能扭轉目前的歪
風。

反對派「傾巢而出」、施展
渾身解數協助公民黨成員楊岳
橋拉票，最終僅以一萬多票
「險勝」民建聯的候選人周浩
鼎。周浩鼎在兩個月內一直迎
頭追上，直逼楊岳橋，令對方
的競選團隊不得不使出「含淚
投票」一招來谷票。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認為，香港目前的政治形勢有如「驚濤
駭浪」，還幸各建制派發揮團結力量，
全程投入選舉工程，不但成功穩守基本
票源，更有輕微增長，成績相當不錯。
李慧琼在接受本報專訪中指出，是
次立法會補選與換屆選舉不能相提並
■李慧琼為周浩鼎助選。
資料圖片
論，因為補選與「單議席單票制」相
類似。建制派在新界東的票源一直略
遜於反對派，而過去兩年間，香港發
生了「佔領」、「鳩嗚」及旺角暴亂
等，加上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連串「不
合作運動」、拉布拖延議事進度等，
令香港社會趨向兩極化，令是次補選
極具挑戰性。
面對「兩極化」的政治氛圍，周浩鼎
的選情一直「風高浪急」。在選舉的最
後階段，周浩鼎選情看漲，李慧琼坦
言，自己「曾經有一刻都有想到浩鼎會
勝出」，主要原因是「新思維」候選人
黃成智、西貢區議員方國珊及「本土民
主前線」候選人梁天琦均來勢洶洶，搶
■雖然周浩鼎最終無法贏得議席，但也獲不少新票源支
持。
資料圖片 了楊岳橋不少選票，故初時估計他們可

起「鎅票」作用，在「此消彼長」下令
周浩鼎成功勝出。
可惜，建制派在新界東選票不足，在
「單對單」的情況下，周浩鼎最終無法
贏得該議席。「賽後檢討」，李慧琼承
認是次選舉工程還有很多需要改善之
處，「坦白說，今次的選舉工程時間不
足。浩鼎從 1 月 3 日正式宣佈參選，到
投票日相距不足兩個月，要新東選民認
識浩鼎再投他一票，實在不容易。反
之，浩鼎的主要對手楊岳橋，在湯家驊
去年 6 月 24 日宣佈辭職時，公民黨已立
即啟動其選舉工作，足足有半年多的時
間拉票。」

身為政治人 須續鍛煉自己
不過，周浩鼎成功取得超過十五萬票，
和2012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建制派的總得票
率比較，出現了輕微的增長，成績相當不
錯，加上他初擔大旗，身為「政壇新
丁」，李慧琼認為今次的表現已經不錯。
當然，身為政治人，必須繼續鍛煉自己，
令自己的政治歷練更趨成熟，在下次選舉
時，要對區情更加熟悉。
她坦言，周浩鼎的辯論技巧也有待加
強。在數次選舉論壇後，街坊對周浩鼎
的表現有讚也有批評，但這是每個政治
人都需要面對的，所有人都必須不斷思
考，令自己表現得更好、更成熟。
■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