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七一遊行」，可謂一個「亂」字當頭。各種勢力粉墨登場，看上去都高舉一個

「反」字，私下裡卻各自打着如意算盤。虛張聲勢，暴露出底氣不足，內訌不斷，證明是烏

合之眾；林榮基「現身騷」上演，說明溫和反對派舉棋不定。在九月份立法會選舉前夕，反

對派本欲借此機會「催票」，卻充分暴露出反對派陣營的無序和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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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一遊行」人數大跌，反映市民厭倦政
爭。但是，借遊行抽水籌款的行為有增無減，「香
港眾志」更賺得盤滿鉢滿，成為大贏家。「香港眾
志」是一個沒有註冊的團體，沒有經過警方批准，
擅自籌款是違法的。「香港眾志」是否真的籌到令
人咋舌的50萬元，還是另有內情，是否存在洗錢
嫌疑，警方不能等閒視之，應該追究。
今年「七一遊行」，反對派的籌款街站多達一

百多個，打破紀錄。連李怡也看不過眼，撰文狠
批，「似乎各政團的主旨都不是遊行而是藉街站
籌款或拉選票」。很多激進團體一早講明不參加
遊行，但就大模大樣在馬路邊籌款，大聲呼喊
「請捐款支持」，聲浪壓倒遊行隊伍的口號聲。
最令人驚訝的是，「香港眾志」無參加遊行，卻
宣佈籌得約50萬元。「眾志」的頭頭黃之鋒更在
電台節目宣佈，如果連同「六四」集會籌得的45

萬元，籌款總數比去年以學民思潮名義籌得的款
項還要多。「香港眾志」甫成立，就撈到近百萬
元，成為籌款「冠軍」。有巨款在手，香港眾志
將派出兩人參選今年的立法會，經費有着落。擺
街站籌款是反對派的主業，各政黨的頭頭沒有全
程參加遊行，而把大量時間花在為籌款站台。因
為，反對派政黨參選、營運需求大量經費，錢從
何來，這是他們要解釋的。反對派為了證明經費
來源名正言順，不是來路不明，於是特別突出自
己曾經在街頭籌款，而且公佈所得籌款的數字一
年比一年大。這樣即使來路不明的資金，經過街
頭籌款一洗，不就變得清白了嗎。這是公開的秘

密。
「香港眾志」曾向警務處申請註冊，不獲批
准。按照香港法例，沒有註冊的團體，絕對不允
許籌款。前一段時間，「香港眾志」利用私人戶
口進行籌款，被有關銀行禁止；他們改為用網上
籌款，也受到警方的追究。「香港眾志」死心不
息，就用擺街站的招數籌款，還報大數，比民陣
在遊行人數「篤數」更離譜。
香港是法治之區，怎能容許未經註冊的團體
「篤數」籌款？如果這樣也可以逍遙法外，其他
犯罪分子有樣學樣，也利用遊行、擺街站的招數
籌款、「洗錢」，香港豈不變成「洗錢天堂」？

「眾志」籌款破紀錄 洗錢嫌疑須追究
徐 庶

「七一」遊行充分暴露出反對派陣營的無序和無奈

7月1日是香港回歸紀念日，當香港各界慶祝回歸的
時候，反對派總會在這一天舉行示威遊行，這是反對派
陣營的傳統「曲目」，已經上演了十三年。今年「七
一」與以往有所不同，由於距九月份的立法會選舉只有
兩個月， 遊行備受關注。讓人倍感意外的是，今次的
遊行，竟然沒有章法，一個「亂」字當頭，溫和反對
派、激進「本土派」，還有披着「本土」外衣的「港
獨」勢力粉墨登場，看上去都是高舉一個「反」字，私
下裡卻各自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盤。「催票」不成，反而
暴露出反對派陣營的無奈。

虛張聲勢暴露出底氣不足
今次「七一遊行」有多少人參加？「民陣」召集人岑
子傑報出11萬人的數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估計遊行
人數為2.3至2.9萬人，但根據警方統計，大約有1.2萬
人由維園出發，高峰時有1.93萬人。 在各方的質疑聲
下，岑子傑坦言，為了「不辜負每一個來到參與遊行的
人」，「民陣」在統計時會乘以1.5的系數，將總人數
「作大」，比他們原先預計的10萬人剛好多出1萬。如
此看來，遊行的人數並非來自現場統計，而是來自主辦
方的精心設計，如此欺騙公眾，豈不是作賊心虛？
中聯辦會不會受到圍攻？事前有激進「本土派」揚言

要搞事，並蠱惑更多市民前往表達「民主訴求」，以造
成「輿論壓力」。中聯辦附近街區狹窄，為預防不測，
警方已做了多套預案。但到了遊行當天，當公眾以為
「旺角暴亂」會再現時，發動行動的「本土民主前
線」、「青年新政」、香港民族黨卻「龜縮」，說好的
七點、說好的衝擊，統統不見，事後亦無回應。
虛張聲勢，暴露出底氣不足。今次「民陣」遊行矛頭

直指行政長官梁振英，揚言要同特首「決戰」；激進
「本土派」矛頭直指中聯辦，欲彰顯自己的「反中」特
色。然而，市民對他們的主張並不感興趣，而是更關心
民生訴求和社會問題，他們也自知「鐵桿粉絲」越來越
少，只好虛晃一槍，將遊行當成了一次作秀的機會。

內訌不斷 烏合之眾
歷年的「七一遊行」，都由「民陣」牽頭，組織反對
派上街，往年還能做到號令統一、步調一致，今年同樣
是「民陣」牽頭，卻暴露出「民陣」已經失去了對反對
派陣營的控制權。
在白天的遊行中爆發多次衝突。遊行隊伍出發前，有

20多名「港獨」分子與約10名珍惜群組成員以揚聲器
隔街對罵，若非警方維持秩序，險些釀成衝突。遊行隊
伍行進期間，有手持龍獅旗和「香港建國」旗幟的「港

獨」分子突然衝進隊伍，試圖搶佔隊頭位置，與「民
陣」成員發生衝突，大批警員以人鏈將雙方隔開，才避
免了事情搞大。
發生在激進「本土派」之間的內訌更值吸引眼球。7

月1日晚，「社民連」等多個激進組織非法衝擊禮賓府
失敗，撤至特區終審法院「商議」。其間，激進「本土
派」的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周竪峰不滿「社民連」等拒
絕堵路，上前「講理」時被圍住大罵。據稱， 「社民
連」相關人士對周竪峰追趕及拳打腳踢，背包更遭扯
破，有人企圖將學生會幹事推進水池。
這些現象表明，儘管反對派陣營喊出的口號「高大

上」，並不能掩蓋其烏合之眾的本質。這次遊行的主題
是「團結一致，守護香港」，具體內容包括：爭取標準
工時、推行全民退休保障、支援殘疾人士、開放公屋養
狗權，也有關於反對「跨境執法」、「普教中」、「四
級殺人火災後仍慶祝回歸」、高鐵和港珠澳大橋建設，
以及要求「真普選」等等。這些話題看上去都體現了市
民訴求，但從反對派陣營的內訌來看，這個陣營的各個
組織都包藏私心、夾帶私利，共識不多，分歧不少，一
言不合，拳腳相加，完全缺乏應有的民主素養。

「現身騷」夭折 說明溫和反對派舉棋不定
今次「七一遊行」原本還有一大看點。事前，民主黨

人士宣稱，有幾名倍受關注的人士參加或本意參加，包
括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以及劉山青和程翔。民主黨
事先放出話來，三人「打頭陣」，「一起為香港民主出
力」。然而，「七一」當天，林榮基拒絕現身維園、不
願在「七一遊行」中走出一步。以林榮基「代言人」自

居的民主黨何俊仁，先是宣稱林榮基一
定會遊行，後又表示林榮基是深感「人
身安全受到危脅」、「一直都有人跟
蹤」，因此為自己安全考慮而不出席。
如此一波三折，卻是為何？在筆者看

來，作為溫和反對派的民主黨，一手策
劃了「林榮基翻供事件」，他們起初認
為，林榮基所提供的「彈藥」，足以對
「一國兩制」形成攻擊力，對立法會選舉具有催票作
用，豈料林榮基說話前後矛盾，破綻百出，被關鍵當事
人李波予以公開駁斥，把戲演砸了。此後，林榮基在接
受記者採訪時，又暴露出支持「港獨」的傾向。「潘多
拉魔盒」一旦打開，就由不得自己，這讓民主黨感到很
為難。
此事暴露出包括民主黨在內的溫和反對派舉棋不定。

立法會選舉臨近，溫和反對派的競爭對手原本是建制
派，他們的既定方針是在各個選選區與建制派搶奪票
源。可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被他們視為「戰
友」的激進「本土派」下手毫不留情，在年初的區議會
選舉中，激進「本土派」就在其傳統票倉搶奪了大批選
票。現在，他們一手「捧紅」的林榮基又有反水之可
能，豈不讓其心焦！
一邊是建制派，另一邊是激進「本土派」。溫和反對
派亮出什麼政綱、採用什麼策略才能保住票源？要麼舉
棋不定，要麼看錯民意。「七一遊行」的慘淡收場，證
明廣大市民已經厭煩政治，厭煩逢事上街這一套。聚焦
經濟、改善民生、和諧社會，才是大勢所趨、人心所
向。

屠 海 鳴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上海市政協常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

旦）2016年特首普選決議

案因為反對派綑綁反對而

被否決，令「雙普選」變

得遙遙無期。特區行政長

官梁振英昨日指，盡快完

成政改是香港市民、特區

政府和中央的共同願望。

不過，要完成政改三部

曲，在盡早重新啟動政改

程序的同時，大多數香港

立法會議員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都要對有關問題要有

一個比較接近的看法，要

拉近這個距離，大家都要

努力去促成。

梁振英在行政會議前被問及重啟政改的
問題時坦言，要完成政改，根據香港

基本法三方面都有責任，一個就是要有三
分之二的大多數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
官同意，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要
做好這個工作，除了我們要希望可以盡早
重新啟動政改之外，我們也要完成這個政
改，亦即是說，大多數立法會議員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對有關問題要有一個比較接近
的看法。」

共同願望「大家努力去促成」
他指出，在拉近雙方的距離上，自己過
去做了很多工作，未來也願意繼續做這些
工作。「譬如說，在上次政改期間安排立
法會議員去上海和深圳，分別兩次與中央
負責政改的官員會面；個多月前張德江委
員長來香港的時候，亦安排立法會議員，
包括『泛民』議員與委員長見面，希望做
好中央和香港各界人士，包括『泛民』議
員之間的橋樑工作。」
梁振英強調，「我們要拉近這個距離，

我們才可以完成政改，所以做好政改工
作，這個事實上是市民、特區政府，包括
我本人和中央的共同願望，（需要）大家
努力去促成。」

政府施政須不受不必要阻撓
被問到今屆立法會會期即將結束，他如
何評價今屆議員的工作表現時，梁振英指
出，立法會整體和每一位議員的表現應該
由選民去評價。「就特區政府來說，我們
十分重視行政和立法的關係，我本人和特
區政府的同事都盡我們最大努力和立法會
合作好，因為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配合
好，各司其職，是我們特區政府暢順施
政，使我們施政不會受到不必要延誤和阻
撓，這個是關鍵因素來的。」
就有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近期積極與

各界別會面，梁振英回應說，他本人和特
區政府的各級同事，都有責任做好自己的
工作。「而一直以來，司長、局長、各位
司長、各位局長的工作都十分積極，在這
方面我感到非常欣慰。」

特首：政改三方有責
議員人大看法需趨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稱
要走中間路線的「新思維」，昨日向
傳媒介紹有意在九龍西出選立法會選
舉的名單。對於與路線相近的「民主
思路」撞區，「新思維」主席狄志遠
說，昨日仍在與「民主思路」召集人
湯家驊商討，不排除任何合作方法如
合組名單，希望盡快完成協調工作。

初步包括狄志遠黃俊瑯彭意婷
「新思維」昨日與傳媒茶敘，介

紹該黨有意出選九龍西的名單，包
括早前已表明有意在該區出選的狄
志遠，原在九龍東經營的秘書長黃
俊瑯也在名單之內，還有理大女學
生、剛剛年屆參選門檻21歲的彭意
婷。該黨最終出選名單及排名會於
本周六公佈。

不過，「民主思路」的麥嘉晉同
樣有意出選九龍西，兩個路線相近
的政團出現撞區情況。
狄志遠說，雙方一直有溝通，自

己昨日早上更與湯家驊見面，「但
就沒有跟他講到今日會見記者」，
又稱不排除任何合作形式，包括合
組名單及分區拉票。他指報名期將
至，希望盡快完成協調工作，而即
使協調不了也不會互相攻擊。
「民主思路」昨日發聲明，指一

直與各不同黨派就立法會選舉互通
信息，包括「新思維」，但從沒有
與任何黨派就選舉有任何協議，更
何況以同一名單出選。
湯家驊回覆傳媒查詢時說，不會

與「新思維」合組名單參選，因兩
個組織的受眾完全不同。

「新思維」九西名單周六公佈

4年一度的立法會議員
同樂日昨晚在立法會內舉
行。議員及一眾採訪立法
會新聞的記者，暫時放下

工作，一起暢飲，共渡美好時光。為令
大家盡興，大會安排兩個遊戲活動，包
括比賽剝花生及有口難言，而兩個比賽
都由議員隊勝出。
可能遊戲活動大家比較害羞，大家玩
得不太放，但到歌唱環節時，一向落慣
區的地區直選議員，恍如充了電般上台
大唱多首首本名曲，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蔣麗芸大唱《路邊野花不要採》、《梅
蘭梅蘭我愛你》，更載歌載舞。民建聯
議員葉國謙與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更合唱
《難為正邪定分界》，唱畢大家更握
手，全場齊齊鼓掌。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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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同樂日 議員連勝記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激進「本土派」經常聲稱要「自
決」甚至「獨立」。「青年新政」
社區主任游蕙禎昨日在一電台節目
上聲稱，要於5年後透過「建立民族
意識」實行「自決」。「新思維」
主席狄志遠反擊，指自己經常聽到
自決和「港獨」，但越聽越「論
盡」，「掌握唔到」，並反問游蕙
禎5年後能有自決機制嗎？游蕙禎辯

稱「要自己爭取」，狄志遠即指她
對任何問題都以同一口徑回答，根
本沒有說服力，「我懷疑你自己相
唔相信5年後能設立一個機制去自決
或『港獨』！」
社民連主席吳文遠也趁機抽水，

稱「青年新政」所說的民族意識，
只是流於要教育人去提升意識，而
社民連着重的是要透過社會運動，
推動自決云云。

狄志遠批「港獨」：越聽越「論盡」

■立法會同樂日，議員和記者齊玩遊戲。 曾慶威 攝■曾鈺成（左）與蔣麗芸出席同樂日。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