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於激進「本土派」議員來說，從建制外到建制內，是一次重大轉型。但從選後的種種表

現來看，他們卻不知道在這一轉型過程中自身面臨的三大危機：法規危機、能力危機和誠信

危機，依然擺出街頭政治的架勢肆意妄為。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將難逃淘汰出局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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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危機將致激進「本土派」議員被淘汰

激進「本土派」候任議員既已當選新一屆立法會議員，
當務之急是學習基本法和立法會議事規則，以期在建制構
架內為民代言、監督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造福香港社
會。然而，從最近的情形看，他們未宣誓、先宣戰，
「有原則，無底線」，咄咄逼人，大有將立法會大堂掀
翻的態勢。這讓人不得不質疑：這幾位年輕人能否擔當
起議員的職責？依筆者觀察，激進「本土派」議員面臨三
大危機，如果今後處理不好，將難逃淘汰出局的命運。

一、法規危機
權力和責任歷來是成正比的，權力越大，責任越大，

受到的關注和監督越多，這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規律。激
進「本土派」人士以往搞街頭政治的時候，也許可以無
視規則、不顧後果、沒有底線，因為，他們並沒有公民
身份以外的權力；而一旦當選立法會議員，他們已經是
公職人員，每月領不菲的薪酬，且有數額可觀的公務
活動經費，一言一行必將受到更多關注和監督，「按規
矩出牌」是激進「本土派」議員的一堂「必修課」。
立法會議員必須遵守的「規矩」是什麽？
首先是基本法。立法會議員是依據基本法選舉產生
的，如果激進「本土派」議員懷反「基本法」的念頭
行事，是天大的笑話，也注定會處處碰壁，最終會被淘
汰出局。基本法第79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
會議員如有下列情况之一，由立法會主席宣告其喪失立

法會議員的資格：……（七）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
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同時，
《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規定了不遵從誓言的後
果：「如任何人獲妥為邀請作出本部規定其須作出的某
項誓言後，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言——（a）該人若
已就任，則須離任，及（b）該人若未就任，則須被取
消就任資格。」誓言第一句就是「必當擁護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也就是說，如果有議員
違反基本法，隨時可能被取消議員資格。
其次是立法會議事規則。立法會議事規則有93條之

多，對如何議事規定得非常詳細。比如第84條關於
「在有直接金錢利益的情况下表决或退席」規定的第一
項是：「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會議上，
議員不得就其有直接金錢利益的任何議題表决，除非該
議員的利益屬香港全體或某部分市民同樣享有，又或議
員所表决的事宜是政府政策。」又比如第87條關於
「行為不檢」的規定：「 立法會主席、全體委員會主
席、委員會主席或小組委員會主席可命令將任何行為不
檢或看來相當可能有不檢行為的新聞界或公衆人士驅離
會場。」如果議員不按規則議事，將寸步難行。

二、能力危機
激進「本土派」候任議員大都是20多歲的年輕人，

無社會經驗可言，至少現在還看不出他們對香港社會民

生、經濟發展有何建樹。他們能够當選，原因非常複
雜。有一部分選民「求新求變」的心理因素，有「佔
中」失敗者群體支持的因素，有「本土」選民希望有人
為其代言的原因，有大批「首投族」選民「嘗鮮」的試
探，也有反對派「集體退選」造成的影響。而對一名僅
20多歲的年輕人來說 ，當議員是很不錯的高薪工作，
他們自己也「很努力」，以「驚人之語」提高曝光率、
博得知名度、贏來點擊量，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不管怎
麽說，他們當選並不能說明能力出衆。
擅長搞街頭政治的激進「本土派」一旦進入立法會，

必將暴露出其能力欠缺的軟肋。當議員不是簡單地喊幾
句口號、駡幾聲「某某某下台」就可以的，要吃透政府
的施政方案，能指出不足，提出合理化建議；要能够洞
察香港社會的主要矛盾，分出輕重緩急，找到破解難題
的辦法。比如，現在大家都認識到香港貧富差距拉大、
底層社會人士向上流動困難。那麽，既要讓富人多為社
會作貢獻，又不至於逼走富人，造成資本流失，創傷香
港經濟的元氣，怎麽辦？激進「本土派」議員有什麽好
辦法嗎？再比如，一些市民認為內地遊客擠佔了港人的
生存空間，那麽，如果取消「港澳個人遊」，限制內地
人來港，給旅遊、酒店、運輸、零售業造成的巨大損失
如何彌補？激進「本土派」議員能拿出良策嗎？最近大
陸赴台灣遊客銳减，引發了全島旅遊界對台灣當局的抗
議活動，並有8位市縣首長繞開台灣當局與大陸直接溝
通，這足以說明一個簡單道理：關大門易、找出路難。
如果激進「本土派」議員不重視能力提升，只會鬧

事，不會議事，最終將被拋棄。

三、誠信危機

激進「本土派」6位候任議員參選當
初都是簽署了承諾書的，公開承諾擁護
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當選之後，卻
要在衆目睽睽之下食言，反基本法、反
「一國兩制」，這樣的「兩面人」值得
選民信任嗎？作為政治人物，誠信是立
身之本，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資產。激進
「本土派」議員涉世不深，背後雖有
「高人」指點，但從本質上看，他們的
理念與基本法並不吻合，如果今後不公然作出違反基本
法的舉動，僅從道德層面來講，就已經誠信破產，無異
於自己給自己套上了絞索。
除此之外，激進「本土派」議員還將面對黑金誘惑。

種種跡象表明，美國已視香港為圍堵中國內地的一枚棋
子，美國急於在香港政治架構中尋找政治代理人，而激
進「本土派」議員是最佳人選。議員拿香港特區的薪
水，香港特區服務，除此之外，不應領取任何其他薪水
或「政治獻金」。但從現在的情形來看，某些激進「本
土派」候任議員已經受到幕後「高人」提點，未來會不
會接受其提供的經費？值得關注。上屆立法會議員李卓
人就曾爆出「黑金醜聞」，違背了其「廉潔奉公」的誓
言，李也因此成反對派的「負資產」，無緣此次立法會
大門，此為前車之鑒。
政治上食言，經濟上伸手，都將使激進「本土派」議

員誠信破產，一旦誠信破產，無誠信，必被棄。從建制
外到建制內，對於激進「本土派」議員來說，是一次重
大轉型，在這個轉型過程中，他們的危機不少，但他們
尚未意識到危機，依然不知天高地厚，胡言亂語，譁衆
取寵，肆意妄為，這恰恰是最大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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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年輕人近年經常抱怨香港向上流的機
會不斷減少，令他們失去發展空間。
特首梁振英認為，現今香港年輕人面
對的經濟結構及競爭環境已是截然不
同，無論香港如何快速發展本地經
濟，香港經濟的增長速度都不會比大
學學位的增長為快。因此，他建議年
輕人不應再只是眼於香港本地，更
應在香港以外，包括內地及東南亞國
家尋找發展機會。
梁振英在訪問中表示，香港年輕人

目前面對的經濟結構及競爭環境，與
他當年畢業時有很大的分別，「現今
香港的大學畢業生比率高了很多，因
此大學畢業生之間的競爭比起三四十
年前激烈。三四十年前，競爭在高考
階段，競爭大學學位是在那些日子裡
激烈，故大家面對的是非常不同的情
況。在舊時日子裡，如果你想在香港
社會向上流，你是在香港裡面競
爭。」

大學學位增長 快過港經濟增速
他坦言，無論香港如何快速發展本

地經濟，香港經濟的增長速度、就業
階梯的較高職位名額，都不會比大學
學位的增長為快。因此，他建議香港
年輕人不單要支持香港的經濟發展，
「因為沒有經濟的發展，不會有就業
階梯的向上流名額」，更要支持香港
在外地的經濟發展，及積極尋找香港
以外的發展機會。
梁振英指出，每當他到訪外地均會

發現越來越多的香港市民在當地生活
及工作，「不一定是因為不看好香港
的前景，而可能是香港以外的前景，
對他們來說更好，所以他們才選擇到

外地。對他們來說，內地發展的機會必須比香港
好，才令他們樂意去工作，我們也看到南亞各國越
來越多來自香港的人口。」
他認為，現在香港以外提供了很多發展機會，故

年輕人要尋找和發揮香港以外的就業機會，「我認
為，我們不應該無視香港以外的機會，不僅在內
地，而且在亞洲其他地區，例如是在東盟國家。」
特區政府在各地的經濟貿易辦事處會繼續盡一切所
能為在當地的香港人提供必要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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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
日在甘肅省敦煌市出席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
會開幕式及論壇。在敦煌訪問期間，劉江華與國家文物局局
長劉玉珠會面，探討雙方加深合作的方向。
是次博覽會由國家文化部主辦，以推動「一帶一路」文化

交流為主要目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籌劃以「互動時代」為
主題參與博覽會中的文化年展，共展出9位香港藝術家的八
組新媒體藝術創作，包括動畫、投影和互動裝置等作品，探
索互動元素對當今世代的意義。展期由9月20日至10月8
日。

與劉玉珠會面
在敦煌期間，劉江華與劉玉珠會面。自2011年國家文物

局與民政事務局簽署合作協議後，舉辦多項大型展覽讓香港
市民欣賞珍貴文物，認識中國文化。香港的博物館人員亦多
次參與內地培訓項目。
劉江華又出席了由國家文物局主辦的「絲綢之路文化遺產

保護與傳承」論壇，進一步認識絲綢之路文化遺產的價值與

作用，加強絲綢之路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促進
絲綢之路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今日，他會參加博覽會分
項活動及出席閉幕式。

■劉江華（左）與國家文化部副部長丁
偉。

■劉江華（左）與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會面。

劉江華訪敦煌 出席絲路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二十國集團
（G20）領導人第十一次峰會月初在杭州舉行，各成
員已積極討論了創新、協作、包容性和綜合性的經濟
增長模式。特首梁振英強調，香港必須透過創新及科
技的經濟活動，以不斷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他還表
示，非常樂見隨創新及科技局的成立，香港現已開
始全力投入創新科技發展，相信這會是令人興奮的發
展前景。

梁振英在《中國日報》的訪問中表示，香港未來必
須透過全方位發展創新及科技，以不斷提升香港的競
爭力，「這不單是在製造方面，令產品擁有技術和創
新含量，更要在金融服務方面，如智能城市，用創新
和技術在我們的公共交通部門，使公共交通更安全，
更具有競爭力，更方便。」

港人不尚空談重實幹

特區政府在經過兩次失敗的嘗試、拉布後，終在去
年11月成功設立創新及科技局。他強調，香港人不
會只是空談，而是真正的實幹人士，並正全力投入創
新科技，「我們很高興地說，在過去的10個月內，
它（創新科技）已在香港取得了很好的牽引力，是令
人興奮的發展前景，因為畢竟是靠香港市民真正創造
經濟活動，而不是政府。我不得不說，在擁抱技術和
創新，我很高興地看到這種發展。」
梁振英還表示，他最近也積極鼓勵本港大學與商業
機構連結，期望大學科研人員在未來不單只做基礎研
究，還能做更多應用研究。

創科提升競爭力 港必全方位發展

梁振英在訪問中表示，今次立法
會選舉中，有12位反對派議員

被年輕新生代所取代，這是一個非
常高的比例，「我認為這是有趣的
事，27個反對派，12個離開立法
會，不論是退休或落選的結果，12
個的比例是很高，我認為至少有一

些傳統的反對派陣營的支持者，轉
投了去給年輕的候選人。」

歡迎年輕人加入立法機關
他表示，非常歡迎年輕人加入立

法機關，期望特區政府可與每一
個立法會議員，以至整個立法會
保持良好的工作關係。對於目前
立法會分為所謂「三大板塊」，
當局未來會如何確保可維持合作
關係，梁振英強調，特區政府將
會盡力、盡可能以建設性的方式
與他們每一位一起工作，故已邀
請與他們會面，談論一些共同關
心的議題，及談談特區政府和立
法會的工作。
不過，部分反對派中人已拒絕會

面，更拒絕參加國慶酒會，梁振英
坦言，「這是政治，當中有些嘩眾
取寵，這可能是他們的部分政治活
動。」不過，他強調，立法會是離
不開特區政府而自行運作的，同時
要符合市民大眾的期望。

籲透過立法議政解決問題
被問到對新一屆立法會的期望，梁

振英希望不會再次出現拉布，並強調
拉布不應是立法會的「特權」，議員
應透過立法、議政去解決問題，「我
敢肯定，我們不希望看到拉布的蔓
延。一兩個立法會議員可以透過拉
布，阻止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
案，如果是這樣的話，其他議員也訴
諸類似拉布戰術，我們是不希望看到
的。拉布者也應該意識到，這不是他
們獨有的特權。」
今屆特區政府任期將於明年結

束，梁振英強調，現屆政府不會放
軟手腳，將餘下工作留給下屆政
府，「這對香港將是非常悲傷的一
天：如果我的特區政府只有短期的
眼光，及把任何草案和新政策，只
包括到2017年6月30日。」被問到
他會否競逐連任時，他則重申目前
尚未決定，倘有任何決定將會適時
對外公佈。

立會添新生代
特首盼冇拉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新一屆立法會共有
26張新面孔，其中不少是
年輕的新生代。特首梁振
英在接受《中國日報》訪
問時表示，他非常歡迎年
輕人加入立法機關，期望
特區政府與每一個立法會
議員，以至整個立法會保
持良好的工作關係，以建
設性的方式一起工作。他
不希望新一屆立法會再次
出現反對派拉布情況，又
強調拉布不應是立法會行
使的「特權」，議員應通
過立法、議政的方式去解
決問題。

■梁振英對年輕人加入立法會表示
歡迎。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