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11月月1111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政情與評論A9 ■責任編輯：鄧逸明

戴耀廷要香港換路線 道出反「一國兩制」目的

戴耀廷的文章透露出濃厚的「港獨」
意味，他把「中央」稱為「中共」，意
味着他不承認香港回歸中國，不承認中
央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不承認中
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

道出反對派根深柢固的心結
戴耀廷聲稱：「過去四年多，中共透

過梁振英實行了強硬路線去捍衛政治底
線」，「現在梁振英要退下火線，那可
能意味中共要放棄這條強硬路線」。
「現在我們還未知道中共是要換政治路
線，還只是想換一個政治人員但路線不
變。」這道出了反對派根深柢固的思維
和心結：凡是捍衛「一國兩制」、得到
中央支持的特首，反對派都要反對，只

要堅持這一路線的，就被視為「原
罪」，就要受到反對派的千夫指。
根據基本法的規定，特首具有雙重身

份，既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首長，也是香
港特區的首長，同時對中央人民政府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反對派推動一條
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危害
香港繁榮穩定的路線，特首就有責任反
對和遏止，這既是對中央負責，也是為
了香港的福祉。反對派反對中央政府，
自然就會反對執行中央路線的特首，實
質是反憲制、反對「一國兩制」、反對
基本法、對抗中央。
與其他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方一

樣，香港有反對派，並不奇怪。問題在
於，西方的反對派，通常都是「忠誠反

對派」。這些作為在野黨的反對派，雖
然反對執政黨的政策，但忠誠於憲政體
制，不會反對基本的政治制度，不會挑
戰現行憲政體制的合法性。戴耀廷和香
港反對派卻是對抗憲制的反對派，是
「不忠誠」的反對派。

換人換路線能為香港爭取民主嗎？
戴耀廷聲稱：「『8．31框架』應還

是中共的底線」，「不要以為透過此次
特首選舉，能在這政治問題上達到什麼
實質改變，我們必須向中共及特首持續
施壓，才有望突破『8．31框架』」云
云。
在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香港社會一

直存在較大爭議，各種政治見解針鋒相

對、劍拔弩張，反對派試圖甩開基本
法，另搞一套，甚至公然煽動違法活
動。在此複雜情況下，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撥開迷霧、匡正驅邪、確定原
則、指明方向，有助於香港社會凝聚共
識，依法循序落實行政長官普選目標。
但是，戴耀廷策動和組織的違法「佔

中」，要求人大撤回「8．31」決定，
特區政府根據「8．31」決定制定的普
選方案，在反對派議員綑綁投票之下被
否決，港人「一人一票」選特首的願望
落空，政制發展原地踏步，普選特首遙
遙無期，戴耀廷和反對派議員成為扼殺
香港普選的歷史罪人。

不能讓戴耀廷繼續逍遙法外
現在戴耀廷提出要「換人換路線」，

要透過抗爭行動「向中共及特首持續施
壓」，「以社會行動打亂中共部署」，
突破「8．31框架」，更暴露了反對派
的企圖。此前一直煽動要發起「二次佔
領」的戴耀廷近日聲稱，港人要為下一
次「大型社會事件」準備好自己，等候
「關鍵時刻」的來臨云云。
戴耀廷近年破壞法治，變本加厲。他

是非法「佔中」的策劃者和組織者，去
年立法會選舉他又力推「雷動計劃」，
明目張膽大規模配票，涉嫌觸犯選舉條
例。不久前他又公然策動選委用選票與
特首參選人做政治交易，涉嫌妨礙司法
公正。但戴耀廷至今仍逍遙法外，沒有
受到應有的懲罰和制裁。
法治不彰，令戴耀廷肆無忌憚，不斷

亂港。不能讓戴耀廷逍遙法外，律政司
提出檢控實在責無旁貸。

「換路線」只是癡心妄想
戴耀廷和反對派針對「一國兩制」制

度，要改變「一國兩制」路線。但是，
「一國兩制」是不可改變和動搖的。特
首梁振英去年12月在北京向國家主席
習近平述職時，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央
對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堅持兩點，
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
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
制」「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
方向前進」。這清楚表明中央對香港
「一國兩制」實踐有足夠的耐心和戰略
定力，不會改變初心，喪失信心。戴耀
廷所謂「換路線」，只是癡心妄想。

戴耀廷在《蘋果日報》發表「換了梁振英 換了什麼？」的文章，道出了反對

派根深柢固的思維和心結：凡是捍衛「一國兩制」、得到中央支持的特首，反對

派都要反對，只要堅持這一路線的，就被視為「原罪」，就要受到反對派的千夫指；反對派不只針

對特定的特首人選，更針對「一國兩制」制度。如果真的如反對派所願，換人換路線，能為香港真

的爭取民主嗎？戴耀廷「以社會行動打亂中共部署」，暴露了反對派的企圖，就是要搞更多更大的

「佔領行動」，達到他們「換路線」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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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的陳家
洛落選區議員、
立法會議員，不

知是否太得閒，抑或太久沒有機會在傳媒曝
光，昨早竟然在特首辦外向特首梁振英遞信
請願。梁振英亦有在網誌提及此事。梁振英
表示：「今天早上行政會議開會前，我按慣
例到行政長官辦公室大樓門外接見市民，見
到久違了的前立法會議員、浸會大學副教授

陳家洛。我向陳家洛表示行政長官辦公室大
樓每天早上8時都會升起五星紅旗和區旗，
歡迎他來看升旗。」「五星紅旗升不起」是
陳家洛夢寐以求的黃粱夢，梁振英歡迎陳家
洛看升旗，是要提醒陳家洛，他的白日夢永
遠不可能實現，只是癡心妄想。
2015年月1月18日，即「佔領」行動結
束後1個月，當年陳家洛還是立法會議員、
公民黨主席，是公民黨的未來之星，何等意

氣風發。當時陳家洛接受媒體訪問時大言不
慚聲稱，自己授課時經常挑戰學生，「問他
們有無想過有天早上醒來， 五星紅旗升不
起，有無想像過歷史重擔要忽然落在他們身
上。要想像它（威權政府）倒下來，要有al-
ternative（另類看法），搞運動就是要有al-
ternative……」他唯恐學生不明白，更畫公
仔畫出腸指，五星紅旗升不起，代表着「這
個政權真的倒了」。

這些言論明顯違反陳家洛當時的身份。當
時他是立法會議員，在就任之前，曾宣誓擁
護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他的言行等同作出失實宣誓；陳家洛
還是大學教師，根據教學守則，不能利用授
課的機會，向學生灌輸希望國家倒下、顛覆
政權的思想。
陳家洛散播「五星紅旗升不起」的邪

念，是否想把香港的大學變成顛覆國家的
基地，變成培育「港獨」激進分子的溫
床？梁振英歡迎陳家洛來特首辦觀看升
旗，是向陳家洛釋出善意，希望陳家洛迷
途知返。陳家洛不領情，還反咬一口指梁
振英「挑釁」，實在不近人情，更顯示其

執迷不悟，死心塌地想見到「五星紅旗升
不起」。陳家洛曾經在英國留學，應該明
白如果英國的大學教師，上課時敢叫學生
想像「國旗會升不起」，會有什麼後果，
會受到什麼法律制裁。
公民黨經常話要爭取民主，但爭取民主
絕對不能顛覆政權，更不能煽動學生想像
「五星紅旗升不起」的情況。對於陳家洛
違法禍港的挑釁性言論，公民黨前黨魁梁
家傑卻稱，陳家洛的說法「擲地有聲」，
不必收回。這說明公民黨爭取民主只是借
口、遮羞布，其真正目的是搞「港獨」，
煽動學生上街抗爭，顛覆政權，為反對派
火中取栗。

梁振英點醒陳家洛勿發白日夢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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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有報道
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將於明日請辭，備
戰特首選舉。特首梁振英昨日表示，林鄭
月娥每天都忙碌地履行司長職務，自己每
天都與她開會。他承認特區政府高層有人
離任，對工作有影響，但認為不能阻撓有
心服務香港的人參選。
梁振英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被問到林

鄭月娥據報已積極備選，是否「不夠心無
二用」時表示，林鄭月娥現在每天都很忙
碌地履行司長職務，自己與她經常就特區
政府的工作每天開會，也與她有很多工作
一起向前推動，不存在「分心」問題。林
鄭月娥是否辭職、辭職後是否參選，則要
待她自己公佈。
他續指，三個司長之間、司長跟特首、

局長之間有分工，若實事求是看，特區政
府高層有人離任對工作有影響，尤其是最
近忙於起草制訂新年度施政報告及財政預
算案，「但是我們亦要知道2017年有行政
長官選舉，所以司長或其他人士，他有心
在行政長官這個職務上，從2017年新一屆
政府開始服務香港人，我們都不應該阻撓
他們參選。」
至於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辭職一事，梁振英

強調會跟程序辦事。

林鄭履職無分心
梁振英點讚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
領事唐偉康昨日出席香港外國記者會
（FCC）活動，以「香港的憂慮及信
心」為題發表演說。
他聲言，「銅鑼灣書店」事件，及全
國人大常委會就立法會議員宣誓爭議釋
法，導致「很多香港人」認為中央可能
「不再尊重香港自治」，但稱只要「積
極」及「富想像力」地實踐「一國兩
制」，他對香港的未來仍然充滿信心。
唐偉康在演說中稱，香港人憂慮如何

在競爭激烈的全球市場，維持金融、貿
易及創新優勢。
他指，香港是貧富差距最嚴重的發達
地區之一，不少人因住屋問題苦惱，結
構性經濟問題必須解決，又引述「一些
市民」指，由於立法會兩極化，導致政
府及立法會難以就香港面臨的問題對症
下藥，更聲稱在人大釋法等事件後，
「很多香港人」認為中央可能「不再尊
重香港自治」。
他續稱，雖然面對這些難題，但他對香

港仍充滿信心。在「一國兩制」、基本法
及高度自治下，香港得以維持「特殊
性」，有機會實行幾乎任何目標，包括成
為中國內地連接美國及世界的門戶、推進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內地「一帶一路」
戰略中擔當金融中心、尋求加入「跨太平
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甚至爭取主
辦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擴大地
區及全球競爭力。
唐偉康稱，當初有人對「一國兩制」感
到疑慮是自然的事，但香港已在過去20
年找出實踐方法，只要「積極」及「富想
像力」地實踐「一國兩制」，他相信香港
足以克服困難，創造美好明天。

美駐港領事稱「一國兩制」助港克難

陳方安生在記者會上稱，她於本月20
日獲邀到美國華府出席特朗普總統

就職典禮，又稱邀請她出席的是自己「在
共和黨內認識的人」，既熟悉她為人，也
知道她過去在政府的工作經驗，所以特別
邀請其出席。
目前，陳方安生已邀約傳統基金會代表
屆時會面，希望了解特朗普政府對「一個
中國」和中美關係等看法。至於會否與其
他華府官員會面，她則稱不會排除任何可
能，但目前仍然在安排行程，未具體落
實。
她續稱，相信美國的政商界都十分關心

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銅鑼灣書店」事
件，及特首選舉後的進展，包括關注新任
特首會否延續現任特首梁振英的管治路線
等，她會向特朗普政府「反映」香港的狀
況，同時「爭取」對方繼續留意香港政制
及其他層面發展，又提到美國國會一個委
員會早前稱，倘「一國兩制」受到「破
壞」，美國將會取消目前給予香港的優惠
政策。
由陳方安生擔任召集人的「香港2020」，
昨日則發表建議「十問」特首候選人供選委
「考慮」，包括候選人如何捍衛香港核心價
值、如何處理港人利益與中央有衝突、會否

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會否
重啟政改、任內會否主動提出香港基本法23
條立法等。陳稱，稍後會約見反對派專業界
別選委，游說採納該「十問」，同時亦會寄
給建制派選委。

陳勇：定被同胞唾棄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

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批評，陳方安生此行並
非單純參加特朗普的就職典禮，而是帶着
「特別的政治任務」，就是邀請外國勢力
向特區政府施壓，這無論在法、理、情上
都是說不過去的。綜觀中外歷史，凡試圖

引外力打壓自己同胞的人，都會被同胞唾
棄，倘陳方安生不懂歷史，應該先看一看
才啟程出發，這樣會對其訪美之行更有
「幫助」。

陳恒鑌批為滿足私慾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批評，陳方

安生在過去一段時間不斷走訪美國，向
美國政府獻媚，在唱衰香港的同時，更
主動「邀請」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
務，以滿足她在港人面前「耀武揚威」
的私慾，其言行才是真正在破壞「一國
兩制」。

下周赴美睇總統就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總統當選人特

朗普，突然邀約多次與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等到美

國唱衰中國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出席其總統就

職典禮。將於下周一啟程前往華盛頓的陳方安生昨日

聲稱，她會借此機會向特朗普政府反映香港的核心價

值「受到侵蝕」、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銅鑼灣書

店」事件、特首選舉等，要求對方關注，更危言聳聽

稱美國國會早前提到若「一國兩制」受到「破壞」，

美國將取消給予香港的優惠云云。政界人士批評，陳

方安生不斷試圖引外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才是真正

破壞「一國兩制」者。

陳太預告引外力搞港

■陳方安生（右）將赴美出席特朗普總統就
職典禮，預告將唱衰香港。

■陳恒鑌批評陳方安生言行破
壞「一國兩制」。 資料圖片

「本土民主
前線」發言人
獨 琦 （ 梁 天
琦），稍後將
就去年 8月涉
嫌與記者打交
一事上庭。有
網民指稱，獨
琦一旦罪成，
有可能留刑事
案底，屆時可
能不獲美國發
出相關簽證，
不能如願去哈
佛 做 「 研 究
生」了，故他現在「好心虛、好驚死」，
搵緊人幫佢寫求情信畀法庭，向法官求
情，希望輕判，唔好留低刑事案底云云。
該網民明言，希望法官嚴格執法，維護法
治，唔好輕判佢，唔好畀呢個人渣暴徒逍
遙法外。 ■記者 鄭治祖

獨琦怕死 頻撲求情

■有網民製圖諷刺獨琦心
虛、怕死。 網上圖片

■陳勇指陳方安生最終會被同
胞唾棄。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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