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鬍鬚求入閘「續跪」反對派
政改廿三條立場頻改口風 逢迎「乞票」

■■黃任匡不諱言黃任匡不諱言「「民主政綱先決計劃民主政綱先決計劃」」
是要向曾俊華施壓是要向曾俊華施壓，，並以胡椒煮薯揶並以胡椒煮薯揶
榆榆。。 fbfb截圖截圖

曾俊華政改及廿三條立場前後對照
政改

日期

1月19日

1月20日

2月6日
上午

2月6日
下午

2月12日

廿三條立法

日期

1月19日

2月6日
上午

2月6日
下午

2月12日

資料來源：曾俊華公開發言及政綱內容 整理：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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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

「『8·31』不是我們的立場，是在內地帶進來
的。如果政治環境沒有改變，貿貿然推動這件事
（政改）是不負責任。」

「我們現在有『8·31』基礎，這亦都是人大常委
會決定，我們要以這個基礎開始。」

提到下屆特區政府「必須以最大的決心和勇氣」
重啟政改，但未有提到要按照「8·31」，只提到
特區政府「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提
出的政改方案未能通過。

「『8·31』當然是一個主要關鍵的環節，這是無
可能迴避得到的事……『8·31』是常委（全國人
大常委會）設立的，不容香港可以任意更改，所
以『8·31』一定是開始，我們以此作為基礎。」

兩度提出政改諮詢「無前設」，如實向中央反
映，相信中央會作出「精準判斷」。

立場

「立法是憲制責任，我們要做好它，我知道爭議
非常大，政府的角色是要盡量解釋，要創造適合
的社會氣氛。」

提到特區政府沒有理由繼續拖延立法，要完成一
項「維護香港和國家安全，並為港人接受」的法
例，提出以「白紙草案」形式諮詢，及以「先易
後難」原則分階段立法。

希望立法與重啟政改同步進行，在2020年立法會
換屆前完成。

「廿三條（立法）就沒有什麼信心2020年之前做
得到，因為要醞釀認同」，下屆特區政府或只能
完成前期工作。

反對派為了「造王」，即使曾俊華
（鬍鬚）的政改和廿三條立法立場

與自己南轅北轍，亦想方設法送票予鬍
鬚入閘，但鬍鬚早前實牙實齒說「8．
31」決定是重啟政改不能迴避的基礎，
及爭取2020年為廿三條立法，就令反對
派身陷尷尬處境。

棄政改基礎變「無前設」諮詢
雖然鬍鬚口說爭取整個光譜支持，但實
質上都是靠反對派保送。鬍鬚其後漸漸轉
軚改口風，包括將不能迴避的基礎變成
「無前設」諮詢、廿三條立法亦「無信
心」可在2020年之前完成。（見表）
他作出兩大讓步後，來自反對派的提

名就如雪花飄至。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在
與他會面後聲稱，其最新說法能「釋除
疑慮」，表明可積極考慮提名他，數天
後該黨更「拍板」落實，而與該黨關係
密切的教協，昨日也決定將全部35個提
名給予他。另外，部分高教界、資訊科
技界、社福界、法律界的反對派選委，
也是在他改口風後賜票。

面對「吊高賣」立場不斷軟化
有人急於下注，亦有人認為可令鬍鬚

「一跪再跪」，故「吊高嚟賣」。擁有
過百個選委的「民主政綱先決計劃」，
先將46個提名給予胡國興，並稱曾俊華
的「民主理念」「要再睇清楚啲」，但
就謂對他「有期望」，希望他將最新立
場寫進政綱，擺明向他叫價。自稱「獨
立攝影師」、親反對派的「蕭雲」，前
日在facebook貼上他與計劃牽頭者、醫
學界選委黃任匡的問答，黃不諱言稱計
劃就是向鬍鬚施壓，「其實先後次序係
（喺）計劃公佈之前，已經『通咗
天』，各方都知我哋會先過50幾票畀胡
官，之後曾俊華先放軟口風……我哋睇
到佢有進步，（）啲咪係效果囉。」
黃任匡前晚也在facebook發帖，重申

如果反對派一開始就「完美協調」、向
曾胡二人各配150票，「那麼曾俊華過
去一個禮拜出現的『口風變軟』有可能
出現嗎？不可能吧。」他更「抵死」地
上載胡椒煮薯仔的照片影射二人，並加
上「煮薯仔嚟講呢」、「落胡椒粉係好
緊要㗎」、「皇帝自己都話唔急太監唔
使急住喎」等標籤（Hashtag）。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庭佳）為了獲得足夠提名

「入閘」，特首參選人曾俊

華不惜於政改及香港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上，迎合手

握逾300票的反對派的口味：由稱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是

重啟政改的基礎，變成最近提出「無前設」諮詢政改；由稱廿三條

立法是憲制責任、「沒有理由繼續拖延」，希望在2020年前完成立

法，到變成「無信心」在2020年前做好。立場一再軟化，難怪民主

黨及教協都「All-in（全投）」曾俊華，而以先提名胡國興來吊曾俊

華胃口的「民主政綱先決計劃」，也自言行動「成功向曾施壓」，

迫使他轉口風，並期待他會進一步軟化。

選舉的初衷本是選
賢任能，但在是次特
首選戰中，反對派選

委的一些做法卻使得選舉變了味，亦顛覆
了人們的常識。
先講衛生服務界的「衛．真普30」。

明明胡國興在與他們的會面中，多次擺明
車馬稱不了解醫療議題，但因胡官於政改
及廿三條立法的立場合反對派胃口，故他
們最後仍先送10張提名票予他，餘下20
票就作「策略性提名」，不排除提名予
「政綱片面，未有反映完善醫療政策」的
曾俊華。如此漠視業界訴求，叫支持他們
當上選委的護士、藥劑師情何以堪？
再講「民主政綱先決計劃」。自比學校

「金主」，先將價值46張提名票的「第
一期獎學金」，頒予在政治方面已向反對
派「叩頭」、「跪低」甚至「趴喺度」的
「胡同學」，再以剩下的提名票誘使求票
若渴的「曾同學」「跪得低啲再低啲」。
輕易「跪低」，代表沒有風骨，而有骨

氣地企硬，正正是一個人的能力之一。究
竟反對派是要選賢能還是選無能？

■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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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常識 選舉變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是次特首選舉中，反對派
似乎誰都想立「造王」之功，
但誰也不想讓別人領功。繼
「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企
圖以「民間特首公投」去操控
反對派300多票後，「民主
300+」昨日藉其系統重開需
時，宣佈本周四就開始提名，
不等「公投」結果。另一方
面，「民主300+」內部其實
亦是意見紛紜，除了早就有人
沒等「民主 300+」就「偷
步」提名自己心儀對象外，有
15名工程界選委的「進步工
程」昨日亦發出聲明，指有4
名選委決定「離隊」，不跟隨
「進步工程」綑綁提名。
戴耀廷的「公投」系統近日被

私隱專員指侵犯個人私隱，結果
只能跪低收檔，另外再用其他方
法收集提名。有此前提，經常代
表「民主300+」發言的「專業
議政」召集人郭榮鏗，昨日與傳
媒會面時就透露，「民主
300+」將於本周末完成提名曾
俊華及胡國興的程序，「大約先
在周四、周五提名其中一名參選
人，確保成功入閘，到周六再提
名餘下一名，讓兩名參選人能夠
成功入閘。」
「民主300+」提名了兩名參

選人後，所餘提名票不多，那是否意味無法
按「公投」結果作提名呢？郭榮鏗沒直接回
應，只稱︰「凡參加過選舉的人都知道，不
能太遲提交報名表，需要預留一兩天時間，
當發現提名有問題時，可以作出補救，我們
不能將『全港市民的福祉』押下來。」

不等「公投」結果即提名
郭榮鏗稱「民主300+」不等戴耀廷的
「公投」，其實反對派選委亦沒有在等
「民主300+」。繼高教界、會計界都有
人搶先送上提名票後，醫學界選委黃任匡
亦牽頭組成「民主政綱先決計劃」，聯合
7個專業界別的反對派選委，先將46票提
名給胡國興。
不過，反對派的選委分裂之細碎，如洋

葱般一層疊一層。「進步工程」早前表示
有意綑綁提名胡國興，昨日該組織發出聲
明，稱團隊內部「對提名的時間和處理上
未能達成共識」，而部分選委亦希望有更
多時間與個別參選人再會面，盡力爭取參
選人改善政綱，然後才確定提名。因此，
4名「進步工程」選委成員，包括陳建
勇、麥雪晶、董仲賢及姚國威，及2名非
選委成員何兆倫及劉鎮宇決定「離隊」，
而「進步工程」將說法包裝成上述6人
「不希望影響綑綁團隊提名的做法」，而
他們亦對此「表示理解和尊重」。
根據已公開表態提名的情況計算，曾俊

華目前已有逾百提名，但大部分來自反對
派，雖然與入閘門檻150票仍有一段距
離，現有反對派「保送」，料可以成功入
閘。胡國興陣營中人亦指，反對派輪流
「派彩」都是按「劇本」行事，最終有信
心亦可以順利入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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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
派為一場特首選舉四分五裂，傾向「獨
派」者則走去支持社民連立法會議員
「長毛」梁國雄。長毛早前宣佈，倘能
取得3.8萬個「公民提名」就會參選特
首。雖然長毛慘遭反對派「大潑冷
水」，卻得到中大學生會會長周竪峰及
前會長王澄烽支持，兩人近日頻頻在網
上「發功」，聲稱雖對社民連及長毛無
好感，但還是尊重他的「堅持」，並質
疑反對派倘真心想要務實，為何當初沒
有接受「袋住先」的政改方案，「我們
由『我要真普選』變『我要真俊華』，
是因為我們害怕。我們都害怕這個城市
再看不到希望。」

稱尊重毛哥「堅持」
周竪峰上周在facebook發表了題為「我
同長毛揸左（咗）手」的帖子，聲稱日
前在中環遇見長毛及朱凱廸，在街上爭
取市民的「公民提名」。他也走上前簽
了名，並跟長毛說：「毛哥，雖然過往
有啲爭執，不過算啦，我都簽左（咗）
畀你。加油啦。」
長毛當時回應稱︰「時間會話畀我地
（哋）聽邊個岩（啱）邊個錯。冇人會
永遠都岩（啱），冇人會永遠都錯。永
遠都岩（啱）既（嘅）係上帝，永遠都
錯既（嘅）係魔鬼。」兩人並且雙手握

了一握。
周竪峰最後稱，他對社民連及長毛雖

無好感，但還是尊重他的堅持，「我永
遠唔會忘記係邊個縱容班手下打我。我
對長毛參選特首既（嘅）決定，亦都不
敢苟同，但我還是尊重佢既（嘅）堅
持。但我還是尊重普及而平等既（嘅）
參選權利。」

揶揄曾俊華支持者
王澄烽昨日也在 fb 聲援長毛，稱：
「有朋友說要 3萬 8 千個提名不切實
際，但假如真心想要務實，為何當初
沒有接受『袋住先』？我們由『我要
真普選』變『我要真俊華』，是因為
我們害怕。我們都害怕這個城市再看
不到希望。那個曾存在於街頭，後來悄
然消失的希望。所以我們都恐懼。但不
需要自責。正因為有恐懼，我們才會有
動力。」
此外，王澄烽上周六亦在fb發帖揶揄

支持曾俊華的反對派道︰「可惜這年頭
只要公關做得好，黑可以變白，白可以
變黑。搞政治變成單純搞公關。講一套
做一套都可以被說成是真誠，對歷史事
實視而不見都能為人所稱道。甚麼原則
都彷彿不重要，政治人物無德可以成典
範，無腰骨可以叫圓滑。甚麼理想都因
為『不切實際』而失語。」

「獨人」網上發功撐長毛

■■教協昨日決定將教協昨日決定將3535張提名票全數投予曾俊華張提名票全數投予曾俊華。。

■民主黨7張提名票全數投予曾俊華。圖為本月12日曾俊華約見民主黨。網上圖片

■曾俊華與社福界選委會面，允諾「重新研究」全民退保。 資料圖片

■曾俊華向教育界選委拜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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