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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投入反對派懷抱 豈能擔任特首

選舉事務處本周一確認曾俊華成為特
首候選人。在其提交的160個提名票當
中，反對派佔125個，建制派僅得35
人。提名8成來自反對派的曾俊華懂得
「投桃報李」， 他重申，當選後會就
政改進行無任何前設的公眾諮詢。同時
表示，一旦當選特首，會考慮將反對派
納入其管治班底。這些信息清晰地表
明，曾俊華已經投入了反對派的懷抱，
他不僅甘當反對派的代言人，還要把反
對派「各路大將」帶進特區政府。
一個與逢中必反、逢特區政府必反、

為反而反的反對派達成默契、完成交易
的人，能夠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
嗎？能夠切實遵循基本法嗎？能夠贏得
中央的信任嗎？能夠協調香港與內地的
關係，從而搭乘國家發展快車嗎？歸結
到一句話：他能履行好特首的使命嗎？
這一連串的問題，值得香港選委會、社
會各界、廣大市民認真思考。

跪求選票 放棄原則
香港特首必須由愛國愛港的人士擔
任，這個原則的確立，是基本法的題中
要義。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是中國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特首既要對中央
負責，又要對香港特區負責。曾俊華既
然參選，說明他自認為符合「愛國愛
港」的條件。但「愛國愛港」不是空洞
的口號，而是需要在重大原則問題上、
在關鍵時刻，表現出信念是否堅定、立
場是否準確、言行是否一致。
此番參選，曾俊華原本寄希望於從建

制派獲得100張提名票，從反對派那裡
獲得50張提名票。然而，由於建制派對
他並不看好，他轉向反對派求票。反對
派一貫對抗中央、否認中央對港的全面
管治權、包庇激進勢力、阻撓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不顧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他們的票豈是容易討得的？反對派
早已待價而沽，開出三項條件：「換人
換制度」、「重啟政改」、「廢除人大
『8．31』決定」。誰答應這些條件，就
把票投給誰。任何一個有認知能力、有
政治良知、有辨別是非能力的人都明
白，這三個條件明顯挑戰「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挑戰中央權威。欲當特首，
豈能答應！然而，曾俊華在和反對派溝
通之後，不斷改口。發佈政綱時，他曾
表示「同步推出23條立法及在『8．

31』基礎上重啟政改，爭取在2020年前
完成兩項工作」；後來改為「須在沒有
前設作為重啟政改諮詢的前提」，甚至
聲稱：「重啟政改時可以提出超越『8．
31』決定的意見」，又稱：「沒信心在
2020年完成23條立法。」等等。
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人大「8

．31」決定豈能推翻？23條立法事關反
對分裂國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
利益，豈能懈怠？這兩項重點是「愛
國」的題中要義。一個參選特首的政治
人物，竟然不顧特首肩負的責任和使
命，為了選票，放棄原則，毫無政治信
仰，毫無誠信品德，毫無領袖風骨！這
樣的人能算「愛國愛港」嗎？能取得中
央信任嗎？值得730萬港人託付嗎？

渾水摸魚 妄稱「和諧」
曾俊華對自己的競選策略有一番辯

解，他說，反對派政黨投票給他具有
「重要意義」；又稱，他若當選，有利
於凝聚各派力量，推動「社會和諧」，
云云。
曾俊華這番辯白，倒是可以哄騙三歲

小孩，渾水摸魚，豈能騙人！綜觀三年

多來，反對派幹了些什麼好事？策動
「佔中」，造成逾百億港元損失；否決
政改方案，令「一人一票選特首」化為
泡影；「拉布」、「流會」，阻礙民生
項目落地；呵護「本土」，催生「港
獨」勢力。最為極端的是，去年底立法
會上演的一場鬧劇，梁、游公開辱華
播「毒」，違憲違法，被告知宣誓無
效，依法不得進入立法會議事，某些反
對派議員竟然一次又一次為其保駕護
航，衝擊立法會。凡此種種，清楚地表
明，某些反對派人士不是在建制架構內
依法行使反對權，而是要拆毀「一國兩
制」的大廈，動搖基本法的根基，所言
所行，違憲違法。
曾俊華討好反對派，答應其苛刻的政

治條件，還承諾他若當選，將帶領反對
派成員進入特區政府，他和反對派之間
倒是「和諧」了，恐怕特區政府要「亂
成一鍋粥」。立法會已經夠亂的了，特
區政府再一亂，「香港之亂」恐怕在劫
難逃了。難道這是香港市民希望看到的
「和諧社會」嗎？

「造王」不成 終將「造鬼」
反對派此番沒有派人參選，各界揣測

反對派欲在建制派中找到合適的代言
人，實施「造王」計劃。這個「王」會
是誰？「鬍鬚」？還是「胡官」？從當
下情況看，「鬍鬚」 曾俊華的可能性

大一些。
但曾俊華也清楚，即

使反對派的300多票全
投予他，亦需要300名
建制選委支持，才可越
過 601 票的門檻而當
選。所以，他仍對建制
派抱有極大希望，希望建制派選委關鍵
時刻投他一票。曾俊華這個想法很豐
滿，但現實很骨感。試問：拋棄了建制
派原則立場的人，還能得到建制派的眷
顧嗎？
反對派當然也掂量得出自己327票的

分量，即使成功「綑綁」，實施「策略
投票」，也難保可以成功。他們的上策
是「造王」，中策是製造「流選」，下
策嘛，自然是喊喊口號、一事無成。客
觀地分析，若非意外，反對派成功「造
王」的幾率很小。畢竟反對派所持的選
票僅佔四分之一強的份額。一旦「造
王」不成，終將「造鬼」。 曾俊華將
落得「裡外不是人」，左右不討好。其
境慘矣！
反對派挖了一個大坑，曾俊華已經跳下

去了。一個喪失了原則立場的人，是沒有
資格擔任特首的。結果怎樣？不妨拭目以
待。為今之計，最重要的事情，是為港人
福祉，選出一個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
管治能力、市民擁護的特首，帶領香港各
界，不忘初心，同行向前！

曾俊華已投入反對派懷抱，跪求選票，放棄原則；渾水摸魚，妄稱「和諧」；「造王」不成，終

將成「鬼」。 一個不顧特首應擔負的職責和使命，毫無政治信仰、毫無誠信品德、毫無領袖風骨的

人，是沒有資格擔任特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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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港區上海市政協常委

CY增補為政協委員
政界料更上層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立法會發
展事務委員會赴東江流
域考察東江水質之行，
可謂「一波三折」。在
去年新一屆立法會組成
之初，發展事務委員會
已要求特區政府安排議
員到廣東考察東江水的
供水系統，考察日期一
改再改，最新出發日期
為下月中。
由於日期改動，需要

重新接受議員報名。
東江水供水系統考察

行程原安排在上月19
日至20日成行，由於
「撞正」20日周一立法
會多個事務委員會都會
舉行會議，有部分反對
派議員以「難更改議
程」為由冷待有關安
排。
農曆年三十（1月27
日），發展局向立法會
發展事務委員會發出通
知，指根據籌備的工作
進度，加上剛好遇上新
春假期，估計未能按原
定的安排於上月中啟程

前往東江考察，加上原訂考察日
期正值工作天，會對立法會事務
造成不便，故建議延遲至下月14
日至15日復活節假期，可避免影
響到立法會的日常事務，而原先
建議的考察行程就維持不變。

上月冷待行程 改下月又要傾
在昨日舉行的立法會發展事務

委員會上，有議員擔心，倘反應
不積極，當局會否取消有關行
程。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吳維
篤在回應時表示，只要有3名議員
報名，考察行程仍然會繼續。
同時，委員會通過因應考察日

期改動，將重新接受議員報名，
及開放予非委員會成員參加。多
名反對派議員聲稱，需要商討後
才決定是否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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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了
「贏在起跑線」，學生面對的壓力有增
無減。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EQ）昨日提到，近日在網上熱播一
條數名小學生對話的短片，其中有小學
生聲稱想自殺，有小學生更聲言要「慢
性」殺死父母，從而獲得「自由」。
EQ擔心該段短片會帶出壞信息，故在
尊重創作立場的同時，希望有關創作團
隊發揮其創作精神，發放一些正面信
息。
EQ昨日與傳媒茶敘時表示，最近網
上廣傳一段關於小學生「我的生涯規
劃」的短片，有家長反映看後感到很擔
心，批評該短片誤導小朋友，及扭曲小
朋友的價值觀。EQ認為，短片放在網
上短短兩三天，已經有超過百萬的點擊
率，相信已經有不少小朋友看過，唯有

呼籲家長留意家中小朋友有否觀看過，
並耐心觀察小朋友的反應，正確引導小
朋友建立正面的態度及健康的價值觀。
在尊重創作自由的同時，EQ也希望

有關的製作團隊了解短片在播出後，會
帶來什麼回響，及對小朋友會造成什麼
反應。她強調，自己很尊重有關的製作
意念，就是希望反映目前小朋友所面對
的壓力，但希望對方可以創作一些帶正
面信息的短片，向小朋友灌輸健康的價
值觀。
其實，EQ及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
委員於近日分別在不同地區訪問了逾20
名小學生，大部分回答每天平均5份至
8份家課，最多的有10多份；做家課最
長的時間為5小時至6小時，最短的只
需1小時；有些學生表示每星期都要默
書或測驗，因為疲累及缺乏休息時間而

感到不快樂。
不過，訪問中也發現，

有學生每天平均只有1份至
4份家課，有學生則每天要
應付9份家課，再加上每星
期兩次測驗，但仍覺得很
開心，也喜歡做家課。

指家課壓力因人而異
EQ認為，通過是次調查，他們發現
家課對學生造成的壓力因人而異，有的
「很快手」完成家課，有的喜歡做家
課，也有的覺得很大壓力，故社會應就
此問題再作進一步的研究和調查，才能
針對性解決問題，並強調教育制度屬於
多重問題，希望家庭、學校和政府都能
多了解小朋友的需要，不要把學生逼得
太緊，不要強迫學生操練，讓他們有更

多元的學習，發揮更多潛能。
EQ又形容，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

是其中一個「很忙」的委員會，一直對
婦女健康及私隱議題尤為關注，過去為
基層青少年女性成功爭取免費接種子宮
頸癌疫苗，推動母乳餵哺及器官捐贈行
動，有關建議取得政府的認同和支持。
另一方面，職場性騷擾、偷拍和走光
黑點等私隱問題亦掀起社會議論。新一
屆委員會將繼續關注婦女健康、學生家
課壓力、母親訴求、婦女私隱等議題。

網片宣自殺殺父母 EQ憂教壞細路

■葛珮帆和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昨與傳媒茶敘。

全國政協常委會昨日以275票贊成、1票
反對、4人棄權，通過增補梁振英等4

人為政協委員。現年63歲的梁振英，在2003
年至2013年期間，已曾先後擔任第十屆、十
一屆全國政協常委，2012年起出任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
根據全國政協章程，每屆全國委員會任期
內，有必要增加或變更委員名額及人選時，
經本屆政協主席會議審議同意後，由常務委
員會協商決定。12年前，全國政協第十屆常
委會第八次會議亦增補了80名政協委員，時
任特首的董建華榜上有名。
與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一樣，梁振英也是

在特首任期內獲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

不同之處在於，董建華是在獲增補之後宣
佈辭去特首職務，梁振英則是在獲增補之
前，於去年12月9日宣佈不再競逐連任。

胡定旭：打擊「港獨」有功
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昨日透露，會上港區

政協常委都對梁振英投下「贊成」票，有人讚
揚梁振英對維護「一國兩制」，打擊「港獨」
作出了很大努力和貢獻，又認為全國政協委員
有2,000多名，增補梁振英沒有特別，不必過
分解讀。至於梁振英會否再任更高的職位，胡
定旭指要待全國政協會議進一步的日程安排。

陳永棋：有望任政協副主席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指，梁振英今屆獲增
補為全國政協委員是有意義的，將來或可
「更上一層樓」，有望循董建華的先例，獲
增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為國家及香港做更
多事。
他在早前曾引述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表

示，梁振英在增補政協委員名單內有3點意
思，一是中央對香港重視；二是梁振英任特
首期間，在應付非法「佔中」事件上做了很
多，有很高成績，亦盡其力量將「港獨」勢
力遏下去，值得表揚；三是顯示中央對「一
國兩制」的堅持，及對「港獨」的否定。他
認為這看法中肯。
梁振英昨晨出席行政會議前，被傳媒問及

以往無行政長官任內同時出任政協副主席的
先例時回應指，他相信不會影響其施政。被
問及兩者會否存在「利益衝突」，他則強調
會按法律辦事，又指「一國兩制」並非空泛
抽象的概念，在基本法一百六十條內有清楚
規定，而出任政協委員職務，與自己不再連
任行政長官沒有任何關係。

梁振英強調無關不爭連任
梁振英將於明晚啟程前往北京出席全國兩

會。今年兩會，梁振英將以「雙重身份」參
會：3月3日將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出席政協大
會；3月5日將作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列席全
國人大大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文殊）

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十九次

會議昨日表決通過增補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梁振英為全國政協委

員，是繼董建華後第二位任內獲

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香港特

首。梁振英昨晚發表聲明，對獲

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深感榮幸。

多名全國政協委員均認為，梁振

英真心為港做事，維護「一國兩

制」、打擊「港獨」有功，可望

循董建華先例「更上一層樓」、

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將於明晚啟程前往北京出席全國兩會。

資料圖片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昨於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