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55月月1010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政情與評論A13 ■責任編輯：汪 洋

「熱普城」爆
發「皇上」黃洋
達與「教主」黃

毓民的內鬥，目前正陷入膠狀態。在向
黃毓民開戰前，黃洋達故意與妻子出外旅
遊，製造「不在場證據」，交由部下在網
上發動匿名批鬥，更呼籲支持者不要再捐
款給黃毓民的網台，要斷他財源云云。黃
洋達故意不在港指揮作戰，一方面是避免
給外界指責為「反骨仔」，儘管這已經是
坊間的普遍觀感，另一方面是為了有迴旋

空間，如果黃毓民垂死反撲，要鬥個魚死
網破，黃洋達可推說自己不知情，為自己
留下一線。
結果，黃毓民果然全力反擊，開動網台機
器、手下親信對黃洋達及其《熱血時報》發
動攻擊，兩派支持者連日來在網上開火，暫
時戰況膠。筆者聽聞，黃洋達派系已經向
黃毓民發出信息，表示可以休戰，但要黃毓
民接受以下條件，包括：黃毓民近期不斷對
多名《熱血時報》人士人身攻擊，更開其真
名，對他們造成不少滋擾，所以要求黃毓民

私下向他們道歉。同時，黃毓民也要承諾不
再攻擊《熱血時報》，以此作為和談條件。
據悉，黃毓民並未有回應任何要求，原因是
黃洋達的行為已經觸及其逆鱗，現在正要清
理門戶，還談什麼和？
現在「教主」或「皇上」要打倒對方，必
須增強自身的實力，所以他們都將目光投向
「熱普城」唯一的立法會議員、「熱血公
民」主席鄭松泰身上。兩人早前分別要求鄭
松泰歸邊，但鄭松泰一直沒有表態，論背景
淵源，他出身自「熱血公民」，雖然多年來

被黃洋達遏制，但「熱血系」始終是他的主
要支持力量。但同時，黃毓民一直扶持他，
並且為他提供網台出鏡機會，兩人關係密
切。因此，鄭松泰一直拿不定主意，打算首
鼠兩端，左右逢源。然而，兩陣對決之下，
不是右袒就是左袒，正如《史記》所言：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不可能讓鄭
松泰首鼠兩端。
近日黃毓民更出重招施壓，在網台上突
然取消了鄭松泰的節目，並且發動親信批
評鄭松泰「無義氣」、「忘恩負義」。另
一方面，「熱血派」亦揚言如果鄭松泰不
支持黃洋達，未必再支持他出任「熱血公
民」的主席云云。兩相權衡，鄭松泰很大
機會歸邊，重新回到「熱血派」，與「皇
上」共鬥「教主」，而「熱普城」的內鬥

亦將進入最後決戰階段。恰恰此時，黃洋
達「剛巧」又旅遊回港，可以披掛上陣，
大戰已是一觸即發。
其實，激進派的內鬥根本是不可能避

免，一方面是基因使然，另一方面激進派
的生存空間愈來愈窄，僧多粥少，要保住
手上的政治利益，自然要與自己友開火，
黃洋達突然對黃毓民開火，固然因為「教
主」突然停止對《熱血時報》每月3萬元
的資助，但也是為了通過「清黨」，重新
集中、凝聚支持者，歸根究底，都是利益
作祟。鄭松泰本身就是「雙黃」捧出來
的，現在兩人開火，他自然左右不是人，
但這又怪得誰？正如黑幫電影所言：「出
得嚟行，預咗要還」，鄭松泰現在正是還
債的時候。

「教主」「皇上」暗戰 鄭松泰左右不是人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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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訪澳講話對香港的啟示意義

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張德江今次視察澳門特區，受到香港
社會的重視。香港輿論最關注的，是張
德江在澳門的講話，對香港有什麼針對
性和啟示意義。

習近平：澳門貫徹「一國兩制」是榜樣
張德江的澳門之行，內容非常豐

富，香港最關注的，還是他有關「全面
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
的講話。原因很簡單，香港確實存在
「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未能得到全
面貫徹落實的問題。
張德江到達澳門當天聽取特區政府工

作匯報後發表講話，明確肯定「澳門回
歸以來，『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得
到全面貫徹」。正因為做到了這一點，
所以，澳門就有了以下舉世矚目的成
果：中央全面管治權得到有效落實，澳
門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得到充分保
障，行政主導體制運作良好，經濟快速
發展，民生持續改善，社會保持和諧穩
定，各項事業不斷進步等等。
張德江昨天與澳門社會各界人士舉行

座談會發表講話時，不僅肯定澳門在
「一國兩制」實踐的有些方面發揮了
「表率」作用，肯定澳門率先完成了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在維護國家安全

方面走在了前列，而且特別引用習近平
主席在會見到京述職的崔世安特首的講
話，肯定澳門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方針和基本法、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方
面樹立了「榜樣」。
值得留意的是，習近平和張德江分別

使用了「表率」和「榜樣」兩個詞。我
們國家只有香港和澳門這兩個實行「一
國兩制」的特區，中央肯定澳門是「表
率」和「榜樣」，當然是針對香港而言
的。

香港存在排斥「一國」等問題
香港與澳門兩個特區情況雖有不同，

「一國兩制」實踐各有特色，但中央關
於「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及
基本法」的要求卻是一致的。
必須看到的是，香港確實存在排斥

「一國」、不尊重基本法的問題，中央
全面管治權未能得到有效落實，經濟民
生受到拖累，社會和諧穩定受到衝擊；
違法「佔中」，「港獨」泛濫，「泛
民」否定中央的「一國兩制」白皮書、
否定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更
是觸碰「一國兩制」底線的行為。香港
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夭折，也是眾
所周知的事實。習近平明確要求林鄭和
新一屆特區政府「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顯然具
有強烈的針對性。
香港社會曾經有一種說法：香港回

歸，成也「一國兩制」，敗也「一國兩
制」。所謂「成也『一國兩制』」，是
指香港回歸後的成功，有賴於全面貫徹
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發揮
「一國兩制」的優勢；所謂「敗也『一
國兩制』」，絕不是說「一國兩制」的
方針政策導致香港的失敗，而是指香港
如果處理不好「一國」與「兩制」的關
係，不能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
針及基本法，就會遭遇大挫折，陷於種
種困局而不能自拔，穩定繁榮就難以保
持。這句話可以說切中了問題的要害，

提醒人們：「一國兩
制」方針及基本法能否
得到全面貫徹落實，是
「一國兩制」之下香港
成敗的關鍵，切不可等
閒視之，更不可行差踏
錯。張德江將澳門成功
的基本經驗總結為「堅持『一國』之
本，善用『兩制』之利」。而要做到這
一點，關鍵就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
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

港人需珍惜維護「一國兩制」
香港存在「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

法未能得到全面貫徹落實引起中央關
注，香港有人因而擔心中央會收緊對港
政策，甚至憂慮中央會放棄「一國兩
制」。然而中央一再強調堅定不移堅持
「一國兩制」，不會變、不動搖。港人
應該做的，不是擔心「一國兩制」會不
會變，而是履行自己應有的責任：珍惜
「一國兩制」，維護「一國兩制」，對
違法「佔中」、「港獨」、否定中央管
治權等損害「一國兩制」的行為大聲說
不，確保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不走
樣、不變形。只有確保「一國兩制」方
針及基本法得到全面貫徹落實，香港的
「一國兩制」實踐才能企得正、行得
穩、走得遠。

張德江委員長視察澳門的講話，不僅充分肯定澳門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而且特

地引用習近平主席在京會見崔世安特首的講話，肯定澳門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

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方面樹立了榜樣。這與習近平會見香港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時，明確要求「全面

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形成鮮明的對比和反差。張德江的講話在香港引起關

注和討論，說明香港社會清楚知道自身存在這方面的問題。事實上，「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能

否得到全面貫徹落實，是「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成敗的關鍵。所謂「香港回歸，成也『一國兩

制』，敗也『一國兩制』」的說法，就是講這個問題。只有保障「一國」這個前提，才有可能搞好

「兩制」。香港的政黨社團都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中央一再強調堅定不移堅持「一國兩

制」。港人現在應該做的，不是擔心「一國兩制」會不會變，而是履行自己應有的責任：全面貫徹

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對違法「佔中」、「港獨」、否定中央管治權等損害「一國兩

制」的行為大聲說不，確保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企得正、行得穩、走得遠。

盧文端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善用50億新增開支
民記廣邀教界獻策

香 港 文 匯
報訊（記者
鄭治祖）候任
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繼續與立
法會各黨派會
面。昨日，她
與民主黨會面
近兩小時，該
黨主席胡志偉
在會後形容，
是次會面氣氛
正面，又「相
信」該黨創黨成員羅致光已獲林
鄭月娥邀請將加入新一屆政府的
問責團隊，惟他堅持倘對方加入
政府就必須退黨。羅致光在回應
傳媒查詢時則表示不便回應。

林鄭晤鴿黨 重啟政改分歧大
林鄭月娥於上月初邀請各反對

黨派會面，民主黨日前舉行中委
會後，曾一度要求押後至6月後才
會面，惟會面於昨日落實。民主
黨7名立法會議員胡志偉、涂謹
申、黃碧雲、尹兆堅、林卓廷、
許智峯、鄺俊宇，以及該黨副主
席羅健熙、司庫袁海文及總幹事
蔡雨龍一行10人出席。會面時間
由原定個半小時延長至兩小時。
胡志偉在會後形容，是次會面

氣氛正面，席間他提到新一屆特
區政府盡快重啟政改，及在施政
不應「偏頗」，不要以法律手段
「解決政治問題」，否則只會令
施政困難。
據引述，林鄭月娥回應指，明

白重啟政改是香港社會重視的課
題，但必須在合理的社會氣氛下
方可進行，故自己希望先處理各

項民生事務。
被問及該黨創黨成員羅致光是

否獲邀加入新一屆特區政府，胡
志偉稱，他「相信」林鄭月娥已
發出邀請，但稱即使有反對派中
人獲邀加入管治團隊，也不代表
可立即修補社會撕裂，特區政府
必須在政策及委任公職上保持中
立公正云云。
就羅致光一旦加入政府是否需

要退黨時，胡志偉則稱：「我相
信佢係邀請咗嘅，至於具體細
節，我哋手上都未收到羅致光正
式退黨申請……呢個好清楚，佢
（林鄭）有問我哋呢個問題，我
哋都講咗，民主黨立場係非常清
楚，羅致光會加入佢問責班底嘅
話，就必須脫離我哋黨籍、申請
退黨，佢先至完成佢嘅『手
續』。」
他其後補充稱，林太在會上並

沒有點名提及羅致光，只是問如
果民主黨「有黨員」加入其問責
班子，民主黨是否需要有關人士
退黨。「我哋冇喺呢度再進一步
探討，我諗你問返羅致光同林鄭
好啲。」

民建聯昨日舉辦「50億元教育經費 應如何
善用」的圓桌會議，邀請大中小幼等教育

界人士出席，包括香港教育大學幼師校友會主席
麥謝巧玲、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賴子文、中學校
長會主席李雪英、恒生管理學院校長何順文及顧
問楊慕貞、東華學院助理教授李麗梅、香港教師
中心副主席許振隆、教聯會副主席陳卓禧及家校
會主席湯修齊等。
該黨主席李慧琼、副主席張國鈞及立法會教育

事務委員會主席蔣麗芸亦有到場聽取意見。

幼教界關注「薪級表」「特教」
各學界人士分別就其專業範疇發表意見，其中
身兼幼稚園校長的麥謝巧玲認為，雖然免費幼稚
園教育即將於新學年落實，但在欠缺幼師薪級表
下，學界「一點也不覺得驚喜」，更易感到專業
不被重視，特別是設薪級表未必會令開支大幅增
加。同時，當局提供支援幼稚園改善校舍設施的
經費不足，是「糖不夠甜、鹽不夠鹹」，希望新
一屆政府跟進改善。
專研幼兒教育及特殊教育的李麗梅則建議，應

為幼稚園增聘每校一名特教統籌主任，好及早於

幼童階段向特教生提供更多支援，她並推算有關
計劃每年料涉及約2.2億元開支。

小學界倡「三保」穩學校團隊
在小學方面，賴子文直言，特區政府忽視了對

小學的支援，例如在年前學生人口下降時，小學
並沒有「三保」（保實力、保學校、保教師）穩
定老師及學校團隊的政策，而小學教師的薪酬及
待遇也明顯不及中學，相似職級的頂薪點及學位
教席比例都較低。

中學界促增資助津校升班師比

李雪英則認為，教育應維持公平性及卓越性，
例如增撥資源予津貼學校，令津校與直資、國際
學校有相若的教學條件，別讓孩子「輸在起跑
線」，同時亦要提升班師比，及為學生創造更多
的特別學習經歷和境外交流。

大學界倡增配對基金資助額
何順文期望新一屆特區政府未來可較全面資助

自資院校，向約一萬名入讀學生提供學券，若每
人可獲得3萬元至4萬元的資助，政府每年支出
約三四億元。陳卓禧則認為可以提高配對基金的
資助額，由現時的1：1提升至1：2或1：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中聯辦網站消息：中聯辦副主任
譚鐵牛5月2日先後拜訪國家自然
科學基金委員會和中國社會科學
院，分別與基金委主任楊衛、社
科院副院長蔡昉進行工作交流，
推動內地與香港在創科發展和人
文社科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譚鐵牛代表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和
中聯辦對兩部門長期以來的大力支
持表示感謝，向兩部門分別介紹了
近期香港創新科技領域和人文社科
領域的發展概況，與兩部門就進一
步推動兩地在科創領域及人文社科
領域的交流合作交換了意見，並對
相關議題進行了研商。

譚鐵牛拜訪社科院等商創科人文合作

羅致光或入閣 胡志偉企硬促退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候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出，會於上任後增

加50億元的教育經常性開支。為了解學

界各持份者訴求，爭取更有效利用資

源，民建聯昨日舉行圓桌會議，並邀請

到多名來自幼稚園、中小學、大專界的

專業人士，以及家長代表到場分享及交

流。與會者討論時指，現時教育界不同

層面，都各有最急需解決的問題要面

對，希望新增資源能有適切幫助，例如

設立幼師薪級表、改善中小學班師比、

加強支援特殊教育需要學童，及向自資

院校提供資助增加學生升學機會等。

■林鄭月娥昨日與民主黨會面。

■學界代表分享意見。
梁祖彝攝

■民建聯昨日舉行圓桌
會議，邀請9名來自幼
稚園、中小學及大專界
的人士出席。

溫仲綺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