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君」回歸一席話：
宜趁廿周年坐低傾

香港回歸20年來的發展，大

家各有看法，身處議事廳之中

的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更覺社

會意見的多元，但他接受香港

文匯報專訪時，卻能明確概括香港回歸後這20年的經

歷，「20年的轉變很大，世界上也出現了幾個波浪：

金融風暴、沙士、科網（泡沫），世界各地的經濟也

有波浪，但香港比其他地方做得好，這就是『一國兩

制』的好處，有國家做後盾。」他指出，隨着社會政

治風氣的鐘擺由激進漸漸擺回中間，而7月1日亦是

主張「新風」的新一屆政府上任的日子，期望社會藉

此契機，在回歸20周年之際，好好總結，再展望香港

未來的路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朱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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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網絡上出
現了一個名為
「本土工作室」

的組織，主要是製作大量宣傳「港獨」商品，
例如文具、月曆、旗幟、服飾等，不論產品
種類為何，都會印上「香港獨立」等宣傳
「獨立」、分裂、挑動兩地對立的字眼。這
個「本土工作室」近期更積極進入校園，近
日就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擺攤，售賣「港獨
文化」產品，大庭廣眾公然「播『獨』」。
這個連地址都不敢寫出來的「本土工作

室」，此地無銀地表示，其宗旨是「以設計/
創作宣揚『香港本土』意識；不屬任何團體或
組織」。其實，這完全是大話連篇，這個
「本土工作室」，實際就是「香港民族
黨」、「青年新政」等「港獨」組織在背後
推動成立，目的是要以「文化播『獨』」，
進入校園。這是「港獨」勢力的一個新趨勢，
說明校園將是「港獨」的下一個主要戰場。
這個「本土工作室」的出現，與「港獨」
勢力被重創有直接關係，宣誓一役，「青年
新政」兩名「獨派」議員被褫奪議員資格，

人大釋法在制度上粉碎了「獨派」人士進入
議會之路，加上社會民意反撲，「獨派」已
成過街老鼠，頭面人物紛紛出走，「青政」
梁游等人只能垂死掙扎。「獨派」受到巨大
打擊，於是開始調整戰略：一是大舉入侵校
園，利用「學生動源」在中學「播
『獨』」，而各間大學學生會基本上已被
「獨派」及「激進本土」掌控，「港獨派」
亦利用各學生會「堂而皇之」的進入校園。
二是通過「文化播『獨』」，通過一些文化
手段，以較軟性的手法如漫畫、網台節目以

至商品銷售等在社會上宣揚「港獨」。「本
土工作室」正是「港獨派」將魔爪伸向校園
的產物。
對於「港獨派」公然在校園內售賣產品，
校方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不僅因為「校
園內不得進行商業活動」，更重要的是，
「港獨」違反基本法，也涉嫌觸犯多條刑事
條例，屬於非法行為，大學學生會絕不能與
這些「港獨」組織合作售賣「港獨」產品，
校方如果任由這些組織公然在校園內售賣
「港獨」產品，同樣要承擔責任。
校方拒絕擺賣「港獨」產品，與打壓「學
生會自主、言論及思想自由」無關，而是在
「一國兩制」之下，校園絕對不能成為「播
『獨』」之地，更不能容許「港獨派」在校
園內借「港獨」來做生意，這些行為已是抵

觸了基本法，如果校方不阻止，教育局也應
該阻止並且嚴正追究。
「港獨派」大舉入侵校園，目的就是要在
校園「播『獨』」，培養第二梯隊。諷刺的
是，教協等組織對於反對國民教育不遺餘力，
但對於「港獨」入侵校園，卻是隻眼開隻眼
閉，難道在他們心中，了解國家認識歷史就是
「洗腦」，宣傳「港獨」就是「學術討論」？
如此雙重標準，反映其政治蒙蔽理智。
「港獨」意在分裂國家，損害國家及香港
安全，並不屬於言論自由範疇，難道商量謀
殺犯罪，都是言論自由？社會不容「港
獨」，學校更不能讓「港獨」入門，校園更
不能淪為「港獨」以至「台獨」、「藏獨」
藏污納垢之地，教育局應該採取針對性措
施，學校也應主動出招保護學生。

拒絕「文化播『獨』」校方責無旁貸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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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每年「七一」霸佔維園的特權應取消

維園絕非「民陣」私產

「民陣」今年的「七一」遊行未獲批
准使用維園足球場，「民陣」召集人區
諾軒「發爛渣」，宣稱場地被香港各界
慶典委員會「打尖」、「佔用」，攻擊
政府「洗太平地」、「政治封殺」、
「收窄市民言論及集會空間」云云。反
對派喉舌《蘋果日報》的社評聲稱，
「民陣」申請維園作為今年「七一」遊
行起點被拒，是搞「只許州官回歸，不
許百姓遊行」。
康文署在3月15日已接獲慶典委員會

的有關申請，到4月3日才接獲「民
陣」的申請電郵。康文署在考慮申請
時，理所當然先批予有優先使用權且提
早申請的慈善團體慶委會。
有網民指出，「民陣」輸打贏要，

「你當咗維園係私家場？」有網民更一

針見血指出：「俾你哋班友霸足19年
啦！仲想點？」維園是香港人的維園，
難道維園只有反對派可以租用，其他機
構就不可以？

「民陣」與「港獨」同流合污
「民陣」於2002年9月成立，號稱由
50多個本港反對派政黨團體及海外「民
運」團體組成，其中的政團包括：公民
黨、民主黨、職工盟、「新民主同
盟」、社民連、「人民力量」、「街
工」、「支聯會」等；海外「民運」團
體包括：「民主救港力量」、「中國民
主黨香港支部」、「中國社會民主黨香
港分部」、「中國工黨香港分部」、
「中國勞工通訊」、「中國人權香港辦
公室」等；本港其他團體包括：「人權
監察」、記協、教協等。值得注意的
是，「港獨」組織近年來成為「民陣」

「七一」遊行的常客甚至是遊行領頭
軍。
2003年「七一」遊行令「民陣」極
度亢奮，更受到外國政治勢力的青
睞。翌年，「民陣」繼續策動遊行，
「民陣」狂車大炮宣稱有53萬人上
街，超越2003年。此後逢「七一」遊
行，「民陣」都恬不知恥例牌報大
數。「民陣」報大數屢次被揭穿為何
仍不悔改？當然，最明顯的目的是製
造虛假民意，既向政府施壓，也為反
對派造勢。但同時與報大數向主子多
領人頭費有關。
「港獨」組織近年來成為「民陣」遊

行的常客甚至是遊行領頭軍。例如：
2004年「民陣」臨時加入「捍衛港人
自主、無懼中央威嚇」作主題，高喊
「港人自主」、「港人自決」等口號，
是首次帶有明顯「港獨」色彩的「七

一」遊行。遊行隊伍中有「台獨」勢力
人士，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更在facebook
上為遊行打氣，表示「民主是我們共同
的追求，風雨同行，香港加油！」說明
「台獨」勢力已是明火執仗介入遊行。
2005年「民陣」遊行主題為「建設
民主香港，重奪我城未來」，這是赤裸
裸的「暗獨」口號，有拿着「香港旗」
及「香港獨立」旗幟團隊參與遊行，並
一直出現在龍頭位置，比起「民陣」隊
頭的橫額更前。
去年「民陣」「七一」遊行，由公開
主張「港獨」的林榮基擔任遊行隊伍
「牽頭」者，還聲稱這是為了「表揚林
榮基為香港民主運動作出的貢獻」云
云。充分暴露「民陣」與「港獨」同流
合污，狼狽為奸的真相。

「民陣」遊行撕裂社會
「民陣」每年「七一」搞遊行，另外

一個目的是「掠水」作為反中亂港經
費。由於激進「本土派」、「港獨」勢
力冒升，他們也趁機在「七一」當天在
遊行沿途擺街站「掠水」，這些組識包
括「熱血公民」、「香港眾志」、「青

年新政」及「普羅政治學苑」等，甚至
連「佔中」三丑戴耀廷去年搞的「雷動
計劃」，由於進行民調「需要用錢」，
也出來擺街站搶錢。
在歷次「七一」遊行中，警方一直以

專業、克制的態度維持遊行秩序及社會
治安，得到社會各界好評。但近年來
「七一」遊行出現了連串有組織的針對
警隊的行動，對警員肆意挑釁侮辱。
「民陣」的目的是製造混亂和爭議，挑
起市民與警方衝突，繼而借題發揮攻擊
警隊。
「民陣」的主要工作就是策動每年的

「七一」遊行和其他遊行，每年「七
一」，維園被「民陣」霸佔為遊行的集
合地和出發點，並以這作為侮辱、反對
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動宣示」。
「民陣」「七一」遊行不僅衝擊法治，
破壞社會安寧，煽動暴民政治，挑釁侮
辱警方，引發香港社會內部撕裂、分化
以至相互仇視，而且劍指香港「七一」
回歸，旨在否定「一國兩制」和基本
法。「民陣」每年「七一」霸佔維園的
特權應結束，絕不能只許「民陣」搞遊
行，不許百姓慶回歸。

今年「七一」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的紀念日，20年來「一國兩制」實踐雖然遇到不少挑戰，但

依然成就非凡，理當普天同慶。特區政府安排了300多項慶祝活動，多個團體也申請在7 月1 日前後

借用維園球場舉行慶回歸活動。「民陣」霸佔維園多年的特權必須取消，絕不能只許「民陣」搞遊

行，不許百姓慶回歸。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評論員

回想20年前，香港面對回
歸議題、面對「一國兩

制」的創新制度，梁君彥坦言
有些人也會憂慮，不知道「一
國兩制」是不是真的，有人甚
至認為這是「香港末日」、
「香港已死」，又有人說自己
會坐牢、香港將沒有言論自由
等等。但事實卻反映「一國兩
制」確切地落實，香港還是最
自由的經濟體、競爭力排在世
界前列，「中央是支持『一國
兩制』的，也想『一國兩制』
成功，當然當中有很多不同的
挑戰，因為『一國兩制』畢竟
是史無前例的。」

社會爭拗拖慢發展
對比港英年代，香港人「搵

食至上」，近年社會不再只看
重經濟，不同議題如房屋、教
育、社福等都多了不同聲音，甚
至可以說是爭拗。對此，梁君彥
並無負面看待，「這是大家想擁
有、覺得自己是香港一部分的體
現。」他續說︰「但如果大家都
只看重自己的利益，不願意一
起解決問題，社會發展的進度
就沒有那麼快。」
至於要解決什麼問題？梁君

彥認為，最根本的問題是大家
對「一國兩制」的看法不一
致，「香港得以成功有賴『一
國兩制』，我們為何不坐下來
一起解決，在『一國兩制』中
發揮最大的自由度、發揮最好
的給香港，也看着整體國家的
發展、地區的發展去做好？當
中的矛盾就是大家不同的演
繹，以及不肯坐下來一起去解
決。過往兩三年的撕裂，就是
大家各持己見。」

雖然如此，梁君彥抱着「變
幻原是永恒」的心態，指出當
政治風氣的鐘擺已蕩至最激進
的一端，自然亦會擺回來，
「我們都看到極右勢力的膨
脹，但現在又回到中間了一
點。」

總結得失展望未來
至於屬於香港的鐘擺，他認

為大家可以停一停、想一想，
「隨着回歸20年，是否也是時
候總結成功和沒有那麼成功的
事，去向前邁進呢？」梁君彥指
出，現在是很好的契機︰香港踏
入回歸20年的里程碑，下屆政
府亦將於7月1日上任，是時候
可以回顧總結和展望未來。
「會否是一個好的契機，令

行政、立法關係做得好一點？
將所有施政理念向市民解釋清
楚，得到市民支持，去解決市
民關心的問題，如樓房問題
等。」梁君彥續說，解決房屋
問題不能只靠口說，還要去做
事，檢視香港有多少土地、可
以如何發展，思考是否任何土
地亦不能開發等。

盼行立攜手想辦法
他指出，現時只有約7%的

土地用於建屋，如果能多獲得
3.5%的土地，資源已大增五
成，「在20周年之際，大家是
否可以去嘗試解決這些問題？
還有教育、醫療和長者等，其
實不同的黨派（的立場）並非
南轅北轍。」
梁君彥期望不論政府或立法會

議員，應一起埋首去想解決方
法，將好的做法延續、不好的摒
棄，共同計劃香港未來的發展。

香港特區踏入 20
歲，梁君彥亦年長了

20年，社會經歷變化，他亦不例外。
梁君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笑
言，20年前的自己年輕、充滿朝氣，
做工商生意，為工商界發聲。做了多
年公共服務，現已貴為立法會主席的
他，「（變成）生意做唔到、聲音出
唔到」，以往經常自由出行，現在也
因知名度提升而要低調一點。
梁君彥笑說，「不過也有好的，就
是有好的機會幫香港做點事、幫立法
會做點事，也希望讓立法會返回正
軌，讓市民看到立法會真的幫到他們
做事。（有）不同意見不要緊，但整
體要幫香港做到事才正確，如何在多
元化、不同角度中去融匯所有意見，
為香港服務，這就是（我的）改變。」
被問及在重重角色身份中，自己最

喜歡哪一個，梁君彥不苟言笑的臉
上，展露出難得的笑容︰「爺爺囉，
我最鍾意同兩個孫玩。」他說，自己
每天早上都和兩個分別3歲和3個月大
的孫兒玩45分鐘才上班。
雖然沒有在各項公職身份中選擇，

但梁君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背
後就懸掛着他任職業訓練局主席時所
獲贈、寫着「潤物無聲」的匾額。
他說，做職訓局主席很有意思，因

為職訓局可以改變年輕人的一生，
「由你中三讀不上去，可以讓你讀到
上大學，我們還有學生在劍橋大學取
得博士（學位）。我覺得幫到這些
人，他們跌了一跤，你幫到他們，比
幫到很聰明的學生更好，很聰明的學
生並不用我們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朱朗文

公職越高越低調 掌立會盼回正軌

近年立法會拉布成風，議會外
的市民大多怨聲載道，在議會內

陪坐、陪「撳鐘仔」（表決按鈕）、陪聽「催魂
鐘」（召喚議員回會議廳的鐘聲）的建制派議員更
苦不堪言。在議會待了13年的梁君彥，在訪問中
想起了這一幕：2008年，當時正值金融海嘯，特
區政府為協助中小企，成立1,000億元的特別信貸
保證計劃，財務委員會僅用了5分鐘就通過了撥款
申請。
梁君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想當年，議

員都有心為香港做事，所以事情就變得容易，「但
現在往往因行政立法關係欠佳，往往有議員因不喜
歡一項政策，也覺得沒有途徑與政府溝通，所以就
出動到拉布。」
他強調，雖然憲制下容許議員拉布，但拉布會阻

礙會議進度及經濟民生事項。
「要阻止拉布，不能每次都要靠主席『剪布』，

這解決不了根本上的矛盾，一定要做好行政立法關
係，才能解決這些矛盾，政府和立法會互相制衡，
也有共同責任為市民福祉着想。」梁君彥希望政府
開誠佈公，以不同途徑將施政理念及重點向市民交
代，也要與不同黨派接觸尋求支持，「當一個議員
為反對而反對，公眾是有眼見的。」
以往自己做議員碰上拉布時，梁君彥覺得十分無
奈，「要留在立法會內，什麼也做不到，又希望法
案獲得通過。」如今角色轉換了，他要做的就是平
衡。

憶5分鐘撥款千億助中小企
他強調，議員有權亦有責任反映民意、監察政

府，但議會時間有限，作為主席要平衡議員個人權
利、社會整體需求及政府施政，「如果議會時間只
是用來點quorum（法定人數），為拉布而拉布，
當時在那邊（作為建制派議員）的感覺是不好的，
現在又會有另一種想法，但當然也希望再出現5分
鐘通過1,000億元撥款的場面吧。」
13年的議會生涯，他看到的除了是變本加厲的

拉布，也目睹了光譜的變化：繼早年出現激進派
後，去年又出現所謂「本土派」、「自決派」，本
屆首數個大會就上演宣誓鬧劇及其續集，「尊貴的
立法會議員」形象漸漸不復見。
不過，他再一次套用其鐘擺效應，指出經過訴訟
和人大釋法後，鐘擺似乎回到較中間的位置，立法
會過去幾個月的運作亦較為暢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朱朗文

面對拉布無奈 盼改行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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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希望立梁君彥希望立
法會返回正軌法會返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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