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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港督此次香港之行究竟有何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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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港區上海市政協常委
「過氣」政客為「港獨」撐腰打氣，末代總督彭定康離間香港與中央關係，「民主英雄」再撈
「政治油水」。夏秋之交的香港，天氣未有什麼變化，政壇歪風邪風黑風卻頻頻吹來。但無論如何
也改變不了「過氣」政客已經「過氣」的事實，改變不了 「港獨」絕無出路的事實，改變不了「一
國兩制」已深入香港民心的事實。港英時代的「遺老遺少」們，千萬不要高估昔日主子的能量！
「雙學三丑」鋃鐺入獄，「佔中」發
起人接受庭審，「港獨」標語出現在多
間大學，香港各界群情激憤批「港
獨」。在這個敏感時期，末代港督彭定
康為「推廣新書」來到香港，出席多場
活動，就香港問題指手劃腳。
彭定康先是表示「港獨」並不可行，
繼而話鋒一轉，拋出一連串高論：「港
獨」並不可行，但並不等於要禁止討
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應向中央表明爭
取民主不是顛覆政權；希望黃之鋒等人
繼續「堅持信念」……那麼，末代港督
此次香港之行究竟有何企圖？在筆者看
來，其三個目的非常明確。

「過氣」政客為「港獨」撐腰打氣
彭定康日前在金鐘出席香港民促會
午餐會講座，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
和前主席劉慧卿、「香港 2020」召集
人陳方安生趨之若鶩，「香港眾志」
周庭和林淳軒、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
敬恩亦有到場。彭定康會前多番詢問
「雙學三囚」在獄中情況。彭定康
稱，「香港及中國大陸的未來會由下
一代去決定」，又大讚因犯法而被判
囚的黃之鋒等人，是他遇過「最堅持
原則的年輕人」，代表着「一些可以
令世界變得更好的價值」，希望他們
能夠繼續「堅持信念」。他還稱，

「港獨」在香港「當然可以討論」，
「基本法下安樂死及同性婚姻也不合
法，但繼續討論並無不可。」
彭定康「葫蘆裡賣的什麼藥」？雖然
他先拋出了「『港獨』並不可行」的觀
點作掩護，還是暴露出了他為「港獨」
撐腰打氣的真實目的。
彭定康讚賞「雙學三囚」，意味着支
持違法行為。眾所周知，黃之鋒等人在
非法「佔中」期間，鼓吹「公民抗
爭」、「違法達義」，並煽動學生衝擊
政總，製造暴力事件。法庭判決其違法
事實成立並已收監。彭定康卻發表不負
責任的言論，希望他們堅持「信念」，
請問：這「信念」，就是為達目的公然
違法的「信念」嗎？
彭定康把「港獨」與「安樂死及同性
婚姻」相提並論，純屬混淆視聽。「安
樂死」、「同性戀」雖然不為大多數人
所認同，但基本法和香港法律並沒有明
確禁止。而「香港獨立」百分之百的違
反憲法和基本法，違反「一國兩制」原
則，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也違反國
際社會的共識。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不
會允許公民公開討論分裂自己國家的行
為，這是常識。彭定康作為一個精明的
政客，不會不懂這個道理。有意「揣着
明白裝糊塗」，就是要混淆視聽，變相
在關鍵的時刻支持「港獨」，為「港

獨」公開站台，為「港獨」搖旗吶喊。

末代總督離間香港與中央關係
末代港督在香港的影響力日漸式
微，現時大多數在校大學生甚至搞不
清末代港督姓啥名啥，但彭定康並不
吝嗇「餘熱」，也不放棄離間香港和
中央關係的任何機會，還熱衷於不斷
在香港政壇刷起「存在感」。他稱，
林鄭月娥應向北京表達，談論及爭取
民主不是要顛覆政權，不要將港人視
作「異見人士」處理。又說，「中聯
辦不要再干預香港事務」。彭定康此
言再現其「是非精」的本色。請問：
「港獨」不是顛覆政權是什麼？請
問：中聯辦何曾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非法「佔中」在沒有達到預期目的的情
況下草草收場之後，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
《學苑》最先發表「香港獨立」、「香港
建國」、「城邦自治」、「前途自決」
的「港獨」言論，這些言論明顯違憲違
法，當時反對派還以「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為其辯護，但隨後不久，
《學苑》甚至公開探討「武裝獨立」的
可行性，鼓吹「勇武抗爭」， 「港獨」
由言論變成了具體行動，旺角暴亂、梁
游宣誓事件都是「港獨」從言論走向行
動的證明。以「香港獨立」為目標的行

動，就是要推翻基本法，推翻「一國兩
制」原則，推翻香港現行的政治架構，推
翻特區政府，最終讓香港從中國分裂出
去，這不是顛覆政權是什麼？
在香港，中聯辦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履
行職責。回歸以來，中聯辦並未插手香
港內部事務。「雙學三囚」是香港法院
判決的，「佔中三丑」是香港法院庭審
的，梁游等喪失議員資格，也是香港法
院的裁決，中聯辦何曾插手？當然，在
涉及到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重
大問題上，中聯辦必須代表中央政府表
明原則立場，特別是面對「港獨」勢力
的泛起，中聯辦理所當然要講道理、釋
法理、劃底線、痛回擊。因為「港獨」
違憲違法，危及國家安全，決非「香港
內部事務」，不能混淆了「香港內部事
務」和「國家事務」的界線。
作為末代總督，總是心有不甘，總想
把水攪渾，以顯示自己的英明，這是彭
定康的心結，也是大多數殖民者的通
病。施出「離間計」也就不足為奇了。

「民主英雄」再撈「政治油水」
彭定康自詡為「民主英雄」，因為他
擔任香港總督期間，把僅有諮詢職能的
立法局作改動，立法局議員實行直選，
並擴充了立法局的職能，他還為「爭取
香港人權」做了許多事情，在他的「粉
絲」看來，彭定康是「對推動香港民主
進程有貢獻的人。」
無論「民主英雄」的光環如何誘人，
但迴避不了一個基本的事實：作為「老
牌民主國家」的英國，為什麼在管治香
港長達 150 年的過程中不推行民主制

度，卻突然在最後十多
年裡幡然醒悟、良心發
現？原因很簡單，因為
香港要回歸中國了，主
權在中國，民主是對英
國延續影響力大有益處
的選項。時勢造英雄。
末代總督彭定康也就順勢把自己塑造成
了「民主英雄」。
卸任之後的 20 年裡，彭定康從來沒
有停止過宣揚自己在香港的「民主實
踐」，在英國政壇上，這可以為其加
分。彭定康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對香港事
務指手劃腳的機會，香港每逢大事都有
「肥彭」，他已先後 8 次來港「交
流」，此番來港名為「推廣新書」，實
為「指點江山」，撈取「政治油水」。
當彭定康以「民主英雄」的形象出現在
香港，宣稱「港獨」在香港大學「當然
可以討論」時，不妨問一下：英國是否
允許大學討論廢除女王、允許讓北愛爾
蘭獨立？美國政府是否允許在校園內宣
揚種族歧視？德國政府是否允許在校園
內讚揚美化納粹？
香港的事情，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不
需要前殖民統治者指指點點，「過氣」政
客還是承認自己「過氣」的事實吧，不要
枉費心機！港英時代的「遺老遺少」也
面對「『港獨』絕無出路」的事實吧，
千萬不要高估昔日主子的能量！回歸祖
國20年了，香港民眾對國家發展和民族
復興的信心不斷增強，同內地同胞共享
偉大祖國的尊嚴和榮耀。末代港督就在
香港推銷你的書吧，不要再有什麼完全看
不見、摸不着、達不到的妄想和企圖了！

肥彭圖玩政治伎倆撐「獨」
港大演說歪理連篇 各界譴責誤導港人

篇。他在港大演說時竟稱違法「佔中」是因為市民對民主進程感到「挫折」云
云，更稱「港獨」思潮也是因「佔中」的訴求得不到回應所致，又稱港人應對自
己的「信念」保持堅定云云。香港各界人士批評，彭定康的言論是以政治伎倆來騙
人，試圖誤導港人，包庇鼓吹「港獨」的搞事分子，對此必須譴責，並要求彭定康
不要再試圖插手中國的內部事務。

彭定康昨晚到香港大學發表演說
時聲稱，回歸至今，香港的

「民主」發展是「什麼也沒有」
（nothing） ， 市 民 所 渴 求 的 東 西
「沒有實現」，並對他們感到挫折
（frustration ）表示「理解」，又稱
「民主」是港人的公民權利，港人
不應放棄對「民主」的渴望及追
求。

竟稱「不能怪人們走向極端」
他續稱，港人對「民主」的挫折
感，導致近年香港政治抗爭激化，
2014 年發生的違法「佔領」行動急
速成形，隨即獲得世界各地關注，
而「港獨」思潮則是「佔領」行動
的訴求得不到回應所致，「自此
（『佔領』）之後發生什麼事？有
沒有嘗試與示威領袖對話？政改討
論有沒有寸進？我不覺得有，所以
不能怪人們走向極端。」
他昨晨在出席一個早餐會回應與
會者提問時也稱，國際社會不會支
持「香港獨立」訴求，相信大部分

港人亦難以支持，但就混淆視聽
稱，民主是港人的公民權利，並聲
言肯定「暗獨」的黃之鋒出獄後仍
會「追求民主」，無人可制止。晚
上在港大演講時，他則聲言沒有鼓
勵學生進行暴力和違法行為，但支
持黃之鋒等人「民主運動」的核心
價值。
被問及港大應否繼續聘用法律系
副教授戴耀廷，彭定康認為，聘用
教職員是大學的內部事務，但卻聲
稱提倡政治理念的人不該被扼殺
（killed）。

吳亮星：不應將「民主」與「獨」等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立法會議
員吳亮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
評，彭定康的言論是在自欺欺人，將
「港獨」說成與「爭取民主」無異，
是以政治伎倆來騙人，誤導港人。
他直言，鼓吹「港獨」的人背後
是有組織、有預謀的，目的是不要
「一國兩制」，令香港脫離中央管
治：「這些搞亂香港的行為，如何

可以令香港爭取到民主？」

蔡毅：歪曲事實 為違法者開脫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
聯合會理事長蔡毅指出，特區政府
於香港回歸後，給予港人的自由、
民主程度遠比殖民統治時代高，彭
定康的說法是歪曲事實，沒有理會
香港社會的主流意見，只為美化違
法「佔領」行動，為違法參與者開
脫罪名。
他續指，彭定康對於「港獨」的
說法並不妥當，目的只是包庇鼓
吹「港獨」的搞事分子，並重申
「一國兩制」、民主等問題是絕
對可以探討，但「港獨」是危害
國家主權、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則
性問題，在香港社會是絕對不容
許存在的。

葛珮帆：為違法行為包裝掩飾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也指，
彭定康的言論是要為鼓吹「港獨」
的違法行為包裝掩飾。她強調，

甘演「政治小丑」 再屈袁國強「不明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港期間，聲
言律政司覆核「雙學三丑」刑期是
「政治檢控」。他昨日「澄清」，
指自己並非批評香港的法官，而是
律政司司長。 香港各界人士直言，
他的反應絕對是「此地無銀三百
両」，又強調法庭是獨立處理案
件，絕不容許聽從別人指指點點，
期望彭定康不要胡作批評，淪為
「政治小丑」。
彭定康訪港期間，指稱律政司司
長袁國強在「雙學三丑」案中，決
定司法覆核 3 人刑期，是一個「政治
決定」，倘對方「不明白」上訴會
向國際社會發放怎樣的訊息，有點
「天真」。 林鄭月娥近日訪英期間

則不點名批評有英國的政界人士，
質疑香港司法獨立是沒有根據的指
控，並認為其言論並不尊重法官。
彭定康昨日聲稱，自己前所批評
的不是香港法官，而是律政司司長，
又稱若然林鄭月娥所指的人為自己，
相信是對方有誤會。在接受傳媒訪問
時，他再稱林鄭月娥最應該批評的是
袁國強，因為是他決定覆核「雙學三
丑」的刑期，「很不明智。」

何俊賢：亂說話「製造反差」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律政司在
「雙學三丑」的案件中，是根據一
貫的做法提出司法覆核，絕對不存
在所謂「政治檢控」、干預司法的

說法。
他批評彭定康現在走出來亂說話
只是要「製造反差」，「他只是想
講以前英國管就不會有這樣檢控，
現在回歸了就有，想製造兩地反
差，抹黑中國。」

王國興：毫無誠信 政治推銷
「23 萬 監 察 」 發 言 人 王 國 興 表
示，彭定康經常說要尊重香港的核
心價值，但又屢次發聲抨擊香港司
法制度，現在辯稱只是批評律政司
司長，而不是香港法官，可說是毫
無誠信的政客表現，「這明顯是此
地無銀三百両，但又好似流氓般只
為政治推銷。」
他強調，法庭是獨立處理案件的，

■彭定康在港
大演講，歪理
連篇。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慶威 攝
「港獨」與「民主」是兩回事，
「港獨」是要搗亂香港、破壞「一
國兩制」、危害國家主權，對香港
只有百害而無一利，呼籲港人不要
被他的「語言偽術」欺騙。

何俊賢：認可「港獨」誤導年輕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
彭定康的言論顯示他並非真心愛香
港，故意將「港獨」與爭取民主混為
一談是某程度認可「港獨」行為，會
對時下年輕人造成誤導。他坦言，港
人不會輕易被騙，並要求彭定康不要
再插手中國的內部事務。

王國興：混淆視聽 用意是撐「獨」
「23 萬 監 察 」 發 言 人 王 國 興 批
評，爭取民主是普世價值，基本法
也已賦予港人逐步推進民主的權
利，但「港獨」是分裂國家、危害
國家主權的行為，是不可觸碰的底
線。彭定康的言論是在混淆視聽，
用意是要支持「港獨」，有意誤導
香港年輕人，必須譴責。

上訴庭對「雙學三丑」案件的判詞已
把理據寫得很清楚，並不存在行政干
預司法的說法，並要求彭定康不要胡
作批評，淪為「政治小丑」。

吳亮星：指手劃腳 雙重標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立法會議
員吳亮星批評，彭定康過去口口聲
聲尊重法治，現在又向法官指手劃
腳，明顯便是雙重標準。
他強調，香港的司法獨立是舉世
公認的，絕不容許聽從別人指指點
點，促請彭定康不要再胡亂發言。

幻想助爭居英權 反對派「振奮」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末代港督」彭定康訪港最後一日繼續歪理連

■網民批評肥彭是「過氣政客」。

網上截圖

「末代港督」彭定康近日來港
宣傳新書，親反對派傳媒大肆吹
捧。《蘋果日報》日前更大字標
題稱肥彭《允在英國會提討論 為 BNO 港人爭居英
權》，一批傳統反對派中人對此消息感「振奮」，但有
「獨派」中人潑冷水，話如果肥彭要幫手爭，在做英國
駐歐盟專員的時代爭到啦，現在佢只係講吓你班友就咁
興奮，「好心你哋幾十歲人就唔好咁多幻想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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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口開期票：下次辯論時提出

彭定康前日在出席香港民促會午餐會講座時，民主黨
前主席劉慧卿就要求彭定康爭取現時手持BNO 護照的港
人有居英權，彭定康話「下次辯論時會提出」，結果
《蘋果日報》，啲傳統反對派就大讚他「有道義」云
云。
「青城派國師」傻根（陳云根）發帖揶揄：「老港督
幫香港人在英國上議院爭取BNO居英權？……如果彭定
康想爭取，如果彭定康念念不忘香港人，他身為英國駐
歐盟專員的時代就可以爭取到。當年歐盟無難民問題困
擾，氣氛融和，起碼爭取到BNO的居歐權。」
「得罪講句」fb 專頁也發帖稱：「識少少英國政治，
都知道呢個只係擺資（姿）態。一個保守黨既（嘅）
人，會唔會係而（）家全個黨都講緊脫歐限移民既
（嘅）時候黎（嚟）比（畀）你居英權呀？唔好 FF（幻
想）啦。仲有，係（喺）英國，彭定康只係一個過氣政
客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網民點睇
「Ray Lam」：想做一早做左（咗），返屋企訓（瞓）覺
啦！
Jan Wong：條契弟成日 X 噏班友當佢係寶。香港人跟英國
佬咁耐都唔知班契弟既（嘅）脾性，香港人究竟係咪咁 L 蠢
呀？
AH Wai：但有傻仔真係信以為真……英國佬無著（着）數
做乜幫你香港人。
Alan Fok：開下（吓）口又冇成本沒有問題嫁（㗎），但他
也明言不要對此有太大期望。

葛珮帆：抹黑港司法 不懷好意

陳漢深：三年後肥彭來港宣傳新書時：I did it, but failed.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
彭定康曾任港督，理應明白香港的
司法制度是如何獨立，任何人均不
能干預，但現在又要抹黑香港的司
法制度，絕對是不懷好意的舉動。

KT Tan：唔係肥彭自己話搞，係四方西（劉慧卿）想人地
（哋）搞咋。成篇文得呢兩句，毒果標題黨呃 hit rate，唔好
FF咁多。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