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作為反對派陣營中的第一大政

黨，最近卻接連爆出醜聞和黨員退黨情況。民主黨早前一眾元老搞出創

黨成員林子健的「釘書機奇案」鬧劇，已令該黨形象直插谷底，其後更

出現「民陣」前召集人、民主黨「區羅柴（區諾軒、羅健熙、柴文瀚）

集團」領頭人區諾軒退黨，近日又有沙田區議員陳諾恒申請退黨。有民

主黨中人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現時民主黨正處於「蜀中無大將」的

尷尬局面，加上該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以「黃袍加身」方式，被黨領導

層指派空降新東，令地區黨員甚有微言，離心問題嚴重。

傳與林不咬弦 陳諾恒離巢

坊間有傳陳諾恒與林卓廷不咬弦所以
退黨。陳諾恒近日向媒體稱，今次退黨

純粹私人理由，因自己已入黨7年，想嘗
試以獨立人士的角色服務地區，令自己
在政策立場上有更大的自主權。不過，
有民主黨地區人士透露，林卓廷以「黃

袍加身」方式，被黨領導層指派空降新
東，自以為獲高層祝福就有地區兄弟為
他抬轎，但林卓廷缺乏領導才能及與他
人溝通的能力，令地區黨員甚有微言，
離心情況相當嚴重。
民主黨中人稱，當年有前主席劉慧卿
「壓陣」，大家「乖乖」跟着民主黨的旗
幟，現劉慧卿退下，交由林卓廷處理，林
只與大埔、北區數名友好合作，沙田、馬
鞍山等區可謂各自為政。
該人亦坦言，以現時的政治形勢，高舉

民主黨的旗幟根本沒有太大「着數」，眼
看上位無望，更可能會招惹激進反對派的
圍攻，很多稍有實力的黨員，均嘗試獨立
服務社區，除不會得失各政治板塊人士之
外，又毋須受到政黨立場、黨規等限制，

自由度更大。

屢清黨「鴿中無大將」
此外，民主黨經歷多場「清黨」，令領

導層出現青黃不接，甚至可形容為「無青
可接」的情況，自具政治魅力的元老退下
火線後，現存所謂領導層都是「缺乏政治
魅力」的人物，實在難以帶領反對派第一
大政黨。
民主黨中人還提及，現時該黨仍實行以

立法會議員為主調的模式，立法會議員只
求培植「自己友」，幫助自己鞏固實力，
藉以保住議席。
不過，地區黨員往往又擺出一副「地頭

蟲」姿態，甚至密謀如何上位，在「各有
議程」的情況下，埋下很多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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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一段時
間，建制派雖然
在立法會擁有人

數上的優勢，但在議會博弈上卻屢屢處於被
動，反對派少數議員就可以搞得議會雞犬不
寧，幾名議員拉布就可以令議會長時間空
轉，甚至連政府的重大政策及撥款都不斷被
拉布狙擊，建制派徒有人數的優勢，卻未能
主導議會。相反，少數反對派議員卻可以三
番四次地騎劫議會，這反映建制派在立法會

的攻守策略上過分保守。
然而，建制派的「忍讓」卻未有換回反
對派的「善意」，你在議會辯論上講道
理，他們卻在辯論上把你駡得狗血淋頭，
各種人身攻擊、誅心之論層出不窮；你在
議會上按照議事規則議事，他們卻不斷鑽
制度空子，無目的、無止境、無限制地拉
布，完全是要將特區政府、將香港「拉
死」。對這些反對派人士是否還要繼續綁
起雙手任他們攪局呢？

近日建制派連番出招，首先是計劃在大會
上就議事規則作出修訂，通過降低「全體委
員會」的開會人數限制、提高議員提交呈請
書成立專責委員會安排的門檻、限制議員提
出修正案的數目等，在大會上遏止反對派的
瘋狂拉布。
在財委會，新任主席陳健波亦表示考慮修

改每名議員在每項議程只可提出一項臨時動
議；禁止議員提出休會動議；禁止被趕離場
的議員重返會議室；限制每名議員在縮短表

決鐘聲的議案時的發言時間由3分鐘縮短至
1分鐘，且只可發言1次。這一連串的措
施，反映建制派終於下定決心「亮劍」，乘
6名反對派議員被DQ的機會，重整議會秩
序，
有人說在反對派議員被DQ的情況下修

改議事規則，是乘人之危。這是迂腐的想
法。
首先，他們被DQ是咎由自取，與人無

尤，怎可能因為他們的愚蠢而要令建制派什
麼也不做？而且，修改議事規則不是要打壓
反對派的言論自由，而是設立一個阻止拉
布的機制，將剪布制度化。其實現在立法會
大會及委員會主席都擁有剪布權，但長期靠
主席酌情處理不是理想做法，現在不過是將

剪布制度化。
更重要的是，修改議事規則遏止拉布是建

制派的統一立場，如果現在大好機會不去修
訂，還談什麼合作？還如何向支持者交代？
建制派提出修改議事規則，出發點是維護香
港利益，於法於理於情，都沒有任何可質疑
之處。
有些人提出莫名其妙的說法來阻止修例，

要向反對派釋出善意，這是割肉餵鷹。反對
派的立場不會改變，不會放棄拉布。建制派
要理直氣壯修改議事規則，不要被那些奇談
怪論所影響，什麼影響「大和解」、引起市
民反感等說法，都經不起事實的推敲。有優
勢時不進攻，就如宋襄公眼見楚軍渡河而不
乘勢出擊一樣，只會落得慘敗。

建制派要取回議會主導權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
�

戴耀廷鼓吹「主體意識」煽「獨」 觸碰底線須追究

戴耀廷鼓吹「建構港人的『主體意
識』」，實際上是所謂「台灣主體意
識」的變種。眾所周知，所謂「台灣主
體意識」，這套觀念是「台獨」20餘年
來一點一滴「去中國化」的產物。「台
灣主體意識」的歷史觀、文化觀、民族
觀的核心，是宣傳「台灣獨立」意識，
目的是割斷海峽兩岸人民的歷史聯繫、
精神聯繫和血緣聯繫。

「港人主體意識」是軟性「港獨」
民進黨上台執政一年來，雖然嘴上不
說「台獨」二字，但「去中國化」的步
伐從未停止，形成以「台灣主體意識」
包裝的「軟台獨」。從「去孫」、「去
蔣」、「去孔」，到淡化光復節、抗戰

紀念，再到取消清明遙祭黃帝陵、降低
鄭成功祭典規格等，這些戴耀廷所謂
「台灣舉辦『屬於自己文化』的活
動」，暴露蔡英文當局時時刻刻都在絞
盡腦汁切割兩岸的歷史聯結和民族情
感，尤其是在校園進行「台獨史觀」教
育，培植「台獨」的思想、社會基礎。
蔡英文這種以「台灣主體意識」柔性外
衣包裝的「軟台獨」，相較於陳水扁時
代以「衝撞兩岸關係紅線」為特徵的
「硬台獨」，具有更強的隱蔽性和欺騙
性，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危害更深更廣。
可見，戴耀廷鼓吹「建構港人的『主

體意識』」，實質是軟性「港獨」，他
聲稱香港應仿效台灣舉辦「屬於自己文
化」的活動，是向「台獨」取經。

為「港獨」披上民主的外衣
在同一論壇上，「港獨」分子陳浩天

聲稱，在香港追求民主的本質是與追求
「港獨」無異，「不用分這麼細」。戴
耀廷雖認為當中仍有必要作出區分，但
要爭取認同不同論述的港人支持云云，
這不過是混淆是非，為「港獨」披上民
主的外衣。
戴耀廷聲稱，內地未來發展有很多可

能性，包括「中國崩潰」，屆時內地和
香港關係發展可能性會隨之不同，他又
稱香港的傳統反對派、「自決派」、
「港獨派」的前路均已被「封」，故無
論內地日後如何變化，香港須探討在不
同可能性下如何自處。他強調提倡建立

「香港主體意識」，更稱香港應仿效台
灣舉辦「屬於自己文化」的活動，以增
強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云云。
戴耀廷這套以「中國崩潰論」鼓吹建

立「香港主體意識」的謬論，在反對派
陣營中有不同表述。公民黨陳家洛曾鼓
吹「試想五星紅旗升不起」，「試想像
某天一覺醒來，那象徵着中國共產政權
的五星紅旗升不起來了，這個政權真的
倒了」。戴耀廷曾在反對派喉舌《蘋果
日報》鼓吹：「沒有政權是不會倒下
的，或許前路是一堵高牆，但不向前
行，不去撼動它，又怎知它不會倒下
呢？」他又狂妄地說，只要我們不放
棄，堅定不移為民主憲政撒種，就將成
為改變整個中國歷史的人。

妖言惑眾變本加厲不容姑息
戴耀廷赤裸裸鼓吹「撼動中央政

權」，比陳家洛鼓吹「試想五星紅旗升
不起」，更加露骨地危害國家主權安
全、挑戰中央權力。現在，戴耀廷以

「中國崩潰論」鼓吹「香港主體意
識」，暴露「港獨」勢力在「前路被
封」的情況下，或模仿「台獨」勢力以
「台灣主體意識」柔性外衣包裝的「軟
台獨」，轉向以「香港主體意識」柔性
外衣包裝的「軟港獨」，具有更強的隱
蔽性和欺騙性，對「一國兩制」發展的
危害更深更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戴
耀廷等「港獨」教師佔據大學教席，今
後將更加肆無忌憚在校園進行「港獨」
教育，培植「港獨」的思想、社會基
礎。
戴耀廷至今仍不斷煽「獨」，嚴重觸

碰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底線，警方及
律政司應關注事件，不容這些「港獨」
分子繼續有恃無恐，散播「港獨」歪
風。戴耀廷是造成香港近年法治不彰、
亂象叢生的急先鋒之一。對戴耀廷肆無
忌憚鼓吹危害國家安全和亂港言行，當
局不能再姑息縱容，必須追究其違法責
任，一日不將戴耀廷依法懲處收監，只
會放縱他變本加厲，妖言惑眾。

日前，戴耀廷在一個論壇上鼓吹「建構港人的『主體意識』」，搞軟性「港

獨」；他聲稱香港應仿效台灣舉辦「屬於自己文化」的活動，其實是向「台獨」

取經；他聲稱民主和「港獨」須區分，不過是混淆是非，為「港獨」披上民主的外衣。警方及律政司

須依法追究，不容「港獨」分子繼續有恃無恐，散播「港獨」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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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林卓廷空降「圍威喂」
地區鴿不滿添離心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甘
瑜）近年立法
會 「 拉 布 成
瘋」，連任立
法會財委會主
席、保險界議
員陳健波就計
劃推出主席指
引，以約束會
議內拉布、搗
亂的行為。面

對反對派聲言此舉是要和他們開戰，陳健波
昨日以「打流感針」、「做防風措施」比喻
檢討會議程序，形容這是為了應對立法會中
的「流感」和「政治氣候變化」。
對於有反對派稱建制派在6名反對派被DQ
時提出修改《議事規則》是「乘虛而入」，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昨日亦指出，反拉布向
來都是建制派議員的競選承諾，有關做法亦
只是向選民交代，質疑是否有需要「等埋泛
民」。
陳健波昨日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指出，現
時世界各地都面對氣候變化問題，立法會亦
有「政治氣候變化」，令財委會的撥款進度
比以往大幅落後。
他說，財委會的會議程序如同「用了20多

年的樓」，一直未有檢討，令財委會失去很

大功能，故需要專業地檢查當中有沒有需要
加強的地方，做好「防風措施」，應對「政
治氣候變化」，提升會議效率。
陳健波近日表示計劃推出主席指引，將財

委會會議時間由每節兩小時延長至4小時至8
小時，禁止被趕離場的議員重返會議室，以
及將每名議員在縮短表決鐘聲議案的發言時
間減至1分鐘。
有反對派議員聲言，有關做法等同「開
戰」，他們會另想辦法，陳健波則以「流感
針」作比喻回應指，打流感針或會痛或有副
作用，但需要時還是要打，若其後出現新種
流感，就要再打流感針。
至於立法會的《議事規則》與財委會議事

程序修改是否應分開在不同時間進行，陳健
波認為，兩邊一起做不過分。
他又說，不應因為想和解而不去作為，否
則最後可能只是「和而不解」。
不過，有反對派依然認為建制派有關計劃

是「乘虛而入」。對此，曾鈺成昨日回應傳
媒提問時指出，反拉布向來都是建制派議員
的競選承諾，有關做法亦只是向選民交代，
質疑是否有需要「等埋泛民」。
他又指，以往反對派議席佔多數、建制派

為少數時，對方亦會認為要把握機會去達成
政治目的。曾鈺成認為，相信陳健波若要推
出主席指引，有其充分的法理依據，不會是
「大石砸死蟹」。

財會「拉布成瘋」陳健波：需「打流感針」

■陳健波 資料圖片

近年政府
為 提 升 服
務，持續增

加公務員團隊的編制。然而，公務
員職位的空缺率，卻每年度維持在
約4%。以2017年3月為例，空缺職
位就達8,600多個。人手不足的問題
多年未有解決，直接影響政策推行
的成效。
目前政府收入穩定，庫房充裕，要
增加財政資源以提升公共服務的質與
量，應該「難度不高」，剩下來要考
慮的就是公務員人手的問題了。就以
樓宇安全監管工作為例，當局為提升
樓宇安全水平，數年間先後落實強制
驗樓及驗窗計劃、擴大優先取締違例
建築物的類別，並進行多輪大規模執
法行動以清理僭建物。但屋宇署在多
次擴大編制後，依然人手不足，大量
個案積壓，令驗樓驗窗計劃的推展步
伐遠較預期落後。無疑改善屋宇安全
的政策是出了台，資源亦增加了，但
人手不足，最終令員工疲於奔命之
餘，又未能贏得市民掌聲，新政成效
難免受到影響。
新一屆政府履新後，已提出多項新
建議，如增加50億元教育新開支、就
覓地進行「大辯論」，及提出「港人

首置上車盤」等等；再加上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在本周便發表其首份施政報
告，面對不同政黨及社會各界林林總
總的訴求，可以預期施政報告將有不
少新計劃及新政策出台。
筆者憂慮的是，一連串的新政，如
果不同時考慮如何解決人手不足的問
題，這對公務員團隊的工作量無疑是
百上加斤，再好的新政策、新建議，
在落實過程及成效難免會大打折扣。

未來每年近7000人退休
現屆政府不但要面對人才市場的激
烈競爭，還需應付未來公務員退休高
峰期的挑戰（估計未來5年每年有接
近7,000人退休），「銀両」到位實
不足以令政策建議成功落實，如何徹
底解決公務員人手不足問題，是政策
成敗的另一關鍵。
誠然，對於新一屆政府的首份施政
報告，筆者與公眾一樣充滿期待，但
同時亦關注公務員隊伍的人手規劃。
期望特首在增加公務員人手、應對公
務員退休潮、改善公務員待遇及提升
公務員團隊士氣等方面，亦能展現新
政府新思維。

■立法會議員 蔣麗芸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增加公僕人手 改善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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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
優）經常發表有違基本法言論及
觀點的「香港眾志」（中箭）秘
書長黃之鋒（河童）在入獄前，
就已舉行記者會無理指控教育局
已出版多年且多次優化的基本法
教材「偏頗」，被教育局批評他
將教材內容斷章取義、曲解及政
治化。未知是否要繼承河童「衣
缽」的「眾志」近日死心不息再
發功，聲言要舉辦「反染紅教
育」的「公眾討論會」，邀請對
基本法教育「有質疑」的學生一
同討論云云。
有網民鬧爆「眾志」一味反國

教、反基本法，質疑「眾志」才
是被「洗腦」的一群。
「眾志」前日在其facebook專
頁發文，聲稱「面對未來政府一
波又一波的『染紅』教材和『洗
腦教育』的推行」，在本月28
日將由教協副會長張銳輝、曾要
求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教大
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客席副教授
梁恩榮，與大眾進行更多「討
論」以作「防範」。
美其名是「公眾討論會」，但

活動卻別有用心地只邀請校內公
民教育學會、通識學會、時事學
會的幹事，「或是對基本法教育
和洗腦教育是有質疑的同學。」
帖文附上張銳輝對基本法教材意
見的短片。張聲言，政府口中的
公民教育焦點放在責任層面、甚
至將對政權的操控等合理化云
云，變成「狹隘的愛國教育」。

事實上，教育局早已多番強調，教材多
年來本着公開、專業和認真原則製作，獲
不同法律顧問提供意見，並有來自數十所
學校的前線教師參與，及曾諮詢律政司和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以確保內容準確及不
偏頗。不過，張銳輝對這些都隻字未提。
網民「王永成」鬧爆「眾志」指：
「點解你哋淨係識得訪問一啲反對國家
嘅畜生……你哋一班廢青咪用單一個角
度，你都睇自己嘅國家囉，俾人洗咗路
（腦）嘅就係你哋一班畜生。」
「李秋华」則說：「老師使用教材教

學時亦需要包含其他不同觀點，讓學生
可以有全面的理解。為何加入國民教育
和國史會被人全面反對？只准加入人權
反中反國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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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志」在其fb專頁發文稱要舉辦所謂
的「反染紅教育公眾討論會」。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