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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拖字訣 開「癲價」假「協商」
突加條件迫認「山寨主席」建制：解散法案委成唯一選擇

這段時間，文明一詞大熱。昨天在北京開幕的亞洲
文明對話大會吸引全球目光，習近平主席關於文明交
流互鑒的精闢論述，贏得一片讚譽。但在大洋彼岸，
近日所謂「文明衝突」的說辭，成為了美國對中國發
動貿易戰的美麗包裝，好像一說「文明衝突」，一切
就合理公正了，霸權、欺凌、傷害就可以忽略不計
了。
文明是否只有一種形態，不同文明是否有高低之
分，相異的文明是否必然發生衝突？習近平主席在亞
洲文明對話大會的講話，令人回味。印象最深的，是

當他說，人類只有膚色語言之別，文明只有奼
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

分。認為自己

的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
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他的
這一番話贏得雷鳴般的掌聲。掌聲，代表的是人心所
向。
筆者不由得想起，不久前，美國高官一番完全相

反的「高論」。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基
倫．斯金納在一個公開活動中，把政治學者塞繆爾
．亨廷頓上世紀90年代提出的、在學界飽受詬病
的「文明衝突論」，重新擺到現實的國際政治舞
台。她說，美中之間的衝突是「一場與一種完全不
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識形態的鬥爭」，美國要在此
基礎上建構新的美中關係。乍聽此話，筆者深感驚
詫，立即上網找出她發表此番謬論的現場錄影。她
當時還說，「（中國）使我們有了首個非高加索白
種人的強大競爭者」，以此將美中貿易摩擦與當年
的美蘇對抗區別開來。在美國，種族主義是個非常

敏感的禁區，稍有

知識的人都不會輕易踩入。但身為黑人的斯金納，
似乎對此毫無禁忌。然而，連美國人也驚詫的是，
斯金納又怎麼看待自己的非白人膚色呢？有人說，
這位上任不到一年的斯金納，不是瘋了，就是太想
出風頭了。
不過，在筆者看來，斯金納不是瘋了，而是太情急

了，太想為美國總統特朗普一手挑起的貿易戰做一件
「美麗」的外衣了。因為，貿易戰沒有贏家，中國經
濟固然受到傷害，美國民眾何嘗不是受害者，全球經
濟何嘗不受牽連？中國受的傷害他們可以不理，但美
國民眾如何安撫？對盟友如何解說？於是，「文明衝
突」就成為了最好的包裝。斯金納的言論，是用「文
明衝突」這個冠冕堂皇的說辭，來掩蓋美國從各方面
打壓中國，企圖在世界上以種族來區分陣線，千方百
計阻撓中國和平發展的企圖。
事實上，兩百多年歷史的美國，沒有多少資格談

什麽文明。美國的

歷史充滿了侵略、虐殺和戰爭。美國不妨聽聽西方
文明搖籃希臘的聲音。希臘總統帕夫洛普洛斯曾多
次駁斥「文明衝突論」，認為此謬論「是個巨大錯
誤」，因為真正的文明之間不會產生衝突，真正的
文明之間有時僅僅是缺少彼此溝通或溝通管道被截
斷了而已，因此需要重建這些管道，重新恢復這種
溝通，這就是不同文明間的對話。他還強調，「我
們深知文明都是平等的，希臘人並不認為希臘文明
優於任何其他的
文明。」同樣來
自西方國度的這
種理性聲音，讓
美國高官的口不
擇言，顯得那麼
醜陋。

「文明衝突」的包裝 掩飾不了逐利對抗的醜陋

反對派為何「突然理性」，提出要
以「三方協商」來「解決《逃犯條
例》修訂所帶來的爭議」，但就不斷
開出新條件？那是因為，經過他們兩

次暴力衝擊，負責主持有關法案委員會主席選舉的地
產及建造界議員石禮謙，已去信內務委員會尋求進一
步的指引。綜合各方意見，就連包括聲稱「山寨主
席」涂謹申是「合法主持會議」者，都認為內會應解
散目前的法案委員會，再尋他法，此舉意味反對派不
能再假「合法法案委員會」之名，去拖延修例，所以
他們才會提出「溝通」，企圖以此之名阻撓內會解散
法案委員會。即使最終失敗，亦能站在「道德高
地」，抹黑建制派「不肯溝通」。

就上周六反對派的暴力衝擊，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
就指，由於議會的自我約制及規範功能已「徹底崩
潰」，要打破僵局，唯一方法是：目前並無規定一定
要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法案，故內會可以行使《議事
規則》的權力，終止法案委員會運作，將草案提上立
法會大會全體委員會處理，過往亦有不少法案直上大
會恢復二讀的例子。

因為聲稱「山寨主席」涂謹申主持會議「合法」而
備受反對派「突然推崇」的立法局前主席黃宏發，在
接受傳媒訪問時亦認為，應先處理哪個法案委員會才
是「正統」的問題，故建議內會主席先解散有關的法
案委員會，由反對派和建制派陣營派代表坐下來協
商，再重新組織新的法案委員會。

立法會九龍東議員謝偉俊亦建議由內會通過決議
案，解散目前的法案委員會，再成立特別專責委員會
以代替現有的法案委員會。

資深大律師、曾任立法會議員的湯家驊也建議內會
取消所有《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審議委員會，再另
立一個由秘書處或立法會主席主持選舉正、副主席的
法案委員會。他還建議考慮另一個做法，就是由立法
會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九十二條「議事規則未有
規定的程序」，在參照其他立法機關的慣例及程序處
理後，指令決定如何處理。

進可阻解散 退能搶光環
儘管各方提出的建議都不相同，但不約而同的是，

解決困局的「先決條件」，是要先解散目前的法案委
員會，即正牌會議與「山寨會議」將不再存在，屆時
反對派議員就無法再堅持後者是「正統」而掀起爭拗
來模糊視線，亦因此他們才會擺「願意溝通」的姿
勢，以「誠意」來阻撓內會解散法案委員會，即使結
果不似預期，他們也可以「展示誠意得不到善意回
應」為由，在其支持者以至激進派前頭戴「自製光
環」，繼續搗亂議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在反對派兩次暴力衝擊法案委
員會會議後，石禮謙去信內

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指根據兩
日的混亂情況來看，即使他再召
開會議，也不可能選出主席，故
要求內會就有關法案委員會的未
來路向表達意見。由於政界中人
普遍認為，法案委員會已無法運
作，故儘管提出的後續處理不
一，但他們所提出的建議的共通
點就是先解散現行的法案委員會
（見另稿）。
由於內會一旦決定解散法案委
員會，即意味無論是由石禮謙主
持的正牌會議，還是目前由反對
派非法成立的山寨會議將不復存
在，後者就不能再借「誰是正
統」挑起爭端，反對派前日就突
然提出要「三方協商」以「解決
爭議」，更稱他們「沒有前
設」。

先稱「無前設」後加「辣條件」
不過，反對派議員同日就到禮

賓府示威，要求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先「擱置」修例再商討。昨
日，他們又在立法會辯論期間攻
擊林鄭月娥，並無展現一番「溝
通」的誠意。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

昨日稱，他們今日上午9時半會
與建制派議員會面協商，出席者
包括她和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公
民黨黨魁楊岳橋、「專業議政」
的梁繼昌。
此前雖聲稱溝通「無前設」，
但她宣稱是次協商的「底線」是
承認涂謹申為「合憲、合理、合
法的法案委員會主席」，但若大
家認為「有難度」，可另尋雙方
接受的共識，例如「特首永久擱
置有關法案」、「由涂謹申再主
持法案委員會主席選舉」等等。

廖長江：只承認石禮謙主持
建制派在昨日的每周「碰頭
會」上，討論了如何回應反對派
的「建議」。就反對派聲稱他們
的「冒牌會議」是「合法合憲」
的，會面是要「解決『雙胞委員
會』」的問題，「建制派班長」
廖長江強調，根本不存在所謂
「雙胞胎」的問題。他們只承認
一個法案委員會，就是得到內務

委員會指示、由石禮謙主持主席
選舉的法案委員會。
他並表示，建制派決定派出他

和「副班長」陳克勤、工聯會麥
美娟和自由黨主席張宇人4人今
日與反對派會面，討論「三方協
商」的問題，但強調對方可以派
出 4名可以代表整個反對派陣
營、能決定事情者，否則只會成
為浪費時間的「PR show（公關
騷）」。
有建制派議員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由於他們並不知
道反對派會再耍什麼花招，例如
像過去一樣，反對派出席者突然
宣稱自己不能代表其他反對派議
員，「只能代表自己」，甚或扭
曲建制派議員的言論來大做文
章，所以只能「兵來將擋、水來
土掩」，但強調他們一定不會承
認反對派的「冒牌會議」和「山
寨主席」。

梁志祥批無誠意溝通玩拉布
民建聯議員梁志祥批評，反對

派令莊嚴的議會禮崩樂壞，現在
聲稱「無前設」地舉行「三方協
商」，但隨即就露出狐狸尾巴，
開出要建制派承認「非法會
議」、「山寨主席」等天方夜譚
式的條件，實欺人太甚。
說到底，他們根本無誠意溝通、

解決問題，只為避免內委會解散法
案委員會、繼續拖延修例。

陳恒鑌：只能在內會上解決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指，在反對
派提出「坐下來傾」時，建制派
在「解決問題」的前提下、懷着
善意同意與他們見面，但反對派
即擺出一副「上得床來牽被冚」
的態度，不斷開出新條件，顯示
他們根本毫無誠意，故解決辦
法，就是在內會上解決。

郭偉強憂「山寨」成壞先例
工聯會議員郭偉強認為，反對派

竟要求建制派接納「山寨主席」
和會議，反映他們根本無意解決
問題，只為拖延時間，而此例一
開，反對派日後大可成立更多「山
寨」委員會來「講數」，或不斷搬
龍門、提要求，最終只會將香港
推向無法無天的危險境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反對派聲稱要在「無前設」下進行
「三方協商」，結果先後提出「擱置草案」、「承認涂謹申是『正牌
主席』」等條件。根據「經濟通×晴報」前日聯合舉辦的網上民調顯
示，截至昨晚11時，在投票的1,745人中，有64%表明不同意有關
「建議」，同意的有34%。不少網民留言指，反對派此舉只是想繼續
拖延時間，根本無誠意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明日

（周五）將舉行會議，預料屆時將處理負責主持修訂

《逃犯條例》的法案委員會石禮謙議員提出促內會作出

進一步指引的要求，而「解散法案委員會」幾乎已是唯

一選擇。為繼續以「山寨會議」之名阻撓修例，反對派

日前聲稱他們願和立法會建制派及政府代表，在「無前

設」的情況下「三方磋商」。不過，在建制派昨日初定

今日與反對派「協商」的人選後，反對派突另加條件，

聲稱一定要對方確認反對派的「山寨主席」涂謹申是

「正牌主席」。多名建制派議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這證明反對派口講「溝通」，實質上是在拖延

時間，故唯一的選擇是解散法案委員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
文）反對派口口聲聲要就
《逃犯條例》修訂與特區政
府「協商」，實際表現卻是
反其道而行。立法會大會昨
日繼續審議《 2019年撥款條
例草案》，民主黨主席胡志
偉突然動議，以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處理修例問題「不
當」為由，要削減其全年薪
酬共509萬港元的開支。「人

民力量」陳志全、公民黨郭家麒等均附和胡志偉
的動議。新界西議員何君堯批評，反對派以暴力
阻撓修例，才是應該向市民「賠錢」者。
在胡志偉提出動議後，陳志全發言時就借

最近內地播放的最新《倚天屠龍記》電視劇
內的角色滅絕師太，指桑罵槐地稱「呢種唔
死都無用嘅八婆，遺害人間」，然後稱林鄭
月娥只為「討好北京」，出賣香港人利益，

強推「逆民意」的《逃犯條例》修訂，「置
港人利益於不顧」，是要將香港「推向萬劫
不復境地」，「不是林鄭月娥死，就是香港
市民亡！」

提議案削特首薪 何君堯批無理
公民黨議員郭家麒聲言，修訂《逃犯條例》

是將所有港人「送死」，更稱內地「無官不
貪」，在內地做生意的人都知道「疏通」的重
要，修例通過後，不管商人還是其他人，都會
「中招」，稱林鄭月娥「辦事不力」，令社會
撕裂，應該減薪。「一個傷害香港人的人有什
麽資格出糧？」
何君堯在發言時批評，反對派提出要削減林

鄭月娥全年薪酬的動議完全是在無理取鬧、
「鬧人唔使本」，又批評反對派議員衝擊、挑
剔、暴力阻撓《逃犯條例》修例，特別是上周
六立法會的混亂情景，自詡「民主派」的議員
用「爛仔」、「人渣」的行為，將立法會搞得

亂七八糟；在前日審議《逃犯條例》的法案委
員會中，反對派議員又故意把住大門，不讓其
他議員開會。
他續批評，反對派議員不用自己的才智，反

而用暴力來阻撓立法會會議進程、製造亂象，
完全侮辱了民主的精神，「如果對修例有疑
慮，完全可以坐下來探討，但事到如今，反對
派無所不用（其極），讓法案委員會根本選不
出主席，更有人自認是法案委員會的主席，發
出虛假文書，立法會是立法的地方，不是犯法
的地方，必須要將所有不適當的行為撥亂反
正，也希望立法會議員做自己該做的事，而不
是浪費時間。」
何君堯直言，自命「民主」的反對派議員

中，被DQ、被控告、入獄、待判入獄的情況
比比皆是，令人失望，並質問道：「林鄭月娥
做那麼多事，反而要削人工，那麼胡志偉、許
智峯等議員每年可拿118萬的議員津貼，是否
都要賠錢（回水）呢？」

64%人不同意反對派「建議」

民鼠怪：首先要攪（搞）清
楚，幾條友仔玩泥沙，自封
主席是否合法、合憲，否則
講乜都係廢話。

Nordost：明明係犯法的一
方，而（）家竟然可以提
出平起平坐講數？情況等
同：旺角黑社會大佬話：
「旺角午夜12點後我話事！
警方要來管？雙方去龍門茶
樓講下（吓）數先啦！」

BL：林鄭若踏進反對派所挖的
坑，而日後《逃犯條例》通過，
則會被老屈「行政粗暴干預立
法日常運作程序」。到時只會

淪為反對派炮轟特區政府的核
彈。

昨 日 的 我 ： 為 何 和 2014
（年）「佔中」時咁似？先佔
領，癱瘓道路，「雙學」再與
政府會面，不歡而散，但拖下
拖下……今次只係「立法會版
佔領行動」，癱瘓委員會，不
准開會，再要求政府對話……
（目的）就係將「波」推返畀
政府，唔見的話就有藉口話政
府自己拖死自己，見的話又知
無結果，只係配合「泛民」的
計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網民睇穿「大龍鳳」

硬造薪酬話題攻擊特首 證無誠意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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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祥
資料圖片

■廖長江
資料圖片

■陳恒鑌
資料圖片

■郭偉強
資料圖片

■民調顯示，64%人不同意反對派的「建議」。 網上截圖

■何君堯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