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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你當時的憤怒
李雨田

新聞

昨天，當年的 「年輕學者」突然致電找我，
語帶責備地說： 「郭亞女事件，你為什麼隱瞞了
二十六年。」

真的，已經是二十多年了，當年的 「年輕學
者」，今日也已變成近六十歲了，下面我仍稱他
作 「年輕學者」，但願我們永遠都年輕，永遠都
鬥心不死。

昨天我回答說： 「當年我可以說嗎？」年輕
學者頓時啞然，過了差不多兩分鐘，才緩緩問道
： 「現在你怕不怕！」我非常清楚地說： 「我忘
記不了你當時的憤怒！」

當年任職電視台管理層的年輕學者，事發後
，曾到葵涌精神病院探望郭亞女的母親。我們知
道，一般真有精神病而帶攻擊性的病人，醫院是
會獨立囚禁的；而確診為精神病人，則會幾個人
關在一間大房內。年輕學者看到郭母時，她是處
於觀察病房內，病房有好幾十個觀察病人，病人
與探訪者只相隔一塊大玻璃，而大玻璃旁，有一
扇不會關的玻璃門將病人與探訪者分開。郭亞女
母視隔着大玻璃神情有點呆滯地閒蕩，當年輕學
者與郭母打招呼時，她還會掀動唇角，揮手回應
，然後趨前追問年輕學者： 「我的女兒呢？」思
女之情，令人心酸。

當時，年輕學者憤怒地向筆者說，他翻查了
所有紀錄，根本就沒有郭母患有精神病的證據，

郭母只是太着緊女兒（這是單親家庭的正常反應）
，盯得女兒比較緊一點，而在傳媒的渲染下，郭
母被形容為懷疑患有精神病並將女兒幽禁在家。
當時年輕的學者說： 「試想一個痛愛自己女兒的
母親，深夜突然有二十多人破門衝入，拉走女兒
，又將她綁起來送往精神病院，就算是正常人也
會被迫發瘋！」

郭亞女事件發生時，港督尤德正外出訪問。
返港後，尤德被問及對此事的看法時，他回應說
： 「So far, I know certain people are saying certain
things.」尤德，這位為香港前途僕僕風塵於北京與
香港之間、最後死在北京英國大使館的唯一一位
在任的港督，作為英國派駐香港的最高代表，他
不可能不知道事件的詳情，在如此情況下，他仍
能憑着良心說出這種回應，不容易！不容易！

當年的年輕學者，我的老朋友，我們都快六
十了，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該說的話，也一定
要說！

明朝遭英宗發洩私憤，斬首示眾的大忠臣于
謙，曾經寫下一首石灰詩，全文為： 「千錘百
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碎骨粉身渾不
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願以此與新聞同業共勉！

有史以來，政治就是一方大棋盤，由各方勢力圍
繞着博弈。本月提名、下月投票的特首選舉是目前香
港最大的政治，其角力的激烈程度已有目共睹。工聯
會手握着選委會一千二百席中的六十票，於是對最有
機會當選的唐英年和梁振英提出要求，要他們就設定
勞工的標準工時問題表態。這是基於他們為勞工爭取
權益的理念。工商界的選委多支持唐英年，這是他們
為保障自己的利益。反對派的選委當然不免會投何俊
仁的票，雖然明知只會白費工夫，那是為了表明自己
的政治立場，本來他們參加這場選舉的目的就並非為
了香港有更好的明天，而只是要製造些漣漪，好讓自
己的聲音不至於完全被淹沒。在現今民主社會，這些
表現都十分正常。

政治也是永不乾涸的大水塘，於是便必定有來揩
點油的抽水者。披着 「學者」外衣的鍾庭耀要搞 「特
首公投」，其目的只不過是要得出一個與選舉結果相
反的 「民意」結果，好拿來攻擊所謂 「小圈子選舉」
「不符合民意」。他是絕不會考慮他的 「公投」是否

真的有積極作用和市民的隱私是否有效地得到保護等
等後果的。政治傾向連盲公都睇得出的 「民主阿婆」

陳方安生竟然要特區政府對特首候選人 「嚴守中立」
，那只是不甘寂寞，想讓人知道她還有那麼一點影響
力罷了。

鍾庭耀說，他的 「公投」能否實行的一個重要條
件是要籌足五十萬元。我相信，這五十萬元沒有問題
，光黎智英一人便可滿足他的要求，即使黎智英沒錢
，他的後台老闆也十分樂意掏這個腰包的。鍾庭耀要
冒的風險是，萬一 「公投」的結果不是他想要的，例
如，在所有民意調查中得分最低的何俊仁竟然勝出了
，那 「公投」豈不是成了一場假到把全世界人都當白
痴的鬧劇？又例如，在 「公投」中勝出的特首候選人
竟然在選委會的選舉中也勝出了，那豈不是坐實了
「小圈子」選舉也是符合民意的？不過且慢，鍾庭耀

是決不會讓他的 「公投」出現這些他不願見到的結果
的──反正調查數據在他手中，這個少女便可以讓他
隨心所欲打扮。也許你會說，一個長期從事民意調查
的「學者」，總該有基本的誠信吧？太天真了不是？連
欺師滅祖的事都做得出的人，你還能希望他有誠信？

但政治也是現實的。無論是鍾庭耀還是陳方安生
，即便是在這個政治大水塘抽了一些水，對他們想實

現的政治目的而言，作用終究極其有限，因為他們的
政治企圖根本就實現不了。只是，既然特首選舉這個
大水塘有水可抽，抽水者就必然會絡繹不絕。這不，
又來了一個抽水者公民黨。

有二十九張選委票的公民黨近日宣布，他們會在
特首選舉的提名、辯論和首輪投票中，全力支持民主
黨參選人何俊仁。若何俊仁在第一輪投票後出局，他
們會在第二輪投票時向兩名建制派候選人提出四項要
求，包括：在二○一六年或之前廢除功能組別；二○
一七年的行政長官以一人一票方式普選，不設篩選候
選人的高門檻；在真普選前不會就《基本法》廿三條
立法；在二○一六年或之前取消立法會分組點票制度
。只要特首候選人同意上述的第一和第二項要求並承
諾在任內落實，公民黨便以捆綁方式把他們的二十九
張選票投給他，若無候選人願意表示支持，該黨便放
棄投票。

自視過高是香港反對派的通病，他們總是以為自
己真有顛覆現實的能力。其中，公民黨應該是最拙劣
的抽水者，手中只有區區二十九張票便企圖以 「關鍵
的少數」自居。其實，在一千二百個選委之中，這二

十九票不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少數罷了，簡直就是
「多佢唔多，少佢唔少」。公民黨的這些票，全投給

何俊仁，何俊仁不會當選；全部棄權，也不會影響選
舉結果。特首和立法會今後的選舉方式，特區政府已
經有了安排，也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公民黨以其二
十九張選委票就想讓新特首改變這樣重大的決策，真
是異想天開。如此不對稱的交易，任何一名有機會當
選的特首候選人都會嗤之以鼻。何況，新特首還有可
能在第一輪投票便可選出，到時，公民黨的這二十九
張票將成為廢票，完全多餘。

手中只有這輕飄飄的籌碼，便要得到人家不能承
受之重的回報，公民黨想得是很美的。他們以為自己
足夠精明，別人都是傻子。公民黨主席陳家洛還 「呼
籲選情處於劣勢的梁振英 『回頭是岸』，靠攏民主一
邊」。這已經不是 「黐線」所能夠形容，必須還要加
上 「狂妄」二字。

以禍港殃民而臭名遠播的公民黨，擅長的是
玩弄法律，而在政壇折衝樽俎，成績真是慘不
忍睹。香港政壇有這樣的一群邪魔時時
興風作浪，只能是港人之痛。

公民黨手拿廿九張票異想天開
吳然亦

以是非取代親疏
──給下屆特區政府的公開信

劉迺強
這裡重複了鄧公遺訓 「治港班子要以愛國者為主體

」多次，但誰是 「愛國者」呢？這個問題香港和北京一
直沒有共識。而正正是由於 「愛國」的定義不清楚，才
造成今天香港的亂象。

當年， 「一國兩制」的設計師鄧小平給愛國者下的
定義，是 「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
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他為了消
除港人疑慮，後面還加了一句 「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
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
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
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這個闡釋
，為以後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和稀泥態度埋下伏筆。

出於對 「河水不犯井水」的錯誤理解，特區在中央
同意的情況下，長期重用反對派和面目模糊的騎牆派，
排斥傳統愛國人士。統而不戰，是投降主義，不是正確
的統戰工作方法。所謂 「老愛國不如新愛國，新愛國不
如不愛國」，這種策略貌似受港人歡迎，但代價是共產
黨在香港長期的自我妖魔化。連帶着的，是傳統愛國陣
營的邊緣化，以及投機主義的興起。所有問題，包括愛
國陣營的政治人才後繼無人、本土意識興起導致中港衝
突、深層次矛盾遲遲沒有解決，根源其實都在於我們對
「愛國者」的錯誤理解。

把圈沒有原則的畫大，以為就能解決問題，已經被

證實行不通。2005 年年底，曾蔭權在政改方案流產後
，終於把所謂 「泛民」定性為 「反對派」，並提出 「親
疏有別」。唐英年現在主張 「親疏無間」，是漠視歷史
的退步，亦必然會被以後的實踐否定。

即使如此，曾蔭權的 「親疏有別」概念仍有不足，
需要繼續發展。 「親疏」如果沒有更高的原則，則只取
決於執政者的個人喜惡，容易淪為典型的裙帶主義。我
們要為 「親疏」定客觀的標準，把 「親疏之別」轉化為
「對錯之別」、 「是非之別」，市民才會服氣，民心才

能安穩。
按照鄧小平的本意，從一個人的言行判斷他是否愛

國並不困難。第一個原則，是 「尊重自己民族」。任何
鼓吹 「本土意識」、反對國民教育、對港英殖時代沒有
批判的人，不能算是愛國者。第二個原則，是 「擁護祖
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任何否認中央政府合理參
與香港事務的人、任何強調「兩制」而不講 「一國」的人
、任何漠視基本法權威（包括鼓吹修法、否定人大釋法
、擁護所謂「次主權」）的人，不能算是 「愛國者」。

這些本來不言而喻，但今天特區政府任用的
，仍然有一大部分不能算是 「愛國者
」，成了 「非愛國者為主體」，自然
亂像百出，下一屆政府必須撥亂反
正，並據此作 「親疏有別」。

強強言言
壯語

一九二二年發生，歷時五十六天
、有六千五百多海員參與的大罷工，
得到廣東省政府、廣大華僑、國際進
步人士及各國工人支援，是中國工運
的里程碑。此次大罷工推動了中國的
工人運動，直接影響隨後發生的省港
大罷工等。黃國健指出，那次罷工使
中國工人首次意識到團結起來抗爭的
強大力量，亦體現出充分籌備、各界
援助的重要性。

工人不願發聲成難題
反觀工運的現狀，黃國健形容是

「每況愈下」。他指現時的僱員越來
越傾向依靠個人力量解決問題，欠缺
團結意識。他承認這是由於現時有相
對完備的法律保護勞工權益，而工人
的個人質素也較以前有很大提升，相
信自己能透過其他途徑解決問題。另
一方面，他以滙豐銀行多次裁員的例
子指出，對於類似犧牲員工利益的做
法，有不少人都打電話到工會表達不
滿，但大多數人不願意留下姓名和聯
絡電話，害怕若站出來說話會即時被

炒或影響日後搵工。 「但我相信如
果有人能站出來，滙豐不會這麼猖
狂。」

工會力量來自群體
雖然當年海員大罷工所處的時代

背景與社會環境已經不存在，但黃國
健強調，海員大罷工的意義時至今日
仍然適用。他分析指，當年的大罷工
得到了大部分從事海運相關工作的工
人響應，後期更得到其他工種無私支
援，各行各業紛紛加入其中，形成
「總同盟罷工」， 「團結起來的力量

十分龐大！」由於之前發生的工人罷
工都是零星反抗個案，結果往往是目
的達不到還落入被炒甚至坐監的下場
，但海員大罷工的規模是前所未有的
，迫使港英政府不得不妥協和讓步。

黃國健強調，工會的力量來自群
體。他呼籲今天的打工仔們，當遭
到不公平、不公義的對待時，要敢
於站出來抗爭， 「因為只有團結起
來，才能凝聚更大的力量維護自身
利益。」

僱員團結爭利益
【本報訊】由工聯會和香港海員工會主辦的香港海員大罷

工九十周年紀念活動將於二月至三月舉行。（見附表）工聯會
副會長、海員工會副主席黃國健指，該次大罷工使廣大受壓迫
勞工首次意識到團結起來抗爭的強大力量，而這種意識依然適
用於今時今日。面對現時勞工傾向依靠個人解決問題的狀況，
他呼籲打工仔，當遭不公待遇時應勇敢站出來，團結起來維護
自身利益。

紀念活動
（一）公眾研討會

日期
地點

講題

（二）周年紀念大會
日期

參與團體

（三）參觀罷工領袖故居
日期

內容

二月二十五日 下午2：00至4：30
香港歷史博物館演講廳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莫世祥《香港
海員大罷工：中山革命在香港的社會反響》
；前文匯報副總經理周奕《海員大罷工：重
要情節解構》；廣東省委黨校黨史研究室學
者胡耿《香港海員大罷工：譜寫了中國工人
運動史上光輝的篇章》

三月三日
工聯會、香港海員工會、全國總工會、廣東
省海員工會、珠海市工會等

三月十七日至十八日
組織工會及有關團體成員前往海員大罷工領
袖故居，探訪當年親歷並領導過海員大罷工
的先行者們。

梁再促公開西九所有資料
特首參選人梁振英昨日出席競選活動時再次表

示，希望政府公布所有同西九比賽的概念、規劃、
設計的檔案。工聯會副會長陳婉嫻質疑為何政府不
早在十年前提出問題，希望政府提供有關比賽的全
部資料，讓公眾判斷誰對誰錯，以示公道。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關注梁振英涉及西九設計
比賽的利益衝突一事，他贊成政府應交代所有關於
比賽的資料，讓公眾討論。

曾俊華：預算案工作未結束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本月初公布最新一份財政預

算案，對於外界批評欠缺新意和遠見，曾俊華強調
，平衡、審慎和持續性是制定預算案的原則，亦是
他作為財政司司長的重要責任。預算案雖然未滿足
所有人，但至今評價仍然不錯。

曾俊華昨日又在網誌中表示，預算案宣讀完畢
僅僅是鬆了一口氣，但工作遠遠沒有結束，相當於
跑 「渣馬」跑過幾條大橋後折回來，開始向西隧方
向跑。他希望下屆政府享有豐富資源，推出中長期
的措施，及新政策去惠澤全社會。

田北辰荃灣辦事處開幕
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荃灣區議員辦事處昨日開

幕，辦事處位於愉景新城商場二層。新民黨主席葉
劉淑儀、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譚志源等出席開幕禮。

▶一九二二年
發生的海員大
罷工最初有一
千五百人參加
，後期演變成
十多萬人的各
行各業總罷工

資料圖片

◀黃國健呼籲打工仔遇到不公平、不公義的對
待時，要敢於站出來抗爭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背背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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