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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屈候選人硬屈候選人 梁振英反駁梁振英反駁

就有自稱是中共前地下黨員的人
士出書，推算梁振英先生及其他人士
為 「行為實質地下黨員」 ，競選辦強
調，該項針對梁先生的指稱完全沒有
事實根據。梁振英先生已一再清楚指
出，他不是共產黨員，從來沒有要求
加入共產黨，從來沒有被邀請加入共
產黨，也從來不是任何政黨的 「地上
」 或 「地下」 黨員。對於接連出現捏造事件的指控，
梁振英先生雖感到無奈，但絕不會氣
餒。他有信心絕大部分市民都是明辨
是非，認清黑白的。他會繼續努力，
從容面對。

梁振英競選辦公室啟2012年3月18日

梁慕嫻昨日舉行新書發布會，以梁振英是 「地
下共產黨員」作招徠。她聲稱，一九八五年，梁振
英獲北京委任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行政委員，其後
接替毛鈞年做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當年毛鈞
年是 「地下共產黨員」，梁振英接替毛鈞年的職位
，因而推論梁振英也是共產黨員。不過，梁慕嫻其
後又 「自打嘴巴」稱，並無證據證實有關推論，因
為 「地下共產黨員」沒有法律文件證明有關身份云
云。而昨日陪同梁慕嫻出席發布會的人士中，便包
括激進反對派的社民連主席 「長毛」梁國雄。

梁振英重申非共產黨員
梁振英競選辦昨日發表聲明強調，梁振英已一

再清楚指出，自己不是共產黨員，他從來沒有要求
加入或被邀請加入共產黨，亦從來不是任何政黨的
「地上」或 「地下」黨員。對於接連出現捏造事件

的指控，梁振英表示，雖然感到無奈，但不會氣餒

，有信心絕大部分市民能明辨是非，認清黑白，並
會繼續努力，從容面對。

另外，有一名自稱 「爆料人」的匿名人士昨日
向本報 「報料」，指根據消息人士透露，今次梁慕
嫻專程從加拿大返香港出書，並指控梁振英是 「共
黨」，完全是梁慕嫻與支聯會、教協少數人炮製的
一場鬧劇。

梁慕嫻勾結支聯會教協
該名消息人士表示，梁慕嫻根本自己 「身有屎

」，為了不讓人知道自己與支聯會、教協少數人一
齊去想這條 「屎橋」，她曾在加拿大向親戚朋友說
： 「呢次返港唔係搞政治活動，而係探香港嘅兩位
作家朋友，由佢哋出面接待同安排活動。」但消息
人士就踢爆梁慕嫻說謊，因為她口中的兩位朋友，
一個根本就不知道她要來香港，一個就從來不認識
她，就連她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

消息人士踢爆梁慕嫻今次來港的一切活動，都
是由支聯會、教協少數人全程安排： 「支聯會、教
協分頭請佢食大餐，又分頭同佢開發布會。」消息
人士又引述梁慕嫻以前的舊相識指，她對名利看得
很重，甚至用紅色 「江姐」自稱，覺得自己的信念
最堅定，意志最堅強，而其他人根本就 「未夠班同
佢鬥」。

梁慕嫻以前的舊相識更踢爆對方，因早前未能
「上位」而避走加拿大： 「如果邊個夠膽 『唔妥』

佢嘅話就鬧到人哋 『阿媽都唔認得』，搞到同佢共
事嘅人都怕晒佢。後來，佢想上位，但最後未能得

逞，一氣之下，搵咗個話奶奶有病做理由，走咗過
加拿大。」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接受本報致電查詢時承認
，支聯會知道梁慕嫻來港出書之事，支聯會亦承認
成員曾於梁慕嫻在港期間與她會面。不過，蔡耀昌
則否認支聯會有參與梁慕嫻來港的費用及整個安排
。此外，被問及梁慕嫻來港的費用及安排會否由其
他成員支付時，他沒有正面回應，但只重申梁慕嫻
此次活動的費用與支聯會無關。

【本報訊】自稱是中國共產黨前【本報訊】自稱是中國共產黨前 「「地下黨員地下黨員」」 的學友社前主席的學友社前主席
梁慕嫻昨日出書，在無事實根據下，硬屈行政長官候選人梁振英是梁慕嫻昨日出書，在無事實根據下，硬屈行政長官候選人梁振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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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競選辦聲明

【本報訊】梁慕嫻昨日發表新書，書中提及政
務司司長林瑞麟、前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等多名政界人士
與 「地下共產黨」的關係。對於有傳媒查詢政務司
司長林瑞麟是否與 「地下黨」有關時，政務司司長
辦公室發言人作出三點回應，第一，司長否認與
「地下黨」有任何關係；第二，有關指控全無事實

根據；第三，司長從來沒有參與任何政黨。

【本報訊】對於梁慕嫻昨日出書並聲
稱不少香港政界人士與中共 「地下黨」有
關，資深評論員王紹爾認為，梁慕嫻的論
點無根據，只能當作是 「花邊新聞」，相
信其言行是希望影響今屆特首選舉，意圖
拖低梁振英民望。但王紹爾認為，港人及
選委均會憑理性分析，選出可為香港做事
的特首，而最終梁慕嫻的目標也不會得
逞。

就書本內容，王紹爾認為，梁慕嫻對
梁振英的指證，並沒有根據，只屬 「推測
」及 「估計」，而且當事人梁振英已多次
否認此事，梁慕嫻的論點並不可信。王紹
爾續說，若單憑梁振英因曾擔任基本法委
員會秘書長，便推測他是共產黨黨員的話
， 「香港很多人都有可能是黨員」。

王紹爾認為，梁慕嫻的言行只為求兩
個目的。首先，她在特首選舉餘下一星期
內發表有關議題，難以避免令人聯想其動
機與特首選舉有關，希望從中引起選舉的
變化。且梁慕嫻與反對派 「鼓吹」流選的
說法 「一唱一和」，他表示，從客觀分析
所見，她疑是希望作出影響選舉的策略，
拖低書本主角梁振英的民望，打擊民意。

不過，王紹爾認為，其做法對選委的
投票取向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且亦不應在
打擊民望上起作用。他分析說，現在距離
選舉日還剩一星期，不少選委已就候選人
的能力作理性分析，有其心屬的候選人，
因此梁慕嫻的書本內容不會在選委們的考
慮範圍。而對於市民來說，候選人的治港
政綱、理念和能力，並不應被這些 「無憑
無據」的 「花邊新聞」所掩蓋。因此，若
梁慕嫻是要影響選舉的話，她是不會得逞
的。唯一她可達到的目的是為新書起宣傳
作用，吸引傳媒的注意，以及市民購買此
書的意慾。

自稱前 「中共地下黨員
」的梁慕嫻，早在一九七四
年便聲稱 「退黨」，並移民

加拿大，並長期活躍在海外的 「民運」組織圈子，更
與香港的支聯會、加拿大的 「民運」組織有十分緊密
聯繫。但令人質疑的是，離港四十年後她再度 「回歸
」，背後居心無法不讓人質疑。

這位自稱是 「香港民主運動支持者」的梁女士，
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學友社任職。據香港本地一份雜誌
稱，到了一九七四年，當時她突然 「有了錢」並選擇
移民，宣布 「退黨」，更徑直去了加拿大，一住便是
三、四十年。

但在加拿大，梁從未閒着，而是積極參與海外
「民運」活動。而到了一九九七年，香港面臨回歸祖

國的重要時機，許多別有用心的人紛紛返回香港，試
圖為回歸製造動盪。梁慕嫻便是其中一個，一九九七
年突然以另外一種面目回到香港。以 「牛虻」為筆名
，不斷在反中亂港的《開放》雜誌中撰寫所謂的 「爆
料」文章，在其筆下，三、四十年前的各界香港市民
，都無故遭到她的指控和攻擊。而從二○○七年開始
，她為增加 「說服力」，直接以真名示人。

《開放》雜誌以香港為基地，過去曾被曝光曾多次
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簡稱 NDI）的資助，長期從事反中亂港行
徑。梁慕嫻 「睽違」三十多年重返香港，竟是選擇這
麼一本雜誌作為開端，其背後勢力已是呼之欲出。

事實上，梁氏多年來長期與香港支聯會保持緊密
聯繫。以近期為例，二○一一年，支聯會重選後的主
席李卓人，首次以主席身份展開北美 「八城之行」，
名義上是會見 「朋友」，實際上是與幕後的政治勢力
建立聯繫。當年李卓人除與多個民運團體主要負責人
會面外，還專門 「拜訪」了梁慕嫻。

據當時的香港媒體報道，去年同一行程的除有李
卓人外，還有支聯會副主席麥海華、常委朱耀明。在
途經加拿大溫哥華時，專門跑到梁慕嫻家中會面，
「影咗幾張相，又一齊唱《自由花》」。一如許多香

港資深傳媒人所言，支聯會北美 「八城之行」行程如
此緊湊，還能 「擠出」時間拜訪一個 「退黨」四十年
的老人，其背後目的何在？如果聯繫到梁氏昨天的舉
動，一切似乎已經大白，無非是想在選舉關鍵時刻，
以 「流言」來傷人，並製造公眾恐慌，以圖破壞正在
進行的特首選舉。

梁慕嫻與反中亂港勢力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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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前黑棋」

支聯會支聯會 操弄操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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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前主席
梁慕嫻

支聯會主席
李卓人

「幕後黑手」

林瑞麟駁斥失實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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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英表明，自己
從來不是任何政黨的
「地上」 或 「地下」
黨員 資料圖片

▲梁國雄（左）在新書發布會上全程 「傍實」 梁
慕嫻（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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