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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破壞大和解
用心險惡
□李明俊

議論風生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從總理溫家寶手中接過
任命狀。此前他還與港澳辦公室主任王光亞會面，中
央提出了香港人在行政長官選舉後，實現大和解，這
是最有利於香港人福祉的政治發展方向。
不過，香港有另外一股勢力，基於要反對 「一國
兩制」的成功，要繼續在香港進行對抗政治，大力反
對和解。蘋果日報 10 日就發表了 「大和解還是被河
蟹」的社論，認為香港各界不應該放棄分歧，不應該
向前看，不應該和解。蘋果日報攻擊說：大談和解、
團結也有實際政治作用，就是要統一思想、統一口徑
，壓制反對梁振英及 「西環治港」的聲音。還有不到
三個月梁振英先生就要上任，就要開展工作，包括可
能執行為二十三條立法等的 「四大任務」。兩股力量
在較量，香港七百萬人的利益正面臨着考驗。

反對和解 欺騙選民
蘋果日報反對和解的論調，其實就是製造謠言，
欺騙香港選民。根本就沒有所謂 「四大任務」，更加
沒有所謂梁振英上任就要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港

施壓 之說荒誕無稽
﹁

﹂

澳辦主任王光亞日前會見工聯會代表團時，已明確指
出，香港人在未達成廣泛的共識前，不急於就基本法
二十三條立法。這是所有香港人都知道的訊息，蘋果
日報的社論公開造謠，可以說是自暴其醜，立即穿煲
，根本就沒有什麼公信力。
蘋果日報社論搬出了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選舉後
沒有提出和解的口號，說成是 「民主社會不必和解」
。這樣也是讓香港人看到了蘋果日報出賣香港利益的
用心。自從奧巴馬當選以來，共和黨一直為民主黨的
執政設置各種障礙。美國的債務危機和削減財政赤字
，共和黨拒絕支持民主黨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拖延通
過美國債務的上限，成為了共和黨追擊民主黨政府的
武器。兩黨僵持不下，令到美元被降低評級，也令到
美國的股市和全球股市大跌。美國人民的大部分積蓄
和財產在股市，遭受到慘重的損失。結果，美國人民
破口大罵兩個政黨不負責任。

歪曲事實 挑戰憲制
蘋果日報反對香港實現和解，有其罪惡的用心。
蘋果日報蓄意歪曲由一千二百人選舉委員會選舉出來
的行政長官梁振英獲得中央政府委任，是 「西環治港
」。這是挑戰香港的憲制的具體表現，基本法附件一

港事港心

候任特首梁振英在北京接受任命狀前夕，國務院港
澳辦主任王光亞藉着接見工聯會訪京團的時機，在傳媒
鏡頭前高調要求社會各界放下特首選舉期間的分歧，
「要在香港實現大和解、大團結」。這是以往特首選舉
所罕見的。於是某些反對派人士便認為：中央是變相向
唐英年的支持者施壓，要他們支持梁振英，惟彼此間的
關係已接近撕裂狀態，根本無法修補。
對此解讀和 「樂觀」情緒，筆者並不同意。這彷彿
仍然停留在昔日的陳寶珠蕭芳芳年代，在鏡頭之外粉絲
們仍然要鬥至你死我活，有你無我。他並不知道，時代
已經轉變。在剛過去的一場特首選舉，無疑出現過一些
過激的狀況，惟成熟的人都知道，這是選舉的一部分，
愈是成功的選舉，愈是針鋒相對，也愈能凸顯爭勝決心。
剛過去的一場特首選舉，猶如一場足球比賽，在比
賽期間對賽雙方為了爭取勝利出盡法寶，偶爾因為爭奪
一個來球而出現 「我叉你頸項，你篤我鼻哥」等 「超技
術」，偶爾因為一些身體碰撞而互相指罵，甚至乎大打
出手，但當球證吹笛完場分出勝負，大家便會當沒事發
生，「
握握手做個好朋友」
，甚至乎攬頭攬頸去飲啤酒了。

建制派重啟合作並不困難
□希

在選舉過後，唐營與梁營之間的支持者或許沒有攬
頭攬頸走去飲啤酒，但大家都知道， 「比賽」已經結束
，一切已經塵埃落定了，再沒必要針鋒相對了。據梁振
英透露， 「大和解」進展良好，彼此皆願意釋出善意，
唐英年支持者、商界立法會議員林健鋒更主動說，選舉
期間建制派 「明裡暗裡都出現了些爭拗」，但選舉後應
「放低這些分歧」，他期望梁振英和唐營、梁營人士均
可多溝通。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施榮懷更坦言： 「不存
在有什麼要和解」，他相信下屆政府和商界均希望有一
個更好的營商環境。至於在選舉之中聲稱投了白票的自由黨副主
席周梁淑怡亦強調： 「
無人會故意和他（梁振英）作對。」
從以上的建制派人士的說話可知，重新團結建制派人士並未
如想像中困難，以商人為主的唐英年支持者大概亦應該知道，生
意之道是以和為貴，生意人必須靈活善變，搞對抗、搞杯葛並不
符合股東利益。正如王光亞所言： 「共同的支持新當選的行政長
官和新任的特區政府，把香港治理好…….這才是七百萬港人的根
本利益所在」。
由是觀之，反對派人士之 「建制派之間的關係已經正式撕裂
，關係無法修補」主觀願望恐怕將會落空，還是擔心自身口和心
都不和的反對派陣營好些。

經列明了香港人通過了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行政長官
的辦法。反對派何俊仁也有參加選舉，只得到七十六
票，僅為梁振英的十分之一。既然反對派承認了這個
遊戲規則，參加選舉，怎麼能輸了，就說是 「西環治理
香港」？難道梁振英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難道三
百多萬選民選出了區議員、立法會議員參加到選舉委
員會之中，不是香港人依照憲制間接選舉的結果？
選舉過程出現了一些矛盾，傷了和氣。選舉結束
之後，是不是香港的各派政治力量就不需要合作了？
這是關係到香港七百萬人的福祉問題。根據各項民意
調查，香港七百萬人中，大多數希望行政長官能夠解
決香港的居住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希望香港
的經濟能夠得到提升。但是要得到這些問題的解決，
就需要政局穩定，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協調和合作
，行政機關在制訂上述有關政策的時候，需要充分聽
取立法機關和社會各界的民意，按程序進行諮詢，制
定出方案之後，再度徵求各界別的修改意見，這樣就
可以做到政通人和，造福於港人。所以，梁振英提出
要用人唯才，吸納各派各界別的人士參加政府，這對
於香港是最好的事情。
蘋果日報和激進反對派反對和解，也有其政治惡
毒用心，他們反對和解，攻擊說唐陣營 「誰人支持特
區政府就是叛變」 「品格有問題」，他們知道，唐營



林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星期四

裡面有優秀的人才，正正是為了阻撓工商界的精英參
加特區政府當司長局長，破壞集中香港優秀人才建設
好香港，就是要阻撓香港的產業發展配合中國的四個
現代化建設，使香港成為中國經濟建設的包袱。境外
勢力一直企圖阻撓中國的崛起，在香港反對和解，製
造分裂和折騰，就是實現這個戰略意圖的一步棋。

製造對立 倒港人米
反對派反對建制派和解合作，就是為了阻撓香港
的產業升級、改善民生，讓市民的生活困難情況繼續
惡化下去，你死你賤，反對派全不顧在心上。美國和
歐洲的經濟變幻莫測，失業率高企，香港也有經濟下
調的風險，反對派反對和解，就繼續可以渾水摸魚，
進行街頭對抗政治，搞亂香港，可以在九月份的選舉
中提出 「香港經濟民生都搞不好，唯一的辦法就是立
法會和行政長官一人一票選舉」，其實是搞什麼 「香
港高度自決」，欺世盜名，騙取一部分缺乏政治經驗
的年輕選民的選票，要顛覆基本法所規定的政治發展
方向和路線圖。
反對和解，就是要為特區政府製造困難，讓特區
政府缺乏管治威信，讓特區政府的工作癱瘓，讓經濟
民生工作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最後是倒香港人的米。
反對和解，就是要製造對立陣營，搞階級鬥爭尖
銳化，搞政治鬥爭，撕裂族群，弄到香港雞犬不寧，
最後受苦的就是香港市民。
反對和解，就是要在建制派中間，製造敵對氣氛
，製造不信任，挑撥離間，讓他們在立法會九月份選
舉工程中不能協調名單，不能分工合作，製造內耗，
分散票源，保證反對派何以鷸蚌相爭漁人得利，佔領
更多議席。

從三個層面看大和解
□譚文天
從整體角度說，為了全體市民的利益，香港需要大和解、大團結、大合作。這明顯是現階段一項
重大的歷史使命。 「大和解」 ，理當分三個層面予以推進：一是建制派的大和解；二是各政黨的大和
解；三是全港性的大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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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次刑事案底

「大和解」這一觀念
，不但合時，兼且合宜。
因為在選舉過程中產生的
摩擦及形成的裂痕，有必
要予以消融、彌合。從整
體角度說，為了全體市民的利益，香港需要大
和解、大團結、大合作。這明顯是現階段一項
重大的歷史使命。
在公開、公平、公正的選舉結束後，甚至
在點票尚未完成而顯示 「大局已定」之時，一
方可能提早宣布當選，另一方也可能主動宣告
落敗，並向勝利的對手表示祝賀。這是選舉的
常態。很遺憾，這樣的情形還沒有在香港出現
，因此，各方應該坦率地承認，香港的民主政
治和政黨政治尚未成熟，肯定還比不上選舉政
治更為先進的地方。這方面的比較，香港市民
特別是一眾政治人物，均需反思。除此之外，
在選舉政治和民主政治成熟的地方，選舉結束
的同時，客觀上也已經和解，根本沒有必要特
別隆而重之號召 「大和解」。閣下這些年來見
過美國總統選舉結束後有人提出 「大和解」嗎
？然而，香港的民主政治未夠成熟，選舉過程
問題不少，其中有些問題性質頗見嚴重，所以
，選後有必要號召及實行 「大和解」。
香港特區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結束後的
「大和解」，理當分三個層面予以推進：一是
建制派的大和解；二是各政黨的大和解；三是
全港性的大和解。

建制派團結是穩定基礎
其一，建制派的大和解。如所周知，這次

行政長官選舉，建制派分別支持不同候選人。
兩營之間，最初還算是 「君子之爭」，後來
「黑材料」滿天飛，又不斷爆出醜聞，兩營及
其支持者的意見分歧可想而知。
建制派在選舉期間的不和諧，形成 「兄弟
鬩牆」，另一重要事項就是：有少數建制派人
士居然站在反對派同一立場，表現之一是公開
說要 「投何俊仁一票」，表現之二是與反對派
同一鼻孔出氣，同樣鼓吹 「投白票、促流選」
，此舉實在是令 「親者痛、仇者快」。不難想
見，建制派的分庭抗禮在當時已達到何等嚴重
的程度。
選舉一結束，梁振英立即公開表示，如今
已不分 「梁營」 「唐營」 「何營」，現在只有
一個 「香港營」。旨哉斯言！這是大智慧、大
胸襟的表現，理應得到廣大市民和各個政治團
體、社會團體的讚賞和支持。不過，人類是有
惰性的，包括政治立場、觀點和行為的惰性。
今時今日，明顯的 「梁營」 「唐營」之分應該
是沒有了，但建制派大團結和大合作必須重新
建立。建制派的團結合作，乃是香港保持繁榮
穩定的基礎，也是特區有效管治的樣本。不論
在競選期間建制派之間有多少的矛盾、爭拗或
怨懟，選舉既已結束，理應一筆勾銷。未來一
段時間（不宜太長，例如三、四個月），若論
「大和解」，必然以建制派的大和解為重心，
或許是 「重中之重」。希望建制派的所有成員
，都要有這樣的共識。

政黨和解避免消耗內力
其二，各政黨的大和解。在行政長官選舉
的投票日，有的政黨、政團捆綁式投票給梁振
英，有的有傾向但成員仍可自由投票，有的則
完全自由投票。不論採用何種方式，都是各政
黨、各選委的自由和民主權利，不容他人置喙

或說三道四。但既然選舉已有了結果，所有政
黨、所有選委及所有市民都有義務要尊重選舉
結果。基於此，未來特區政府與各政黨（不論
投誰一票，甚至投了白票），以及各政黨政團
之間，亦都有必要進行大和解。其中道理實在
十分簡單：不和解繼續爭拗互鬥，結果必然是
消耗香港的內力和資源。試問：值得嗎？相信
只有居心不良或別有用心者才會如此。
各政黨的大和解，可以舉兩個例子：一是
自由黨；一是民主黨。自由黨在選戰過程中非
常高調，不但鼓吹 「投白票」，在最後一刻該
黨四位要角更公開表示會投白票。選後數日，
該黨一位副主席又公開宣稱 「不怕秋後算帳」
云云。其實，梁振英與自由黨，或者下屆特區
政府與自由黨，兩者之間又有何 「深仇大恨」
？答案是 「根本沒有」。一方面，自由黨不必
「疑心生暗鬼」；另一方面，淺見以為，自由
黨仍是下屆政府所倚重的政治力量之一，怎會
「秋後算帳」？筆者認為，自由黨為了香港和
港人的福祉，宜多考慮如何進行 「大和解」，
方為上上之策。至於民主黨，只要想一想 「政
改」一役所發揮的作用，就可聯想到民主黨無
疑也是 「大和解」的重要對象。

全民大和解香港會更好
其三，全港性的大和解。在選戰過程中，
不少市民雖並非此 「營」或彼 「營」人士，但
為發揚民主精神，也相當熱情地投入選舉，這
對民意的形成（包括候選人的民望）作出了很
大的貢獻，也對選委最終的投票取向有很大的
影響。如今選舉塵埃落定，按照民主真諦，全
港、全民，也有大和解的必要。只要廣大市民
大和解、大團結、大合作，社會就和諧、穩定
、繁榮可期，香港的未來一定更加美好。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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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薄事件依法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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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剪長毛

有話要說
□金

劍

政治痞子長毛梁國雄去年挑戰法律，暴力衝擊遞補機制諮詢會
，被判入獄兩個月。按獄規，他入獄後要剪掉長髮以保監獄衛生。
近日長毛說將考慮提 「司法覆核」，以保其 「長毛」形象。但公眾
對長毛入獄、剪髮 「毀」其招牌，支持執行監獄條例。
善於計數的街坊王伯說：長毛罪行罄竹難書。他犯有 13 次刑
事案底：七九年非法集會罪成，判囚一個月；二千年至○二年三度
藐視法庭，入獄七天及十四天。還有因不斷挑戰法紀被判社會服務
令無數次。今次絕不能饒恕了他，饒恕是放虎歸山，害了社會。
能說詩詞古說的張伯說：這叫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時候未
到，時候一到，統統都報。這叫做 「
魚熟緣吞餌，蛾焦為撲燈」。
長毛挑戰法律，是飛蛾撲火，到頭來被燒焦；長毛被名利餌誘，行
為出格，危害公共秩序，現在 「一鑊熟」，是咎由自取也。
熟悉法律條例的陳伯說：《監獄規條》234A 章第 9 及 34 條規
定：任何人被判入獄，懲教人員有法定責任搜查罪犯，通直腸、查
鼻孔、剪毛髮、淨其身。為的是防止罪犯藏毒、帶病菌。像長毛入
獄，可能長毛生虱，非剪不可。長毛○二年入獄就被剪成短毛。
陳伯說：《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六）款規定，被判犯刑事
罪行監禁一個月以上者，經立法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解除其議員責務
。故大家應支持謝偉俊議員提出動議，於本月十八日解除長毛職務
，勿讓他在立法會內黨目混珠，為非作歹，應趕快剪光長毛頭收監。
李叔說：早年詹培忠入獄也褫奪他議員職務。法律的遵守應一
視同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一，反對派議員
反對，是持雙重標準，是不尊重法治，是假的衛道士！
總之，都要求執法部門快快收監梁國雄，剃光長毛頭，掃除害
人蟲，法律全無赦！

中共中央 4 月 10 日作出決
定，鑒於薄熙來涉嫌嚴重違紀
，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
《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
件檢查工作條例》，停止其擔
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
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查
。另據覆查，證據證明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谷開
來（薄妻）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
嫌疑。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犯罪，已經移
送司法機關。筆者以為，這起事件是建國以來從未
發生過的中共高官嚴重違紀、家屬及勤務人員涉嫌
故意殺人罪的極其嚴重事件。中共中央及時採取果
斷措施，嚴查高官，這種從嚴治黨維護大局的決策
受到全黨全民擁護。

堅定維護黨紀國法
據新華社報道，2 月 6 日王立軍私自進入美國
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事件發生後，對王立軍反映的
2011 年 11 月 15 日英國公民尼爾．伍德在重慶死亡
一案，公安機關高度重視，專門成立了覆查組。據
覆查，谷開來及其子同尼爾．伍德過去關係良好，
後因經濟利益產生矛盾並不斷激化，從而發生涉嫌
故意殺人案件。王立軍事件是一起在國內外造成惡
劣影響的嚴重政治事件，尼爾．伍德死亡案件是一
起涉及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嚴重

刑事案件，薄熙來的行為嚴重違反了黨的紀律，給
黨和國家的事業帶來了損失，對黨和國家的形象帶
來極大損害。對此，中共中央果斷決策，對相關事
件進行深入調查和嚴肅處理，及時公布情況，這是
對黨和人民事業的高度負責，是對社會主義法治的
堅定維護。
《人民日報》4 月 10 日發表評論員文章 「堅決
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指出， 「中共中央決定對
薄熙來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公安機關公布了對
尼爾．伍德死亡案依法覆查結果並將犯罪嫌疑人移
送司法機關。這充分體現了重事實、講法治的精神
，完全符合我們黨從嚴治黨的根本要求和依法治國
的執政理念，表明了我們黨保持自身純潔性的堅定
決心，彰顯了黨和政府堅決維護黨紀國法的鮮明態
度，彰顯了黨和政府堅定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
宗旨信念，深得黨心、深得民心，一定會得到全黨
和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

嚴查高官深得民心
據《北京日報》11 日報道， 「全市各區縣、
市直各機關單位黨員幹部昨天紛紛表示，堅決擁護
中央關於停止薄熙來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
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
查的決定，將堅守崗位，做好本職工作，珍惜大好
形勢，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石
景山區當晚迅速召開黨員領導幹部會議，傳達中央
精神和市委要求。區委常委中心組（擴大）會一致
認為，中央決定完全正確、非常及時，表明了中央
對此事件的堅決態度，有利於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
局。當晚，北京各高校緊急召開全校幹部大會傳達

中央精神。廣大師生一致認為，中央決定正確及時
，有利於維護黨和國家形象，有利於維護黨紀國法
權威。北京語言大學李躍萍老師表示， 「堅決擁護
中央決定，黨員幹部一定要增強憂患意識、大局意
識、責任意識，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堅定
地、自覺地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國石油大
學 「973」項目首席科學家盧春喜認為， 「中央及
時通報處理結果，有利於消除大家疑問，自覺抵制
不良雜音。」

從嚴治黨刻不容緩
中央對 「薄事件」態度空前堅決，表明了從嚴
治黨的空前決心。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不容踐踏。不
論涉及到誰、職位多高，只要觸犯黨紀國法，都要
嚴肅處理、決不姑息。法律面前沒有特殊公民，黨
內不允許有凌駕法律之上的特殊黨員，任何犯了法
的人都不能逍遙法外。對王立軍事件、尼爾．伍德
死亡案件和薄熙來嚴重違紀問題依法依紀予以徹底
查清，人民群眾從中看到了我們黨維護黨紀、依法
治國的堅強決心。
筆者以為，從王立軍事件到薄熙來嚴重違紀，
從薄妻、子深陷利益漩渦到涉嫌故意殺人，釀成新
中國建立以來從未有過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
違紀犯罪禍端，其性質之嚴重、影響之惡劣，皆屬
空前。長期以來，人民對國家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
就歡欣鼓舞，也對貪污腐敗、兩極分化、不當得利
等弊端深惡痛絕。 「薄事件」的出現，以更加極端
的形式警示我們，從嚴治黨已刻不容緩。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