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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時二十天的 「拉布戰」 剛結束，民主黨又接力 「人民力量」 再行 「拉布」 ，以此將新政府架構重組
逼向時間 「死角」 ，做法損人不利己，可惡之極。反對派多番藉 「拉布」 來挑戰基本法有關立法會權責的
憲制規定，不僅是知法 「犯」 法，更是破壞香港繁榮穩定、損害香港長遠利益之舉，應當受到嚴厲譴責。

李鵬飛再撰午夜凶鈴

顧問報告書中談及舊政府合署建築風格的篇
幅中，只有 「中座在建築方面最具特色……東座
也是一座優雅的建築物，標誌着從傳統藝術學院
（筆者按：大概指十九世紀至上世紀初的新古典
風格）至現代實用建築主義的建築風格。西座雖
為三座之中最大，但在建築上卻被認為平平無奇
」幾句；至於美學理念和藝術手法等，並無詳盡
解釋。

誠然，現代建築的藝術造型是以簡單的幾何
線條和圖案組合來取代昔日的繁鎖裝飾，強調建
築的實用性能也不假。舊政府合署的藝術造型相
信是沿於上世紀初在荷蘭崛起，以平面方格拼合
，造型簡單，強調比例、均稱、對比等協調的藝
術風格。

以民為本籌劃新用途
今天看來，現代主義也好，國際形式也罷，

更優秀的同風格建築作品比比皆是，只是應用材
料不同，手法有別；如毛石更換為大理石，或是
玻璃幕牆代替了磚石、三合土罷了。

從建築的角度去看，文物建築的藝術價值高
低，取決於它的藝術理念是否有創造性，工藝是
否精細，藝術手法對日後建築發展是否有重要的
影響等，相信舊政府合署在這方面難以獲得很高
的建築價值評價。

顧問報告建議政府 「應考慮把中區政府合署
的中座和東座納入古蹟辦的已評級歷史建築名單
內」。古物古蹟辦事處的專家評審小組成員來自
不同有關範疇的專家、學者，他們和任何政治組
織或持份者都沒有關係，不受政府干預，更不會
被社會輿論影響，在評議過程中各抒己見，也不
諱言指出研究報告中不足之處，獨立評分，但不
負評級之責。問題是在目前的制度下，評級只不

過是在行政上為處理建築保育工作提供一些標準而已，並沒
有任何法律約束力；若把合署和政府山拼合為一個完整的歷
史中心來保育，分別評級的意義實在不大了。

報告書認為， 「當局面對最大的難題是如何為其找到合
適的新用途，使其可匹配現時作為政府辦公室的嚴肅用途」
（意思是不應該作商業用途），並建議舊合署 「應開放該址
，回覆1997年以前讓公眾進入的情況」等。

其實，像政府山這樣一個重要的政治、歷史、宗教、文
化中心，從古希臘到古羅馬的政治文明啟蒙年代始，歷來都
是讓市民參與政治活動的地區，在羅馬歷史中心的廣場和會
堂便是讓市民可以在室內和室外舉辦抗議、示威、遊行的地
方，或是和政府商討政策的場所，並設有讓市民可以投訴政
府或自由發表意見的演講台。這個政治意識，在現今 「以民
為本」的政治文化理念仍然有重要意義，顧問的意見不是
「無矢放的」的。至於再使用方面，目前，政府有意把東座

和中座交予律政司署，問題不大；西座便須從更廣闊政治視
野去考慮了。

傳承歷史活化舊建築
從港英管治到特區政府，舊政府合署都擔當了重要的政

治和行政角色；從精英管治到三級會議制，從目前的選舉制
度到未來的全民普選，政治和行政文化都必須有相應的調整
。調整中，多讓市民參與政制改革和公共政策制訂是社會穩
定的最佳保證。

香港特區新一屆政府即將就任，候任特首梁振英在正式
履新前，已要求他的管治班子必須 「頻頻落區」聽取市民意
見。梁振英之所以這樣做，無疑就是希望讓市民參與政制改
革和公共政策制訂，以達到維護香港社會穩定的目的。但是
，如果能夠進一步把所有意見相同和不同的政治團體、關注
社會事務的組織等，都視為政策夥伴，把政府山西座的功能
轉變為類似羅馬共和國時期的 「會堂」一樣，為政府和社會
各方面提供一個在同一時間、同一屋簷下，一起工作、相互
交流、意見協調的環境，相信對提高政策制訂的質量和施政
效率，市民對政府的信任，都有莫大的裨益。如能這樣，舊
政府合署不但可以承傳它原來的歷史意義，更可轉化為一個
活的文物，它的歷史、政治、社會意義就更重大了。

作者為香港註冊建築師

民主黨拉布動議違基本法
□谷 風

一場耗時二十天的立法會 「拉布」戰已結束
，但市民沒有料到另一場 「拉布」戰將開啟。所
不同的是，上次主角是 「人民力量」，這次換成
了民主黨。但無論是誰，其無節制地提出修訂與
動議的 「拉布」舉動，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阻
撓新政府架構重組，為新管治班子設置障礙，意
圖 「亂中牟利」，在立法會選舉中騙取民粹選票
。但與上次 「拉布」不同的是，民主黨此次提出
的動議，不僅超出了立法會的權責範圍，更違反
了基本法相關規定，必須予以揭露，以正視聽。

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今日將就新政府
架構重組建議首次開會討論，民主黨已事先預告
會有舉動。據向傳媒派發文件顯示，該黨將有兩
批 「拉布」舉動，首批動議共有二十一項議員動
議，第二批數量相同，總數將近五十項。具體動
議包括：削減司長、副司長及局長三成薪酬，取
消副局長職位；以及規定行政長官處理利益衝突
時，必須符合 「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
討委員會報告」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
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項的建議。
動議由本身是委員會成員的張文光及黃成智分別
提出，而其他民主黨成員亦會列席會議並提問。

借「拉布」廢重組擴「審批權」
單從動議的表面字眼而論，其荒謬程度當然

不能和上次 「人民力量」的修訂相比，但其內容
重複又重複，許多更已在其他小組委員會上作出
多次討論，其 「拉布」、浪費時間的意圖已不言
而喻。然而，若仔細閱讀其某些動議內容，便會
發現，民主黨此番動議更具 「野心」，不僅要達
到 「拉布」的效果，廢除特首架構重組的努力，
更試圖超越基本法規定，擴充立法會權力，讓立
法會在日後主要官員任命這種憲制過程中，扮演

前所未有的 「審批」角色。
請看民主黨張文光提出的編號為第二的議員

動議： 「本小組委員會建議，日後行政長官或候
任行政長官在公布任何人士出任政治委任官員後
，至其接受任命前，立法會可要求該等人士出席立
法會或轄下委員會會議，而他們須遵從該等要求
，並須回答立法會議員在會議上提出的問題。」

動議語句隱晦，但一些敏感字眼藏在長句中
，當中顯現的 「在其接受任命之前」、 「必須遵
從要求」、 「必須回答問題」字眼，語氣之強烈
，要求之明確，實質就是要將立法會在高官任命
過程中，扮演 「不可或缺」的 「審批」角色。然
而，只要任何閱讀過基本法條文的人都可以察覺
，這已違反了基本法的相關要求。

立會無權「審批」高官任命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五項列明： 「（行

政長官）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下列主要
官員：各司司長、副司長，各局局長，廉政專員
，審計署署長，警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
海關關長；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免除上述官員職務
。」顯然，在高官任命這個憲制權力運行過程中
，除了中央政府與行政長官之外，並沒有任何其
他機構或人員的角色，立法會也不例外。而根據
基本法第七十五條規定的十項立法會職權中，根
本就沒有任何諸如民主黨動議中所要求的權力。

因此，民主黨動議的賦予立法會 「審批」高
官任命的權力，不要說超越人事編制委員會的討
論範圍，更是超越了基本法對立法會職權、對高
官任命過程的憲制規定。莫說立法會無權對此作
出討論，即便有權，也是修改基本法的重大憲政
事務，需要層層把關，又豈能如此兒戲？事實上
，特區政府在過去多個小組討論上，已經多次強
調，在高官任命一事上，並沒有其他機構的任何
角色。民主黨張文光等，從政二十多年，竟然會
提出如此無視基本法基本規定的動議，到底無知
還是無能還是欲刻意誤導公眾，或者兼而有之？

再看編號為第四的張文光動議： 「候任特首
建議擴大政治委任制度，增加層級，由三司十二
局擴大至五司十四局，但是，設立副司長職位令
政府架構更加臃腫，無助改善施政，浪費公帑，
本小組委員會建議政府當局削減政務司副司長、
財政司副司長職位。」

再「拉布」把重組逼向「死角」
該動議用詞雖然不同，但基本內容和上一項

動議無異。無非是換一種表述方式，將特區高官
任命的憲制權力運作過程，加入立法會的角色。
其欲 「削減政務司副司長」、 「財政司副司長」
的要求，就是限制行政長官就高官人選 「提名並
報請人央人民政府任命」的權力，違反基本法的
相關要求。試想，如果立法會有此憲制權力，那
麼一旦反對派認為 「政務司司長」、 「律政司司
長」架床疊屋應該削減，現實是否也應如此？推
而廣之，十二個政策局是否可以合併為十個、八
個，甚至一個？屆時中央政府與特首是否完全沒
有任何權力？其荒謬性已不言而喻。

再有一點，僅管反對派曾多次違反，但並不
代表他們正確，這就是，此類涉及政制架構、政
府運作的動議，已經違反了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的
規定， 「凡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
作者，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名」。過往
相似評論已有許多，公眾早已有共識，毋需再述。

上一次 「拉布」已令香港陷入半癱瘓狀態，
更不用說耗費多少公帑、令多少民生要務被迫拖
延。此番民主黨接力 「人民力量」，再行 「拉布
」，以此將新政府架構重組逼向時間 「死角」，
其做法損人不利己，可惡之極。尤其要注意的
是，包括民主黨在內的反對派，多番試圖藉
「拉布」來挑戰基本法有關立法會權責的憲制

規定，不僅是知法 「犯」法，更是破壞香港繁
榮穩定、損憲香港長遠利益之舉，應當受到嚴
厲譴責。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李鵬飛先生何者也？此君來頭不小，乃是港英
殖民地政府時期行政立法兩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雖
不至一人之下，七百萬人之上，但作為一高等華人
，則毫無異議。

「午夜凶鈴」 傳為笑柄
香港回歸以後，李首席未能承襲過去的榮華富

貴，早心生怨懟。他自恃廣通人脈，上有美國領事
館關照，中與反中亂港四人幫結盟，下有反對派信
徒供驅策，遂橫行無忌，靠販賣謠言招搖過市，自
詡為政壇的百事通。2004年5月，李鵬飛聲稱5月
18日晚上10點多他接到一個 「神秘」電話，對方
在電話中稱自己是一名 「前中央官員」，並在電話
裡問及他的妻女，稱讚他的 「太太賢淑，女兒漂亮
」。李鵬飛因此 「感到威脅」，一夜難眠，反覆思
量後在第二天宣布 「封咪」，同時請辭全國人大代
表。 「午夜凶鈴」故事一出，反對派乘機大造輿論
，聲稱 「中共扼殺言論自由」、 「香港言論自由在
危險中」。然而，致電者是誰， 「太太賢淑，女兒

漂亮」與中共和言論又有何關係，李鵬飛說不出個
所以然， 「午夜凶鈴」遂成為 「午夜笑話」。更可
笑者，李鵬飛作法不自斃，尚可厚着老臉皮想要回
人大代表的資格，同時咪照開，謠言照播，臉不紅
心不跳，縱然被人視為舊電池，雖無電力仍可爆殘
漿，不愧一代 「名嘴」本色。

最近，李鵬飛又夥同陳方安生，二人合演了一
齣最醜陋的二人轉。意圖抹黑中聯辦，以隔山打牛
的手法阻礙新政府架構重組方案通過。以下是李陳
二人轉的最新版本，供讀者一笑。

（李手拿咪高峰，陳舞着手帕，二人扭着轉着
出場，又歌又舞，賣力演出）

鵬飛：（唱）不覺又到六月天，特首選完要變
天，英哥變出文化局，本意英琦作首選，哎呀呀
，可惜半路殺出個中聯辦，硬要英哥換局長，老
妹子！

安生：哎！
鵬飛：妹子兩朝作高官，威風八面耀人前，當

年可有中聯辦，在妹跟前進讒言。
安生：鵬哥呀，（唱）老妹朝中當宰相，不堪

回首話當年，中聯辦干政沒經驗，左派時有傳風言
，哎呀呀……

鵬飛：（唱）老哥最近聞傳言，振英組班又有
變，中聯辦當太上皇，西環變成金鑾殿。

安生：振英本是天狼星，未得民間認受性，挾
着民意推重組，操之過急得人驚。

鵬飛：天上烏雲蓋滿天，空穴來風萬萬千，港
人治港成空話，大好良才放一邊。

安生：哥妹本是龍與鳳，被人視如舊電池，一
朝茉莉花開日，笑迎西風送香時。

合唱：哎呀呀，怕只怕，2047 尚未到，一國
兩制已歸天……

李鵬飛和陳方安生這齣二人轉雖然唱得挺溜的
，可惜漏洞和廢話太多，始終難登大雅之堂，反而
為有識者所笑。

一，李鵬飛說梁振英本意讓黃英琦當文化局長
，言出何人之口？有沒有得到梁振英或黃英琦本人
的證實呢？如果沒有，那很明顯就是謠言，李鵬飛
作為一個政治評論節目的主持人，怎能將沒經證實
的流言向公眾傳播呢？

二，中聯辦插手梁振英的組班，消息又來自何
方？李鵬飛和陳方安生已遠離管治核心，和普通平
民百姓沒什麼區別，他們又如何能得到如此機密的
信息呢？除非，他們和美國情報機構有特別關係，
另有消息來源，否則也只能是謠傳。

三，陳方安生曾當政務司長，已是政府的第二
把手，如果在那個時候，她也沒有聽聞過中聯辦插
手政府事務，她退休後反而會感到 「中聯辦越來越

公然及粗暴干預香港事務」，可說是自相矛盾的方
天夜譚。再說，梁振英仍未正式上任，一切工作仍
未開始，中聯辦又如何插手干政呢？

四，陳方安生又與李鵬飛一唱一和指責說，梁
振英提出重組政府架構，並希望能在七月一日前通
過新政府架構重組方案，是 「操之過急」。並聲稱
「佢（梁振英）最困難係缺乏認受性」，如挾着民

意強推新架構，忽視立法會的既定程序， 「硬碰硬
」只會適得其反。陳方安生似乎得了思覺失調，因
為，她既然聲稱 「梁振英缺乏認受性」，那梁振英
又如何能 「挾着民意強推新架構」呢？

散播 「文化局長謠言」
很明顯，陳方安生的 「聞說」，就是李鵬飛散

播的 「文化局長謠言」，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
是要妖魔化中聯辦，將 「一國兩制」污衊為 「西環
治港」，挑撥香港人和中央政府的關係，並配合反
對派給新政府來一個下馬威。果然，最近的立法會
會議上，多名反對派議員已借助李鵬飛的謠言趁機
攻擊中聯辦介入新政府組班。

不過，無論反對派及李鵬飛、陳方安生這對舊
電池如何落力表演，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香港回
歸十五年來，中央政府信守承諾，從沒有干預香港
事務，那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中聯辦從來沒有干預
特區政府施政，他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要保證愛
國者治港，防止有人借民主之名，行奪權之實，將
香港變成西方強國的新租界，這是原則性問題，也
是中聯辦的職責。大是大非當前，只有當仁不讓，
完全沒有折衷和退讓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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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法新社6月2日消息，美防
長帕內塔當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
對華會議上說 「到 2020 年，美國
海軍艦隊的大部分都將北轉移到
亞太地區，這將是美國重點關注
亞太的新戰略的一部分。」他否

認美國 「入亞」是威脅中國的說法，但美國防部網站
則坦率多了： 「在蘇聯解體後，美政府內部一些人士
就呼籲將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中國和印度是兩
個快速發展的經濟體，東南亞國家在美國的軍事存在
的盾牌下前行。」筆者以為，美 「入亞」核心目的只
有一個，就是遏制中國。 「一手搖橄欖枝，一手搖導
彈」是美國冷戰後的一貫謀略，只不過在 「中升美落
」的當代，要把這種 「假面舞會」玩得更愚蠢罷了。

南海瘋行美式探戈
風靡世界的探戈舞，歷來是男女二人轉。如今南

海的美式探戈，卻是一個男人躲在幕後，一群小女人
群妖亂舞，甚是別致。帕內塔在上述講話中，還談到
了有關 「台海、南海、網絡威脅」等話題。指出 「中
美已經就解決相關議題展開對話。」法新社報道認為
， 「帕內塔貌似向中國投去橄欖枝。」但近年在南海
出現的種種 「諸蛇吞象」的怪事，一方面暴露出美國
「入亞」引蛇出洞的禍首之相，也展現出中國 「忍讓

、持重、老實」的弊端。
外媒指出，香格里拉對話是美中較量的傳統舞台

。此次美國代表團陣容強大，除帕內塔外，還包括太
平洋司令洛克利爾、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參
議員麥凱恩和利伯曼等，意在為包括菲律賓在內的東
盟國家 「壯膽」， 「唆使它們圍攻中國，並加大南海
資源爭奪力度以攪渾南海局勢。」俄羅斯科學院國際
關係研究所阿爾巴托夫評論道： 「美國越來越關注同
中國的對抗……認為用軍事手段牽制中國，一定要做
到迫使中國不能動用武力保護自己與巨大經濟利益密
切相關的日益增長的野心和政治利益。美國戰略力量
越來越開始轉向牽制中國。今天它的大部分戰略核潛
艇不是位於大西洋，而是活動在太平洋，即劍指中國
。目的也只有一個：搞垮中國。

逼使中國空前強硬
日本華人學者劉剛近日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

說， 「在日本人眼裡，中國外交比較 『保守』……
『大象的溫和秉性是一種美德，但不能被人惡意利用

』。只強調 『固有領土』不夠，應敢於打破日本封鎖
，行使對釣魚島的管轄權， 『具備硬碰硬的勇氣』」
。俗話說「兔子急了也咬人」，何況中國還算是大象？

南海瘋行美式探戈，逼得中國態度空前強硬。列
舉五件事：一、軍方 「鷹派」更加強硬。防長梁光烈
近日在金邊會見菲防長加斯明時，嚴厲警告美、菲
「保持克制，不要再採取使事態擴大化的行動。」警

告美、菲切莫玩火。二、外交部再三提出嚴重抗議，
官媒《人民日報》發出 「忍無可忍，何須再忍」社評
，若美、菲執意攪局黃岩島， 「於無聲處放驚雷」並
非沒有可能。三、強硬的軍事姿態。近日南海艦隊某
轟炸機團組織大強度飛行訓練，遠程打航母、炸港口
，場面相當驚人，相信美、菲已經嗅到了死亡氣息。

四、欲改 「九龍治海」現狀。全國政協委員羅援少將
表示， 「可改變 『九龍治海』現狀，形成拳頭力量。
組建國家海岸警備隊，將使領海的執法維權鬥爭有更
大迴旋餘地和有為空間。」五、鷹派輿論抬頭。諸如
「菲律賓僅僅是個彈丸之地，殺一才能儆百。」 「把

菲律賓打殘，越南才會收斂。」 「中國太老實，就是
腦子失去靈活。」

中美開戰未必雙輸
香港 「鼎盛軍事網」6月2日作出兩種預測：其

一，最大贏家是越南─非法侵佔南海 29 個島礁，
掠奪南海資源富國強兵，叫板中國稱霸南亞；第二贏
家是菲律賓─情況大致如上，經濟利益十分可觀；
第三贏家俄羅斯─戰端一開，美國不可能售武越南
，俄羅斯坐等滾滾紅利；第四贏家印度─緊隨俄羅
斯之後對越售武，還能利用中美爭鬥及多國鼓噪困擾
中國，報 1962 年被中國打得鼻青臉腫的一箭之仇。
其二，中美並列最大輸家。中國─領土被佔資源被
奪，攻心上火，還得和大個子打架；美國─只圖得
老大虛名，經濟上一無所獲，結下中國仇家，關島之
類的美軍基地將不復存在，還須日夜提防仇家上門，
經濟上亦可能被中國全力做空。結論三個：既是並列
第一輸家，中美之戰不易形成，除非美國佬瘋了；中
國將整合軍力，收拾越南，收回 29 島礁，以絕南海
後患；若中美開戰，美軍必將亡於解放軍鐵騎之下。

筆者以為，上世紀 50 年代中國弱到 「小米加步
槍」，還與武裝到牙齒的美國佬打了個平手。今日中
美開戰，雖必定不能雙贏，但也未必雙輸。美 「入亞
」的假面舞會，必定是比冷戰時期更愚蠢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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