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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文參選立法會一事，其實戳破了公民黨戴了已久的 「假面具」 ：所謂的 「為公為民」 ，不過
是 「為黨私利」 的化稱。對於公民黨而言，沒有所謂的原則，只有永遠的利益。無論最終司馬文是否
參選，以及以何種形式參選，最終也都是圍繞政黨自私的 「利益」 二字在作文章。但對於期待香港值
得擁有更好的政治人物的市民而言，如此政黨，還值得期待嗎？

梁班子勤耕耘必得民心 □梁立人

「百日內更換行政長官」近日在坊間流傳，這
謠言明顯是險惡的陰謀，其用心不外以下幾個：

一是打擊新一屆政府的威信，市民、公務員等
可能半信半疑，認為這些政策可能很快便因行政長
官的更換而喪失效力，不會認真看待政府的政策，
這將加大行政長官及其團隊施政的難度；二是更換
的消息可能令有意爭取行政長官之位的人蠢蠢欲動
，罔顧香港社會的利益，聯絡各方以拖垮行政長官
及其團隊，以為其政治前途鋪路；三是該消息會成
為反對派的議題，以鼓勵少數反對者採取更激烈、
更持久的行動，造成大大小小的遊行、示威等，為
九月份的立法會選舉造勢等。

事實上，熟悉國家政治的人士都會明白，百日
內更換行政長官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謠傳。國家重
視香港的和諧穩定，中途更換行政長官無助解決各
種問題，徒添更多不穩定因素。國家主席胡錦濤於7
月1日訪港時，明確表示支持新一屆政府依法施政。
有傳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南下闢謠，若然屬實
，正好顯示中央政府對維持香港和諧穩定的決心。

至於各政團能否在立法會選舉期間批評政府，
有其自由。只是各政團必須了解民心轉向。表面上
，社會上反對新一屆政府的聲音頗大，尤其行政長
官及其團隊落區時被不少示威者包圍，部分答問會
出現不少混亂場面。有政團盤算現在成為攻擊政府
的一分子，可能有助其選情。

但是，新一屆政府上任不足一個月，市民大多
抱觀望態度，希望政府有空間和時間發揮，厭惡肆
意攻擊破壞。這批反對派的偏激行為已激起主流民
意的反感。尤其較早前立法會 「拉布」、 「流會」
等加深了主流民意對這批事事針對政府，拖垮政府
的人士的不滿，為行政長官加分不少。根據民調顯
示，行政長官的評分由6月底的51.3分，升至7月初
的 54.0 分。其中原因除了行政長官不斷落區，爭取
民意外，還包括市民對惡意攻擊政府的不滿。

若然有關氣氛延續至立法會選舉，政團對政府的取態將影響
選情。屆時，形象鮮明的偏激政團候選人自然可贏取激進選票而
當選，但形象模糊、趁選舉時才加入抨擊政府行列的政團，肯
定吸引不了激進選票，反而可能喪失中間選票，淪為 「兩面不是
人」。

司馬文戳破皇帝新衣謊言
□王健志

李登輝再充當賣島賊 □蘇虹 何溢誠

公民黨執委會昨連夜開會，商討是否同意
司馬文在 「港島區」參選，但至昨日10時為止
，仍未有十分明確的結果。立法會選舉報名期
已過一個多星期，公民黨還在黨員是否參選、
應在何區參選、應以何種身份參選進行討論，
市民不禁好奇要問，當中有何種利益才需如此
激烈 「討論」並懸而未決？這種現象又說明了
什麼？司馬文參選立法會一事，其實戳破了公
民黨戴了已久的 「假面具」：所謂的 「為公為
民」，不過是 「為黨私利」的化稱；所謂的
「堅守公義」，則是骯髒的政治交易的代名詞

。對於公民黨而言，沒有所謂的原則，只有永
遠的利益。

參選 「超級」 立場大轉變
從去年12月開始，對於是否派人角逐立法

會 「超級區議會」議席，公民黨經過各層面的
研究、商討、再研究再商討，七個月後仍然沒
有結果。當中正正說明了公民黨在此事上的搖
擺不定、虛偽無向的作風。

市民還記得，早在2010年公民黨發動 「五
區總辭、變相公投」時，其目的就在於要反對
政府所提出的 「政改方案」。當時公民黨還在
信誓旦旦稱，絕不會參與自己曾反對的立法會
新設席位。言猶過耳，不過一年矣，公民黨立
場就大變。

去年底，當司馬文在區選上獲勝後，公民
黨一眾 「大狀」們便不斷為司馬文參加 「超級
議席」造勢，並不只一次舉行傳媒茶敘，稱公
民黨考慮參選，並為司馬文無法加入中國籍而
攻擊特區政府的入境政策。當時一位立法會議
員還在抱怨 「政府搞到公民黨無辦法選 『超級
議席』」；到了今年4月，公民黨似乎形成共

識，一定要參選 「超級」，但人選因國籍問題
而換成陳婉琛；但一個多月後，而到了6月的
反對派選舉協調會上，公民黨又一次改變立場
，陳婉琛放棄參選，公民黨改為支持民主黨何
俊仁及涂謹申，以換取民主黨在新界西讓路。
然而，令公眾大跌眼鏡的是，此時司馬文突然
殺出，以獲得中國國籍為由，決定參選 「超級
」。並威脅稱，不讓參選就 「退黨」。

轉變立場純為利益交換
由原來 「堅守立場」誓不選 「超級」，到

後來放風 「積極備選」，再到司馬文與陳婉琛
交替上陣，最後又來一招 「退黨」參選。整個
過程中，公民黨立場為何？公眾已是一目了然
，一次又一次地改變立場，實際上是一次又一
次的利益交換，至今仍沒有結果，只是利益分
贓不均的反映。

司馬文在整件事中，扮演的有如一個 「皇
帝新衣」中的無知小男孩角色。公民黨等同
「死要面子」的虛偽 「皇帝」。當黨內人人都

說 「公民黨不選 『超級議席』好，可以與民主
黨交換利益」時，司馬文突然指出 「不選是笨
蛋，對黨沒有利益」。對於公民黨的 「掌權」
者而言，這種舉動等同是戳破了整個政黨的虛
偽面具，讓全黨上下極其難堪。

這場 「皇帝新衣」的 「大戲」，在過去兩
周上演得讓人 「目不暇接」。據媒體報道，上
周二，也即立會提名期開始後的第二天，司馬
文突然向公民黨提出退黨申請，希望以獨立身
份參選立會 「超級議席」。公民黨緊張異常，
掌權者極力挽留，並開出讓司馬文在地區直選
排名的 「價目」。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當時稱，
正努力為司馬文接觸民選區議員，並將與有八
名區議員的新民主同盟開會，如得到他們的支
持，司馬文便會得到足夠提名，參選 「超級議
席」。而據消息人士稱，這麼做有一個前提，
為免傷了與其他反對派的協調關係，司馬文不

可以公民黨身份參選。

破壞反對派選舉協調
公民黨如此舉動，無異於破壞了早前與反

對派的選舉協調原則。參選 「超級議席」的民
主黨涂謹申對此向記者怒言，如司馬文循此界
別出選，會對他的選情有一定影響。同樣會出
選該界別的民協馮檢基同樣不悅，稱在司馬文
未決定是否參選時，不願評論會否造成影響。
但他強調，2 月起已提出反對派應在此界別合
作，只出三隊，現在又有一隊對是否出選搖擺
不定，令他覺得反對派 「唔生性」。

正當公民黨為司馬文張羅 「超級議席」提
名之際，司馬文團隊原來也私下在尋求出選港
島區直選的提名。本月20日已報名、與黨主席
陳家洛合組名單出選港島區直選的陳淑莊，對
此事表示 「震驚」。她承認司馬文的舉動，對
她本已相當嚴峻的選情有一定影響，甚至雪上
加霜，但不能阻止任何人參選。對於公眾而言
，公民黨這幾天的勾心鬥角，其精彩程度絲毫
不亞於安徒生的童話式的表演。

作為一名荷蘭人，司馬文長年在香港生活
，參選立法會應該給予肯定，他畢竟是在實踐
公民的參選權利。但或許他的 「無知」、 「執
著」，根本無法深入了解華人政治中的複雜。
在參選立法會一事上，無意間戳破了公民黨的
虛偽面具，以及黨內高層 「密室政治」的本來
面目。

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還有五天便結束，可以
想見，接下來的這幾天必定是公民黨與其他反
對派政黨 「討價還價」的緊要關頭。而無論最
終司馬文是否參選，以及以何種形式參選，
最終也都是圍繞政黨自私的 「利益」二字在作
文章。但對於期待香港需要擁有更好的政治
人物的市民而言，如此政黨，還能值得期待
嗎？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梁班子剛上場，便招
來一陣狂風驟雨，繼梁宅
僭建風波被上綱上線後，
逼迫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
光辭職以瓦解梁班子的風

波剛平息；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又惹上官非，更有人
趁機發起 「倒梁」攻勢，製造謠言說中央要在短期
內更換特首。

走訪十八區 支持度速升
梁班子面臨前所未見的壓力，可謂烏雲壓城城

欲摧，似乎天要塌下來了。然而，明眼人對此只會
付諸一笑，因為，這只是反對派自導自演的鬧劇。
事實上，那些小題大作的風波及無中生有的謠言對
梁班子的實力毫無損害，相反，反對派一開始便毫
無保留的發動狂攻，凸顯出他們的心虛及淺薄，如
果一屆政府能如此輕易的被推倒，那香港豈不是被

反對派玩弄於股掌之中？所謂風水佬呃你十年八年
，但狼來了的故事過不了十天半個月就會被揭穿，
到時反對派的誠信便會破產。

其實，要證實梁班子的民望穩如泰山根本無須
刨根問底，只要看看對擾亂梁班子落區訪問表現憤
怒不平的街坊及滿街老人家充滿希望的笑臉便足矣
。事實上，梁班子頂住反對派的衝擊，利用三個周
末的時間走遍全港十八區，與民眾近距離接觸；再
加上及時推出多項惠民措施，實現其競選時的部分
許諾，回應了市民的訴求。對於這些實幹行為，廣
大市民是看得見的。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發表
的最新調查顯示，特首梁振英的支持度評分為五十
四分，較前上升二點七分；五名由上屆政府過渡到
新一屆政府的問責司局長的支持度也上升；其中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支持度評分高達六十四點三分
，支持率為百分之五十三，被評為 「表現成功」。
新丁局長中，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以百分之六
十五支持率被評為 「表現理想」。這份民意調查足
以說明一切，反對派製造滿城風雨，但香港的平民
百姓卻為梁班子送茶打傘，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
他們反梁越賣力，只能說明對梁班子的走勢感到害
怕，因為反對派也知道，他們可以向梁班子潑污水

，卻不能改變事實，新政府的努力和立竿見影的成
果，回給他們致命的一擊，最後這盆污水只會倒扣
在他們自己頭上。

可以說，正是由於梁振英最能代表大多數香港
人的利益，最能理解 「一國兩制」的精神，所以也
為反對派所痛恨，他們不惜羅織罪名，欲將梁置於
死地而後快。不過，今日的中央政府目光如炬，對
反對派的陰謀瞭如指掌，絕不會上當。他不但有中
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更廣受基層市民的擁戴，換
人只是反對派一廂情願的幻想，他們越是反對，梁
振英企得越穩。因為，經過十五年的經驗教訓，香
港市民已看透了反對派的真面目，他們願意支持一
個敢於撥亂反正的強勢政府，帶領香港走出今日的
亂局。

選民明真相 唾棄反對派
香港是民主社會，要搞好香港，不僅要靠政府

的好政策和實幹精神，也要靠政府與議會的良好關
係，尤其是落實行政主導的原則。但議員們是否應
該反思：他們在過去四年中是否真正履行了作為議
員的責任？毋須諱言，從多次的調查中指出，香港

人對立法會的印象是相當負面的。因為，有些所謂
民意代表，並沒有履行他們競選時的承諾，將市民
的福祉放在第一位，他們無視民生大計，整天吵吵
鬧鬧，將莊嚴的立法會當作表演政治秀的舞台。香
港近年來發展停滯不前，原因正是被這些不務正業
的民意代表扼住了行政立法的咽喉，作為他們爭取
政治利益的，敲詐勒索政府的手段。在這方面，香
港市民責無旁貸，應該用選票警告這些政治流氓，
香港需要理性的政治生態，需要能夠保持香港競爭
力和提升市民福祉的政府和立法會。

可惜，儘管有心人苦口婆心，也無法改變香港
當前的政治生態，因為，只要還會有人欣賞政治流
氓的嘩眾取寵的表演，他們就能取得進入立法會的
門票，其他政黨為了眼前利益，也隨波遂流，將反
政府行為作為贏取選票的籌碼。令人遺憾的是，政
府空有行政主導的優勢，卻由於立法會沒有足夠的
支持以致不能發揮行政主導的作用。這種情況不改
變，特區政府就只能永遠擔當跛腳鴨的角色。所以
，特區政府必須建立屬於自己的言論平台及爭取主
流傳媒的支持，推行愛國教育，消弭反對派的抹
黑，讓市民明白真相，才有希望改變當前的政治
生態。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只要特區政府能知
人善用，肯投資在這艱難及長遠的工作上，未來還
是有希望的。畢竟，強國崛起，中華民族的復興乃
大勢所趨，意圖將香港和祖國切割的洋奴擋道，不
過是螳臂擋車而已！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圍繞釣魚島的歸屬問題，日本小動作不斷，
台灣內部一些素以 「台獨」自居者則遙相呼應。
曾被綠營視為 「台獨」教父的李登輝，繼前不久
喊出 「釣魚島是釣魚的地方」荒誕言論後，日前
又向台灣大學生宣講所謂 「釣魚島屬日」，大有
不把釣魚島送給日本誓不罷休之勢。

「日有所欲 長在李心」
李登輝 13 日出席台灣 「群策會」舉辦的

「2012 暑期青獅營」活動時，再次向台灣大學生
宣導所謂 「釣魚島屬日」，並稱，台灣和釣魚島
的關係， 「是在日本時代開始，就是漁場問題」
，台灣應和日本討論，是否可以讓台灣漁民也可
以去抓魚， 「但要說我們的領土，莫名其妙。」
並批 「台灣很幼稚，做事情處理很不當。」而此
前6月5日晚間在台灣 「中央大學」演講時，面對
大陸學生的質詢，聲稱 「釣魚島是釣魚的地方，
是漁場，沒有領土問題，若說不是日本的，那你
的證據在哪裡？」

其實，最近十多年來，每逢中日圍繞釣魚島
歸屬有論爭時，李登輝總會 「及時」出來為日幫
腔。2008 年，李登輝赴日演講，途經琉球時公開
表示， 「釣魚島以前就是日本的」，讓在場的
「駐日副代表」尷尬不已。更早在 2002 年，李登

輝就鼓吹：中國大陸和台灣雖然都宣稱擁有釣魚

台（島）列島主權，這只是因為當地蘊藏有豐富
的石油，但中國在那些島上並沒有軍隊駐留，釣
魚台（島）顯然是日本領土。李並聲言，台灣漁
民也常介入釣魚台（島）紛爭，那是因為受香港
人煽動所致。

台皮日骨的 「老翻顛」
作為一個叫喊着要分裂中國的台灣政客，李

登輝早已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主政台灣 12 年，李
登輝終於由隱性 「獨台」走向與 「台獨」公開合
流，1996 年公然宣稱海峽兩岸是 「特殊國與國的
關係」，致令台海緊張關係空前，差點瀕臨戰爭
危機。

一位北京觀察家指出： 「李登輝曾到美國留
學，總聲稱台灣體現了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但
實際上，那不過是因為現在只有美國才能做他的
保護傘，是對美國實力的一種理智認同與利用罷
了，他內心深處的情感歸宿是日本，而不是美國
。」

事實上，李登輝一直有令世人不解的日本情
結。李登輝本人曾說： 「我到二十二歲為止都是
個日本人，是接受日本的教育長大的，以前的名
字叫做 『岩里正男』。」 「至今我仍然愛讀日語
書，和夫人曾文惠平日裡都用日語會話。」

台灣的《商業周刊》曾經質疑李登輝的身世
，並最早公開指名道姓說出李登輝具有日本的血
統。但筆者無意探究李登輝的身世與血統，因為
筆者既非遺傳學家，更非研究諸如獅虎獸之類的
生物學家。但憑現有資料有一點很清楚：過去，

李登輝是共產黨的叛徒，後來，他又出賣了國民
黨；而現在，李登輝則是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
華民族的叛徒，他 「口頭」上出賣了全中國人民
、包括台灣人民與大陸人民，民族認同與國族認
同都產生混淆的李登輝，當然會有認知不和諧
的徵狀，無怪乎，連陳水扁都曾批評他 「老翻顛
」！

行將就木其言也怪
李登輝在台灣政壇也算是傳奇人物，投身共

產黨，潛伏國民黨，暗助民進黨，創設台聯黨。
還因為他從國民黨分裂出了新黨與親民黨，對於
台灣政黨政治的發展，李登輝可謂 「居功厥偉」
。然而，黨性的分裂也造成他國格的分裂，李登
輝始終搞不清楚他自己是哪裡人，該說什麼話，
此番釣魚台本屬日本所有的言論，雙手奉送，比
賣台還不如，連對價關係都沒有。殊不知，日本
看的不是魚源而是油源，說要跟日本談釣魚島海
域的魚權根本是捨本逐末，在日本實際掌握釣魚
島海域進行海底鑽井採油後，還會有魚群洄游出
沒嗎？

李登輝折騰了一輩子，在其已逐漸被世人淡
忘、即將落歸歷史塵埃之際，重彈令人刺耳的老
調，不過是其凋零前的回光返照。或許，對這樣
一個行將就木之人，就當他逞口舌之快，語無倫
次，反正兩岸四地的中國人，沒有人會附和呼應
他，大家大可一笑置之，無須在意。

（蘇虹，博士；何溢誠，復旦大學新聞學院
台籍博士生，國民黨中央委員）

特區政府身先士卒推行男士侍產假，並且考慮立法，要求私人
機構同樣給與男僱員侍產假，現正展開諮詢。香港人口日漸老化，
出生率又偏低，政府鼓勵生育是理所當然的，問題是用什麼方法。

對於男士侍產假，商界代表認為不應硬性立法，決定權應交給
僱主，這是一個相對開明的做法，但效果成疑。私人機構與政府機
構不同，政府具有服務市民的神聖職責，可以不計成本提供服務，
惟私人機構卻不得不自負盈虧，亦不得不斤斤計較，始終是一盤生
意，賺錢的公司推行侍產假只不過是賺少些，但蝕錢的公司推行侍
產假卻會令它們蝕得更多。時值最低工資立法一年多，外界亦有聲
音要求將最低工時立法，若果政府一刀切要求私人公司推行侍產假
，必然令處於弱勢的公司百上加斤，加快汰弱留強速度。

當然，讓私人公司自行決定侍產假，並不代表弱勢公司的威脅
立刻解除，因為僱員可以因應公司所提出的條件自行選擇，正所謂
「工揀人，人揀工」，能夠提供侍產假的公司亦必然吸引能力較高

的員工投效，至於未能提供侍產假的機構，亦將會自動被定性為實
力較次的公司，較難吸引人才，最終結果亦將會難逃 「強者愈強，
弱者愈弱」的命運，惟總比 「一刀切」立法好，就算讓弱勢公司自
然流失，亦總比被政府逼走好。

至於有建議政府退稅，表面上可以清除私人機構被強制提供侍
產假的障礙，但實際不可行。對於退稅，需要交稅的公司固然可以
獲得寬免交少一些，但對於那些正在蝕錢根本沒能力交稅的公司，
退稅對他們卻全無幫助，與其是這樣，不如擱置退稅，保留現有稅
制不變，政府 「實報實銷」直接補貼公司好了。相對來說，政府
「實報實銷」直接補貼私人公司，還比私人機構自行決定侍產假好

，因為強勢公司和弱勢公司同樣受惠，亦沒有任何汰弱留強效應存
在。

侍產假不宜一刀切
□希 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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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兩岸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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