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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大電視台舉辦的候選人辯論會，無疑是了解各候選人和其理念的最佳機會。但看後卻不得不
說，看到的並不是四濺的思辯火花，而是橫飛的謾罵口沫。試想，當這種劣質的選舉論壇充斥，成為
日後每次選舉的慣例，選民焉能不產生逆反心態？市民應當向這種粗鄙、低劣的候選人說 「不」 ，並
用選票支持那些理性、務實、講道理、真心為香港的候選人。

為香港未來投下理性一票

在高級程度會考及文憑試重疊的 「雙軌年」， 「三
三四」新學制無疑成為放榜後最熱門話題。我與不少香
港城市大學商學院的同事都發現令考生分外擔心的並非
是自己成績不理想，而是他們對大學的入學要求充滿疑
惑。

很多文憑試考生認為擁有一張驕人的成績單是自己
升讀大學的唯一籌碼。即使他們可能知道學院重視全人
發展，但從他們的角度，整個收生過程都仍取決於分數
。其實很多考生不太清楚在四年大學學制中，學院的入
學要求比以前變得更全面，所着重的不只有分數，更包
含考生的全人發展。

以城大商學院為例，全人發展是我們篩選報讀工商
管理學士學位考生的其中一個標準。透過入學面試，考
生的學習態度及自發性都能得到全面性的評核。在七月
初，為求使每位考生都能向我們表現成績以外的一面，
城大商學院成功透過大型面試，在短短八天約見逾萬考
生。我們發現學院能夠有效地透過面試挑選有潛質的考
生，令他們在經過四年大學的洗禮後，成為將來最優秀
的從業員。

從收集考生對大學面試安排的意見中，我們發現考
生認為面試能減低他們的壓力。另亦有多名學生表示，
進行針對時事的小組討論比試卷更能實際地運用到他們
的分析技巧及啟發他們多角度思考。而在面試前安排有
關學院資訊的講座，除讓考生率先與未來的教授見面外
，更有機會詢問我們課程的細節，以便他們在聯合招生
過程中選取適合自己的課程。

同時，入學面試不僅是一條讓學院觀察考生的渠道
，更是一個讓考生從平平無奇的考生編號中突出自己個
人特質的機會。許多考生都認同，一個令他們多角度思
考的面試能使他們在過程中展示才能與獨特個性，然而
，這些特質都不能從考試成績中反映出來。這種以 「人
」為本的評核無疑能有效地遴選優秀學生，更能成為考
試成績的輔助工具。

書本上的知識雖然是在這個充滿競爭的社會中求存的基本要素
，但隨着時代不斷推進，在現今商業化世界裡，擁有廣泛且多樣化的
應用技能也是不可或缺的。僱主會在聘請僱員時考慮其學業成績及
個性；而我們也一樣。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副院長，教授

吵鬧的辯論會劣質的反對派
□李繼亭

日本出動自衛隊向誰示威？

再過一星期，立會選舉將投票，各候選人
都抓緊機會以作最後衝刺。其中由各大電視台
舉辦的候選人辯論會，無疑是其中最佳機會。
但看了幾大電視台所舉辦的辯論，不得不說，
市民在辯論中所看到的，並不是四濺的思辯火
花，而是橫飛的謾罵口沫。選民不僅無法從中
了解候選人的真正水平與能力，更往往因為辯
論的低質而對選舉產生厭惡情緒。尤其要指出
的是，某些反對派候選人，以極其粗鄙的語言
攻擊對手，甚至發動支持者 「圍攻」、辱罵建
制派候選人。試問，此等劣質的所謂 「民主派
」當選，今後的立法會還能奢望成理性論政之
地嗎？

劣質民主令人憂
民主社會，凡有選舉必然會有辯論，其本

質是不同人基於本身對於某一事物的認知的不
同立場而展開爭論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不僅
僅只有兩方，可能是多方觀點一起來參與爭論
。從理論的高度來說，辯論應是一個批駁謬誤
，不斷加深各方對於事物的認知而逐漸統一觀
點的過程。

當然，每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的特徵，民主
選舉模式也不盡相同，但對理性論政的追求，
應當是每一個選民的內心期待。香港自回歸以
來，已進行了四次立法會選舉，而經地區直選
的議席大幅增加，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但不
能否定的是，立法會選舉的民主成分固然增加
，但整體立法會的議事風格，卻一步步朝極端
、民粹之路發展。以往平和、理性、思辯的議
會，成了擲蕉、擲杯、言語暴力的表演場。許

多關心香港前途的有識之士，無不為此種劣質
民主化的趨勢而感到憂慮。

而從此次選舉辯論的狀況，令人無法不擔
憂，下一屆立法會更有可能較以往更粗暴。以
本周一開始的有線電視主辦的候選人辯論會為
例，從香港島到九龍東，每一場辯論，觀眾看
到的不是理性、平和的辯論，而是惡形惡相市
井無賴式的吵鬧。某些自詡為 「為公為民」的
「大狀」候選人，辯論期間不僅沒有理性態度

，更多時候像是潑婦罵街。例如九龍西的某
「大狀黨」候選人，一開始就一套 「赤化香港

」的理論，無限上綱上線指責競爭對手。辯論
期間 「禍港」、 「洗腦」，甚至是 「閉嘴」、
「去死」等用語，更是一一上場。更有甚者，

一批 「人民力量」支持者，在候選人的鼓動下
，不斷以粗鄙言語攻擊民建聯、工聯會的候選
人。現場吵鬧的情況，電視機前的觀眾已無法
聽到候選人到底在說什麼，更遑論了解其政見
、思考其見解。

辯論會成罵人場
不僅是惡形惡相，連各自陳述政綱環節也

是 「空洞」對 「空洞」。例如，反對派某位九
龍區候選人，被揭穿連基本的社會常識都不懂
，而對於民生問題更是 「一問三不知」。最
「經典」莫過於，該候選人提出要重建瑪麗醫

院和廣華醫院，但有關重建計劃早在今年的財
政預算案落實。成為現場笑話。

不僅 「無知」，很多時候更是 「護短」，
只照別人不照自己。例如， 「大狀黨」九龍西
候選人毛孟靜，不敢正面回應質疑。當被問到
，任職副教授的公民黨香港島候選人報稱是教
授，對手質問毛孟靜 「教授=副教授？」毛孟
靜稱這是慣常做法，在中文大學做兼職講師的
她更厚顏無恥地指： 「中文大學都有人叫我做

『毛教授』，我其實唔係教授。」但當對手再
追問毛孟靜照他們的邏輯，副學士是否等於學
士？毛孟靜再次重複此前的講法，避而不答。
如此素質的候選人，市民還期望他們當選進入
立法會能為市民謀取何種福祉？

當然，每有選舉必有辯論，而辯論不可避
免會有面紅耳赤，甚至是爭吵的時候。但呈現
在香港市民面前的這幾場所謂候選人辯論，已
被反對派候選人騎劫而成為肆意罵人的場所。

向低劣候選人說 「不」
《孟子》有謂： 「辯，爭彼也，辯勝，當

也。」意思說的很明顯，辯論就是互相的爭論
、討論，而最後勝利的，會是觀點正確的。
《墨子》也說 「俱無勝者不辯也，辯也者，或
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意指，如
果沒有對錯（是非）的分別就沒有辯論，之所
以有辯論出現，就是因為對於事物的認知存在
不同的看法，這些有不同看法的人進行辯論，
最後由持有正確觀點的一方勝出。

顯而易見，電視台提供給各區候選人的辯
論平台，其根本目的是要為全港市民提供了解
候選人、認識從政理念的機會，而不是為候選
人提供粗言惡語滿天飛的互相指罵場所。反對
派的候選人可能會以為，通過這種 「靠惡」、
「靠大聲」、 「靠兇」的態度，最終可以贏得

選民的支持，保送他們進入立法會。需要指出
的是，這不僅是極其短視的自私自利做法，更
對香港未來的的民主發展會產生惡劣影響。試
想，當這種劣質的選舉論壇充斥，成為日後每
次選舉的慣例，選民焉能不產生逆反心態？市
民應當向這種粗鄙、低劣的候選人說 「不」，
並用選票支持那些理性、務實、講道理、真心
為香港的候選人。否則，一個 「鬥獸場」式的
立法會將不可避免出現。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前不久，BBC 有一篇新聞報道以 「香港的夏
天特別熱」來比喻第五屆立法會的選情。確實，在
爭取選票的驅動下，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等幾
乎所有的議題都被 「工具化」，打上了選舉的烙印
。因此，在熱鬧非凡的選舉的鑼鼓聲中，選民，尤
其是對選舉產生決定性作用的中間選民，更應該保
持冷靜、清醒的頭腦，撥去籠罩在議題之上的 「選
舉迷霧」，區別哪些反映政治派別的利益，哪些是
真正代表香港的整體利益，理性地為香港未來投下
一票。

此次立法會選情空前激烈，超過以往幾屆，其
特點如下。

市民選舉意識提高，選戰氣氛熱烈。本次立法
會選舉議席由 60 席增加至 70 席，而且 5 個超級區
議會議員由全港選民選出，大大激發了各政治團體
、各界別人士參選的意願，同時也大大提升了選民
的投票熱情。

登記選民增加，爭奪白熱化。今年正式登記地
方選區選民為346萬餘人，比上屆立法會增近10萬
，說明香港社會的公民意識在提高和回歸以來民主
政治的穩步發展，同時也意味着本屆立法會選舉候

選人爭奪選民，尤其是爭奪新登記選民的鬥爭更加
激烈。

本屆立法會承擔着重大使命，政黨全力以赴。
本屆立法會承擔着通過2016年立法會和2017年行
政長官選舉辦法的任務，本屆立法會的選舉結果對
未來政治生態分布、政黨力量版圖，具有重大影響
，各政治力量定會全力以赴。

兩營分化異象頻生
各政治力量分化組合呈現新特點。建制派因特

首選舉導致的矛盾公開化，出現了自行其事的問題
；反對派內部分裂嚴重，有政黨為自身利益而不再
理會反對派整體利益。兩大陣營出現的這些特點，
使得這次選舉更加令人雲裡霧裡，眼花繚亂，異象
頻生。

外圍掩護力量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對選
情造成重大影響。這些力量往往先是確立一個和選
舉看似無關的 「議題」，然後再將此議題極端化、
擴大化，影響輿論，左右選情，為幕後的支持者造
勢。

外國輿論及政客關注的影響。美國之音的一篇
文章說， 「有分析說，本屆的立法會選舉將是香港
民主的最後防線」，報道還說， 「香港公民黨的余

若薇對港媒說，因為今年的立法會要處理 2017 和
2020 年雙普選，如果反對派沒有足夠的力量，雙
普選就可能變成假普選。」其以香港民主發展、普
選恫嚇和裹挾香港選民，為反對派搖旗吶喊的意圖
昭然若揭。

如前所述，本屆立法會之所以爭奪激烈，同它
承擔着處理2016年立法會選舉和2017年行政長官
選舉的重大政治任務不無關係。但其實，本屆立法
會對香港的意義遠不止於此。

正確看待本屆立法會，首要一點就是不能把它
和保證 「雙普選」 畫等號。處理將來立法會和行政
長官的選舉辦法固然重要，但若是把對本屆立法會
的焦點集中在這一點上，既不全面、客觀，又容易
落入反對派設下的圈套內──愈是將本屆立法會和
「雙普選」緊緊捆綁，愈是不利於選出一個真正有

利於香港的立法會。這一點必須注意到。
其次一點就是本屆立法會要有利於香港的行政

立法關係的改善，有利於確立香港這個資本主義制
度的最大特點——行政主導。選民對香港回歸以來
政府施政效能多有微詞，而特區政府施政不夠順暢
亦是實情。造成這種情況，立法行政關係不順是很
大原因。這已經開始影響到香港資本主義的效率、
發展，選民對此不可不慎。

另外，有觀點認為，應當為反對派在立法會保

留足夠的議席，以便形成 「制衡」態勢，一部分選
民也抱有這種看法。其實，近年來 「拉布」等事件
，已清楚地告訴選民，這股反對力量不僅嚴重扭曲
了香港制度設計的本意，導致行政立法相互消耗，
而且最終將使香港成為效率低下、消耗增加，行動
緩慢、爭議高漲，經濟矮化、泛政治化──這麼一
個優勢不彰的地方。香港的政治生態，想必廣大市
民看得很清楚，對立法會選舉發揮關鍵作用的，既
不是建制派的堅定支持者，也不是反對派的無理擁
護者，而是廣大的中間選民。

中間選民至關重要
中間選民具有決定性作用，這差不多是所有選

舉的通則。而且，香港過往的政治力量分野說明，
建制派和反對派都有其基本選民，這些基本選民發
生重大變化， 「轉投懷抱」或者 「首鼠兩端」的可
能性很小，而政治取態中立、投票意向不定的中間
選民，就成為各方爭奪的對象。從這個意義上講，
對本屆立法會的選舉，中間選民之責任可謂重大，
真正是 「一票重千斤」。通過選票改善行政立法關
係，掃清過往立法會裡面的烏煙瘴氣，導正未能在
正確軌道上前行的立法會，使行政立法關係回到基
本法確立的軌道上來，為香港高效的施政創造條件
，歷史把這個責任落到了廣大選民包括中間選民身
上。

還有最後幾天，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就會揭曉，
作為選民，最期望的不應僅僅是自己希望的結果，
而是對香港未來好的結果──這是一個從 「自然人
」轉身為 「選舉人」應有的思想和情懷。

（本文摘自最新一期《紫荊》雜誌）

圍繞日本與周邊國家的島
嶼領土之爭越演越烈。繼有日
右翼分子登島，日政府還揚言
要出動自衛隊捍衛島嶼主權，

並聲言加快實施政府購島等。這些舉動更進一步刺
痛中國的民族情緒，中國繼續有省市民眾響應網上
號召走上街頭舉行反日示威，更發生日本駐華大使
的座駕被阻攔，車頭的日國旗被拔的惡性事件。台
灣、香港的保釣人士正作準備，將續往釣島宣示主
權。種種迹象表明，中日之間的島嶼之爭正在升級
，從原來兩國政府層面的外交對話，上升到民間對
峙，日本政府還揚言出動自衛隊護島，更有將爭議
推向軍事層面的意圖。

出動自衛隊燃戰爭硝煙
近年，在圍繞釣魚島的主權所屬，日本動作多

多，令爭端不斷升級。從不斷抓中國漁船、漁民，
民間登島、揚言買賣島嶼，到政府要將釣島收歸國
有。針對香港保釣船載着港澳及大陸保釣人士登島
，日不僅出動海上保安廳艦艇攔截香港保釣船 「啟
峰二號」，衝撞香港船隻，抓捕保釣人員。日本檢
察廳警備局長還態度強硬放話，如果中國保釣人士
再度登上釣島，日警方不會容忍且強硬對待，而不

會像這次那樣迅速遣返。
日軍方、議會、政府還有一些政客，也在釣魚

島問題上全方位出擊、步步緊迫，從而使釣魚島問
題也走向了一個不斷升級的態勢。8月21日，日外
務省事務次官拒絕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對日登島的
強烈抗議。23 日，防衛大臣表示，日自衛隊不會
讓外國船隻接近一毫米。25 日，日首相稱釣島是
固有領土。26 日，又是實彈演習。27 日，早前政
府書面回覆東京都不批准所提出的本月要登島實地
調查的申請，卻又提出要實現釣島國有化這樣一種
想法。

引人關注的是，陸上自衛隊和司令部設在沖繩
的美國陸戰隊第三遠征軍，在關島以及北馬利安納
群島之中的第二大島嶼提尼安島，首次舉行長達三
十七天保衛島嶼演習。有日防衛省官員透露，演練
是假想釣魚島 「受到中國軍隊侵略」時，日方將如
何奪島的情況。日防衛大臣森本敏也發出了強硬的
聲明，在領土、領海問題上，自衛隊不會讓外國船
隻接近一毫米。因此，自衛隊將強化南線的防衛，
尤其要強化島嶼作戰的能力。

對釣魚島屬中國領土卻被日本實際控制出現爭
端，中國民間從來都不間斷的以保釣的實際行動宣
示主權所屬，圖擊碎日本的所謂實際控制。而中國
政府一貫採以克制態度，力圖將爭端控制在外交層
面的對話。如今，日方已將釣島紛爭從民間對峙、
政府外交層面，上升到海上武力對待中國民間保釣
人員，甚至要出動自衛隊 「保衛」。

針對手無寸鐵的中國保釣民眾，日政府竟然要

出動軍隊，施放戰爭硝煙，是在向中國十三億民眾
發出挑釁。其實，即使這次香港保釣船保釣成功，
也僅只有主權宣示的象徵性，更何況，香港保釣船
形單影隻，和幾十艘有精良裝備的日本保安廳艦艇
相遇，全憑勇氣取得突圍。保釣勇士描述，日保安
廳船堅利炮，僅水炮就可讓香港保釣人士知難而退
，而赤手空拳的香港保釣人是用廢電池、磚石，更
是以保護領土主權的正義和勇氣嚇退日保安人員。

無美國支持自衛隊難成軍
聽參與登島的盧松昌描述，有保釣人士以退為

攻，走出船弦，站在船的一側，見日船撞來，他要
跳到日船上去。在風高浪急，兩船相撞的一刻，這
一動作是十分危險的。日保安廳也被這種勇氣嚇着
了，不僅猶豫，而且回退，才給了香港保釣人士機
會。面對僅憑勇氣的香港保釣人士，日派出保安廳
船隻還不夠，還要調動自衛隊。其所謂 「在海上保
安廳及員警力量力不能及的情況下」對付保釣人士
是假，向中國人民示威是真。

今日中國不僅有一定的經濟力量，也有一定的
軍事實力，在釣魚島的爭議上，中國政府採以尊重
歷史，也面對現實的態度，以極大的政治妥協耐心
，希望通過談判解決爭議。而日本不斷擺出激化的
姿態，甚至要出動軍隊針對中國的民間保釣，一副
武士道破釜沉舟的架勢。其實，日本最終還是要
看美國的臉色，沒有美國支撐，自衛隊亦難以成
軍。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繼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被揭多番瞞報利益及前主席李永達被揭協
辦廉價長者茶敘涉賄選後，民主黨的主幹成員黃成智又被傳媒揭發
在報名立法會參選三日後起，幾乎每天向上水天平邨六十五歲以上
長者派發麵包。黃成智視《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如無物
，涉嫌賄選。

據知，這個 「愛心派包行動」由黃成智創立並出任主席的 「出
路社會服務中心」（出路）及 「天平邨業主關注組」（關注組）合
辦，已由上月23日開始，亦即黃成智報名立法會參選後第三天，
而派包地點的入口處，則貼上印有黃成智 「大頭相」的競選海報及
其編號，海報左下角明確顯示黃成智是 「出路社會服務中心董事會
主席」，從各方面的配套以及巧妙安排，很容易令人聯想活動由黃
成智主辦，並且和他參選活動有關。事實上，黃成智派包，已是街
坊的 「共識」，變成街知巷聞。

惟對於這個預先安排的計劃行動，黃成智首先扮懵說不知情，
及後卻辯稱是街坊 「自發」的一個 「環保活動」，自己已辭去 「出
路社會服務中心董事會主席」云云，試圖瞞騙記者，卻懵然不知海
報早已露底，與他的言論並不一致。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任何人提供利益誘使選民投票支持，即屬在選舉中作出
舞弊行為，違者最高可判監七年及罰款五十萬元。黃成智不單涉嫌
賄選，更加涉嫌發表失實聲明，身為立法會議員，竟然知法犯法，
理應罪加一等。

當今的民主黨，已被證實是蛇鼠一窩。他們為求目的，不擇手
段，以他們的行為、以他們的辦事作風、以他們已破產的誠信，又
焉能再有資格進入立法會成為代議士？一些公德和私德皆有問題的
代議士，又焉能再有資格去監察政府？9月9日立法會選舉，市民
認真要 「帶眼識人」。

反對派派包涉賄選
□希 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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