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星期三A15港聞責任編輯：蔡向陽

愛中港青年文化社團聯會創會主席楊雨霑選擇
在中環 「鏞記酒家」接受本報的專訪。曾赴美國、
加拿大、內地求學生活近八年的他是土生土長的香
港人， 「我係新界仔，但外婆住中環，細個時每
個星期都過來中環，大學畢業後，我亦中環返工
」。對中環有深厚感情的他，得知法律學者戴耀廷
提出的 「佔領中環」運動，計劃通過佔領中環要道
令中環 「癱瘓」後，第一時間在網絡上發起 「保護
中環」運動。

他說，近年來香港社會已經高度政治化，而香
港人的生活方式絕對不應是 「搞政治」， 「實事求
是、靈活、務實的獅子山精神先係我香港人的 『
普世價值』」， 「香港人生活方式是三、四點鐘
時，可以吃個下午茶，幾碟點心，再返工，勤力創
造財富」。

真正愛港就不會搞癱瘓
楊雨霑表示， 「如果你愛一個地方就自然會想

方設法保護這個地方，點會希望佢 『癱瘓』呢？」
他直言，戴耀廷等人發起的 「佔領中環」是 「玉石
俱焚」的運動，而 「真普選聯盟」提出的所謂 「不
設任何篩選」的普選更是 「唔理性、唔合理」。他
說，正因為 「小憲法」基本法與全國人大常委的相
關條文，對於2017年香港普選行政長官已有清楚規

定，因此反對派唯有以所謂的 「普世價值」與 「國
際標準」， 「擾亂」市民。他質問， 「佢唔諮詢
市民就話自己係唯一的標準，又話什麼民主，豈不
是自打嘴巴？」他更斥責 「佔領中環」運動，不僅
蔑視基本法、香港市民，更破壞法治， 「唔做係鼓
吹犯法，做即是犯法」。

楊雨霑表示，國外的生活、學習，讓他深刻認
識到， 「民主」並非放之天下皆準的 「普世價值」
，而反對派鼓吹的 「國際標準」亦不適用於 「我家
」。他說，香港人一直以來靠 「勤力、拚搏、進
取、自強不息」，創造了中環奇，現在 「反對派
一句 『唔合國際標準』，就要癱瘓香港人的成就」
，令本港金融交易取消、市民不能按時返工，更將
重挫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旅遊業、航運等行
業亦將受挫，他重申， 「如果你愛一個地方就自然
會想方設法保護佢，唔會希望佢 『癱瘓』！」他說
， 「『獅子山精神』並不過時，佢內涵唔係求發
達，而係通過創意，比如銷售模式、設計或與其他
地方合作等，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他斥責，佔中行為粗暴，讓香港市民不再團結
，指出普選應由香港政府啟動、而市民有選舉權、
中央有任命權， 「反對派利用市民希望普選，建構
二元對立，亦是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 「唔會有
中間路線」。

專訪專訪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就近期各界
熱議的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前副廉政專員、香
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客席教授郭文緯撰文指出
，他深信市民眼睛雪亮，大家絕不會投票給一
名對抗中央政府的行政長官，但 「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郭文緯認為，按部就班的改革會
較適合當前香港政治情勢，2017年先由《基本
法》規定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出行政長官選舉候
選人，至2022年才放寬提名安排亦未嘗不可。

對於近日有反對派政治學者指，若香港
2017年不落實他們心目中那套 「民主」，香港
便會完蛋，社會矛盾激化，移民潮更可能會重
臨。 「多麼駭人的揣測！」郭文緯指出，香港
現在的成功，全賴廉潔高效的社會制度和風氣
、高度自由的生活環境，以及市民對法治精神

的堅持，多於這些人口中的 「民主」。

「假民主」 要不得
郭文緯說，自己退休後，多次應邀到全世

界逾20個國家分享 「反貪」經驗和意見。這些
國家的貪腐風氣根深蒂固，並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二次世界大戰後，受到西方世界強大壓力
而急速民主化，在相應配套匱乏下，淪為徒具
形式、沒有內涵的 「假民主」，印度、菲律賓
、尼日利亞等，正是當中的佼佼者。它們的民
主選舉，全是貪污溫床，買票賣票、利益輸送
十分猖獗。這些國家國民的生活有否因為 「民
主」而改善？貪污和官商勾結有否因為 「民主
」而解決？值得大家深思。

至於選民是否一定理性的問題，郭文緯表

示，綜觀歐洲近年選舉結果，不少選民還是傾
向將個人利益凌駕國家整體利益。不少歐洲國
家都受歐債危機困擾，被迫大幅緊縮開支 「削
赤」，然而即使明知國家瀕臨破產，選民還是
不願戒除揮霍生活方式，反而用選票將實事求
是的班子趕走。回看今天香港，部分學者鼓吹
應相信市民，因為港人不會選出 「對抗中央」
的人任行政長官；但現實是，不少政客選舉時
都打 「反赤化」旗號，煽動市民盲目 「恐共
」，郭文緯認為，情況類似當年台灣 「總統」
選舉候選人陳水扁的 「兩粒子彈」中槍鬧劇。
「這種政治和選舉文化，叫人怎能安心？」

深信市民眼睛雪亮
郭文緯又指出，香港人才濟濟，有能力擔

任行政長官而又愛國愛港的人才不少，足以令
2017年一人一票選舉有意義兼競爭性， 「我們
何不一試？」他說： 「為何一定要堅持己見，
令政改再次原地踏步、然後啟動所謂 『佔領中
環』，令討論越趨激化！香港人要想一想，縱
然這些人進佔了道德高地，究竟他們提出的是
真的對香港好，還是會令香港亂，陷入萬劫不
復的境地！」他深信市民的眼睛是雪亮。

郭文緯指政改須按部就班

﹁
佔
中
﹂
的
四
個
不
民
主

宇
文
劍

「佔領中環」違法之外，
主其事者的種種做法還很不民
主。

香港乃法治之區，任何人
都不能佔領香港某個地方，除
非你用錢買了某塊地，或某個
店舖，或某個泊車位，或某個
房屋單位等，便不叫 「佔領」
。其他，想在某個地方開壇擺
賣或高談闊論，都得向當局申
請，否則，就是違法。身為法
律學者，竟然知法犯法，提出
「佔領中環」，這是第一大要

不得的事。你 「佔領中環」的
目的是為了癱瘓香港的金融核
心地帶，堵塞香港交通、破壞
香港金融事業及香港國際聲譽
，市民包括你的學生，是不可
能認同你這種悖逆行為的。

其二，你提出 「佔領」後
，竟連日公開吹噓，叫人支持
「佔領」活動。既然 「佔領」

屬違法，那麼你隨意在街上、
在網上公開宣揚這種違法行為
，就是煽動市民做違法的事，
是違法中的違法。如此任意妄
為，不要說 「佔領」，就連綁
架行政長官的事你都可以做啦
！至此，執法者其實已經有足
夠證據把你和你的黨羽繩之以
法了！

其三，你說你這是非暴力
行為，橫看豎看都不通， 「佔
領」本身已是暴力。你要反對
特區政府某個政策，要強烈表
達不滿，可以上街抗議示威遊
行（要先申請），也可以找來
多部汽車在鬧市慢駛（也得先

申請），當局批准你這樣做，你就是合法行
事。慢駛慢行令交通受阻與癱瘓金融區完全
是兩碼子事。

其四，在你的黨羽開的所謂聽證會上，
有愛港之聲成員到場抗議，你的黨羽即火冒
三丈、大罵人家，這也是很不對的。每次行
政長官落區時， 「長毛」不也例必在場大呼
小叫嗎？為何你們不對 「長毛」發怒、不
罵 「長毛」？只有自己講卻不容許別人
講，揀選自己愛聽的才聽，這仍可稱為
「民主」嗎？你們不僅不能罵，連生

氣也不應該，因為你們是 「賣
」 「民主」的 「學者」！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愛中港青年文化社
團聯會創會主席楊雨霑表示，反對派與 「真普選聯
盟」的行為，實際上意在阻撓普選的進程，一如其
多年來以政治手段阻撓本港經濟、民生的發展。他
認為，中央政府支持由港人選出認受性高的行政長
官，向世界顯示 「一國兩制」的成功推行。

愛中港青年文化社團聯會創會主席楊雨霑接受
本報專訪時表示，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
曉陽早前提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兩個前提，即
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亦不能
與中央對抗。首先，若香港2017年實行普選行政長
官，根據本港社會現時情況， 「當選特首的人好大
機會係反對派口中的 『左派人士』」，因此 「真普
聯」現在的所作所為， 「實際上是阻撓普選的進程
」。他認為，中央政府有誠意推行普選。他說，對
於中央政府來說，若本港市民選出認受性高的行政
長官，即 「『愛國愛港』，向中央負責，亦對香港
市民負責」，中央政府不會反對，更會遵守對港人
的承諾，另外， 「亦可向世界顯示 『一國兩制』的

成功推行」。他強調，在這種形勢下， 「爭取所謂
『真普選』的反對派反而是最不想普選的人」。

乜都反對 大失民心
他續謂，反對派現時的支持票來源於希望2017

年實行普選的本港市民，在這種情況下，若香港推
行普選，反對派便再無可與中央政府 「爭拗」的籌
碼， 「反對派這麼多年來都聚焦於政治，經濟、民
生不單止唔理，乜都反對」，而隨近年的反對派
大失民心，便希望緊抓普選這根 「最後的救命稻草
」， 「奮力一搏」， 「但 『真普選』的宣言恰恰顯
示出，反對派先係最唔想推行普選的人」。

楊雨霑認為，根據基本法，2017年香港 「可以
」實行普選，但並非 「必須」推行。他說，如果特
區政府 「強勢」、 「施政順利」，普選諮詢隨時可
以展開，但現時政府須處理很多民生問題，例如房
屋、扶貧、教育等，因此須待政府 「有精力」， 「
起碼是今年秋天以後」， 「施政亦穩定後」，待政
府積蓄足夠「政治能量」時，再推普選諮詢亦不遲。

對於法律學者戴耀廷不斷鼓吹 「佔領中環」 運動，愛中港青年文
化社團聯會創會主席楊雨霑質問， 「佔領中環」 打 「普世價值」 和
「國際標準」 的旗號，鼓吹 「民主」 ，而發起運動前，卻拒絕與市民

、特區政府商量， 「不諮詢市民就話自己係唯一標準」 ？他認為，基本法已經寫明參
選人須經提名委員會提名，反對派唯有藉口人權與國際公約，再次以政治手段製造對
立，破壞本港的法治與經濟為代價。

本報記者 張媞

反對派最唔想真普選
高永文民望局長之首

佔中製造對立
法治經濟作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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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主席譚耀宗
和黨內一眾屯門區議員

昨日向運輸及房屋局請願，要求屯門巴士轉乘站提供跨
巴士公司轉乘優惠（上圖）。譚耀宗表示，目前屯門轉
乘站的大多數線路由九巴經營，但對其他公司經營的線
路，例如龍運巴士的機場線E33，不設任何轉乘優惠，
市民如經轉乘站乘車到機場，要付兩程車費。他又說，
日後若將過海線如962系列納入巴士轉乘計劃，由於有
關路線由城巴經營，屆時亦會不設任何轉乘優惠，令轉
車站形同虛設，因此要求當局為屯門轉乘站提供跨巴士
公司轉乘優惠。

促改良轉乘優惠

【本報訊】記者石璐杉報道：行政會議
成員張志剛（圓圖）昨日出席電台節目
討論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他表示，全國
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早前
所提的兩個前提，並非 「拒人於千里
」，在這一框架下有很多問題可以探
討。張志剛認為，政治上討價還價，
先要有共同基礎，呼籲各界有較大的包
容性來討論政改。

指李柱銘提議兩全其美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早前提出一個底線方

案，但翌日就收回，對此張志剛覺得很惋惜。他
指李柱銘的方案符合很多要求，又達到自己的目
的，其實是兩全其美之事。張志剛指出，依照喬
曉陽提出的框架，特首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依
照基本法，依照機構提名，其實可以做到很多事
情，達到很多政治目的。他說，政治上討價還價
，先要有共同基礎，而不是在基本立場上南轅北
轍。張志剛表明，中央指出有幾點不能夠妥協，
包括：特首不能夠有與北京對抗以及不能不按照
基本法的要求，他認為，這些不是 「拒人於千里

」的要求。他表示，如果各界能夠站在
一個共同的基礎上，即愛國、擁護基

本法， 「天空海闊還有好多事情可
以討論。」

對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被問
及目前選委會有的界別存在機構提
名，公司票、團體票，是否票值不
等，張志剛指出，票值差距很難避

免，比如在美國參議院，大州對小州
的票值，也相差很大。他表示，每個地

方的制度，不可能個個都一樣，均衡參與和普及
平等都十分重要，設計最後的方案時，希望兼顧
各方意見。

張志剛亦指出，香港目前有兩大矛盾：一是
有錢與無錢的矛盾，這是透過扶貧、房屋措施等
，可以內部解決的問題；另一個矛盾這是愛國與
反共的矛盾，他認為這不是三天兩夜可以解決，
大家必須通過政治對話，消除成見。 「香港的民
意不能不聽，北京的權威也不能不顧。」

張志剛認為，現在政府做很多實務性的問題
做得很辛苦，而政府有自己的工作程序，他相信
政府在適當時候，一定趕得及就政改立法。

張志剛籲放下成見商政改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一項調查顯示，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最新支持度為62.2分，較上個月上升1.3
分，是民望最高的司長。局長方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繼續是民望最高的局長，支持率淨值為71%。

港大民研計劃在本月2至10日期間，以隨機抽樣方
式，成功以電話訪問了1007名市民。調查顯示，特首梁
振英的民望數字跟兩星期前差不多完全沒有改變，其最
新支持度為50.5分，支持和反對梁振英出任特首的受訪
者，分別有32%和51%。司長方面，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的最新支持度為62.2分，較上月初上升1.3分，仍然是
民望最高的司長；支持和反對林鄭月娥出任政務司司長
的受訪者，分別有56%和7%。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和律政
司司長袁國強，評分為51.9分和50.3分。

局長方面，12位局長中有11人的支持率淨值較上個
月下跌，當中支持率淨值變化超過抽樣誤差的，有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公
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分
別下跌16、12、8、8、6及6個百分比。高永文仍然是民
望最高的局長，支持率淨值為71%。民研計劃表示，貨
櫃碼頭工潮及H7N9禽流感等事件如何影響各主要官員
的民望，仍然有待分曉。

【本報訊】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網誌中表示，博
鰲亞洲論壇的大規模、高層次反映了中國和亞洲地區的
實力和國際地位，香港特區政府和企業家應該考慮如何
把握這一勢頭帶來的無限機遇。梁振英相信博鰲亞洲論
壇今後會更上一層樓，越來越受到國際的重視，香港應
該在論壇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梁振英在題為《博鰲歸來》的網誌指出，他於4月6
日和7日出席了在海南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今年論壇
的主題為 「革新 責任 合作：亞洲尋求共同發展」。
短短3天論壇共舉辦了50多場討論，觸及全球經濟及投
資環境、新興市場的定位、糧食政策，以至生命科學、
教育與就業的關係等多項議題，全都跟亞洲以至人類發
展息息相關。

梁振英指出，出席論壇嘉賓亦極具分量。除國家主
席習近平外，還有十多個國家如芬蘭、墨西哥、澳洲、
新西蘭等的政府首腦出席，其他重要嘉賓包括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微軟創辦人蓋茨、索羅斯基金管
理公司創始人索羅斯，及第67屆聯合國大會主席耶雷米
奇和30多位世界500大企業的董事長、行政總裁等。其
他近1500名的參加者都是來自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政經
代表。 「博鰲亞洲論壇具規模、高層次，反映了國家和
整體亞洲地區的實力和國際地位，特區政府和香港的企
業家也要深思如何把握這個勢頭帶來的無限機遇。」

梁振英又指出，他在論壇開幕前一晚舉辦的香港特
區晚餐會上演講指出，作為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地方之一
，香港在推動自由貿易方面甚具經驗；同時，香港跟內
地關係密切，又是現代國際大都會，具備絕對的優勢，
在國家和亞洲各地迅速發展和融合的過程中，擔當聯繫
人（connector）的角色。 「這是香港的價值，亦是我們
未來發展的方向，可以推動香港的持續發展，也可以為
國家做貢獻。」

博鰲論壇受國際重視
特首冀港把握好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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