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塵埃落定，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對當選人表示祝賀
，又表示社會上存在怨氣和困難，特區政府會迎難而上，繼續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梁振英未有回應補選結果對九月立法會選舉的影響，但就
表示特區政府尊重選舉結果和選民選擇，未來會繼續做好工作，滿足市
民所需，同時聽取社會各方意見，共同解決社會上各種問題。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關 昭

三分天下衝昏頭腦
昨天， 「民主黨」 罕有地發出一

份 「聲明」 ，澄清該黨主席劉慧卿在
一個電台節目中說 「本土派」 「得六
萬票點三分天下」 ，並無 「不尊重」
之意，云云。

對眼前有關 「泛民」 與 「本土派
」 的所謂 「內訌」 之爭， 「局外人」
只能冷眼觀之；但是，對 「民主黨」
有關 「三分天下」 的聲明，倒頗令人
發生興趣：怎麼，強如 「卿姐」 ，對
「本土派」 說了一些似乎 「不敬」 的

話，竟也要急急的出來澄清一番，難
道 「本土派」 就如此碰不得、 「天下
」 就真的已經 「三分」 了嗎？

毫無疑問，作為一名港大文學院
哲學系學生，梁天琦個人是有一定質
素的，他思路清楚、反應快捷，而且
隨時隨地都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和想說
什麼，表達和溝通能力是很強的。眼
前一些人已把他視作 「可造之材」 ，
不是無因的。

而六萬五千張選票，雖然選委會
不會透露投票者的年齡和組別，但可
以相信，投票者一定是以年輕人居多
；因為中老年一輩選民不會認識梁天

琦，也不會把選票投給旺角暴亂的被
告和什麼 「本土派」 ，但年輕選民特
別是 「首投族」 就不同了，為了投梁
天琦才出來投票的青年大有人在。

因此，對梁天琦和這 「六萬五」
，特區政府和各方都應該認真看待，
要仔細研究和分析個中的含意，特別
是所謂 「本土主義」 或理念究竟在一
些青年中起到了什麼作用，他們是認
同梁天琦提出的 「本土」 、 「勇武」
和 「暴力無底線」 嗎？還是只是由於
對社會有所不滿，心懷怨氣，傳統民
主派又 「做唔到嘢」 ，因此要出來支
持一些比較激烈的反對力量，具體原
因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但無論如何，不論梁天琦如何 「
質高」 、不論 「六萬五」 如何 「勢眾
」 ，所謂 「勇武」 、 「本土」 等暴力
、激進、對抗想法都是錯誤和不會有
出路的，梁天琦和更多的關心港人社
會的青年，應該用他們的智慧和心意
從正面去建設社會，督促政府改善施
政，而不是走上街頭、訴諸暴力。什
麼「三分天下」之說，
只會 「害死」 他們。

井水集

經濟民生迎難上 社會怨氣問根源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被問及立

法會新界東的補選結果時說，重視選民
選擇、尊重選舉結果，並祝賀楊岳橋當
選。

傳媒記者還提出了 「本土民主前線
」 梁天琦取得一成五選票及政府施政的
問題，對此，梁振英回答說：社會上存
在怨氣、也存在不少困難，政府正着力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並願意在其他問
題上聽取不同意見，與全社會一道努力
解決問題。

梁振英這一回應，令人聽得舒服。
既顯示出為政者應有的胸襟，也是對選
舉精神的尊重，是得體和合適的。梁振
英在回應中還主動提到社會上存在怨氣
，這話可能會令一些人感到意外，怎麼
，特首也承認社會上有怨氣麼？

這一理解其實是片面的。作為特首
，梁振英怎會不知道社會上有怨氣？而
且，對於怨氣何來和如何化解，特首比
任何人都更心中有數和清楚。特首和政
府面對怨氣如果視若無睹，那是失職和
失覺；但在所謂怨氣面前如果信心盡失
、不敢向前，那就是更大的失職和失覺
。眼前梁振英對社會怨氣的形成，是有

準確了解和認識的。
事實上，所謂社會怨氣中，有來自

對政府施政範疇的反響，如早前的樓價
租值飆升、 「劏房」 越 「劏」 越細越貴
、孩子功課壓力越來越大，還有高鐵工
程大幅超支近二百億、前政務司司長許
仕仁的案子等，都使得社會上對政府不
尊重、不信任的情緒逐漸形成和瀰漫，
對這部分的怨氣，政府確實是要認真面
對、檢討和加以改進的，不能怪民眾苛
求，更不能把責任全推到反對派頭上，
無中生有、一呼百諾，反對派還沒有這
麼大的能耐。

但是，另一方面更必須看到，梁振
英的施政幾乎是從上任履新那一天開始
，就已經陷入了反對派、亂港傳媒和外
部勢力無休止的干擾和阻撓之中。立法
會反對派的 「逢梁必反」 ，已經到了瘋
狂和失控的地步，世界上有那一個立法
機關會如立法會般，一項議程 「拉布」
百小時、「流會」數十次？修訂版權法被
迫「就此作罷」，煌煌「高鐵」面臨「斷糧」
停工絕境，市民對這些問題如果有怨氣
，該被怨的是反對派還是特區政府？

更有甚者，特區政府根據全國人大

「八．三一」 決定提出政改方案，由千
二人提委會產生兩到三名候選人，然後
「一人一票」 產生特首，但反對派 「抱

團」 反對，政改方案鎩羽、普選胎死腹
中、重啟遙遙無期。對這樣重大的 「失
落」 ，市民當然有怨氣，但該怨的又是
誰？難道會是必須依法辦事的梁振英和
特區政府？

事實是，眼前，困擾港人社會多年
的高樓價、高租值問題已有明顯改善，
在政府一系列覓地建屋政策和 「辣招」
打擊炒賣下，樓價和租值春節前已應聲
回落了十到十五個百分點，手上有幾十
萬首期的 「打工仔」 已開始躍躍欲試 「
上車」 ；特區政府正在大力推動的 「一
帶一路」 參與，香港將首次正式融入國
家整體發展戰略，將大大提升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但令人憤慨的
是，特首在 「施政報告」 中多次提到 「
一帶一路」 ，竟也成為反對派攻擊的話
柄。把參與 「一帶一路」 、發展經濟也
說成是 「怨氣」 ，則這樣的 「怨氣」 已
經完全背離港人社會的整體利益，而只
能說是少數反對派政客自己的 「怨氣」
吧了。

社 評

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迎難而上
梁振英：社會存在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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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馮瀚林報道：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
表示，新界東較多人支持反對派，早已預
料周浩鼎會落敗。他續說，周浩鼎在新界
東所得的15萬票，較建制派於2012年立法
會選舉的得票有些微增長。對於被問及有
機會成為下屆立法會主席的問題，譚耀宗
強調，未有這個想法，而自己已一把年紀
，會退下來給年輕人機會。

譚耀宗指出，根據過往選舉數據，新
界東支持反對派的人數高達25萬人，遠多
於建制派的19萬名支持者，所以今次新界
東補選 「預咗會輸」、 「無得打」。他續
說，周浩鼎今次獲得工聯會及公民力量的
支持，但自由黨卻無意幫忙拉票。假如以

為能夠吸納自由黨的票，那是過於樂觀的
想法。

譚耀宗又笑言，本來寄望新思維黃成
智能夠分薄反對派的票源，但後來發覺他
分不了多少票，反而可能分了民建聯的票
，因為黃成智走中間路線，可能吸納一些
民建聯的游離票。

對於坊間有關其問鼎立法會主席一職
的傳言，譚回應指，從政已有30年，是時
候退下來，給年輕人一個機會。他重申，
已一把年紀，沒有出任主席的想法。

對於《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譚耀宗
認為，就此作罷的機會很高，而有議員表
示會提休會動議，相信在限期內通過的機
會不大。

【大公報訊】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公
民黨執委楊岳橋僅以一萬票之差險勝民建
聯副主席周浩鼎。身為前公民黨成員的民
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坦言，目前 「第三條
路」很難走，但未至於絕望，又相信大部
分港人期望有理性的從政者修補當前社會
裂痕。楊岳橋則聲稱自己會堅守非暴力的
底線，卻認同以 「拉布」作為抗爭手段。

湯家驊坦言自己的一票並無投給楊岳

橋，亦沒有投給周浩鼎，指自己是經歷長
時間內心掙扎後，決定跟隨個人政治理念
，又不認為自己欠公民黨的債。

至於走中間路線的新思維黃成智參加
今次補選卻以低票慘敗，湯家驊說，不會
因為一次選舉而對 「第三條路」感到絕望
， 「雖然情況惡劣，但未至於無路可行」
。他相信大部分市民都希望能夠選出理性
的從政者，修補社會裂痕；又擔心若本港

社會給予中央太大壓力，會帶來更大的反
彈力，最嚴重的後果可能是令 「一國兩制
」全面失效，到時香港社會將全面崩潰。

楊岳橋則在電台節目上聲稱，反對派
需要改革，不能只是在議會內投反對票，
但非暴力的底線不可以退，對於被批評為
「議會暴力」的 「拉布」行徑，楊岳橋態

度「正面」，稱「拉布」行為可讓少數派在議
會中進行拖延，爭取更多時間溝通云云。

湯家驊信市民撐理性從政者

【大公報訊】記者馮瀚林報道：立
法會秘書處向議員發出通告，指今日會
議開始，點人數會有新安排，當傳召議
員鐘聲響起約十三分鐘時，會議廳兩個
側門入口的內門會打開，十五分鐘後內
門就會以繩阻隔，議員之後進入就不會
計入法定人數。行管會委員陳健波認為
，新安排避免點錯人數，亦方便工作人
員清楚點算人數。

立法會秘書處上周三因為點錯人數
而導致流會，昨日公布點人數新安排。
秘書處又表示，會改善點算法定人數做
法，例如安排多人同時點算，採用更妥
善的核實程序等，又希望議員預留充分
時間回到座位，以便工作人員快捷準確
點算人數。

梁振英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被
問到本土派候選人得票率一成半，是否反
映選民在九月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意向，以
及會否擔心到時有更多本土派或激進反對
派當選，令施政更加困難。梁振英回應指
，選民在投票時自由作出選擇，特區政府
有兩件事需要做，一是辦好選舉，二是在
施政方面做好工作，滿足市民各個方面的
訴求。他又祝賀楊岳橋在補選中勝出，強
調政府重視選民選擇，亦重視選舉結果。

着力解決市民關心問題
梁振英續稱，目前社會上存在怨氣，

亦存在不少困難，因此特區政府在經濟民
生各個方面的工作都要迎難而上。過去三
年多，特區政府着力解決市民共同關心的
問題，包括推動政改、發展經濟或者改善
民生。他舉例指，房屋是 「老、大、難」
的問題，也是很多市民最關注的民生問題
，但各方經過三年多的努力亦作出了成績
，例如房屋供應有所增加，樓價和租金都
下調，市民較過去比較容易負擔，強調政

府願意聽取社會上不同意見，希望與全社
會一起努力，解決社會上的長期問題。

扶貧安老福利開支增四成
梁振英之後出席紅十字會總部開幕典

禮，致辭時再度談及政府的民生工作。他
指出，紅十字會的人道關懷和志願精神，
與本屆政府扶貧、安老、助弱的施政理念
配合。過去三年多，政府制定貧窮線、減
少貧窮人口，以及推行 「長者生活津貼」
和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而福利方
面的開支亦增加四成。

他強調，政府十分重視紅十字會的工
作，自己在兩年前的施政報告已宣布，
對紅十字會等制服團體的恆常資助增加
一倍。

紅十字會是香港規模最大的公益機構
之一。梁振英指，紅十字會自1950年創辦
以來會務不斷擴展，對支持香港社會發展
、建設香港作出顯著貢獻，又期望紅十字
會繼續為香港、內地以至世界各地有需要
的人士，提供更多元化和更優質的服務。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立
法會今日繼續審議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香港大律師公會昨日逐點反駁 「鍵盤戰
線」早前對公會就草案所作的立場書的
評論，希望能夠釐清謬誤。公會又期望
各方能夠放棄對立，以務實的態度研究
可行方案，讓本港版權法能向前邁進 「
遲來的一步」。

香港大律師公會轄下的知識產權委
員會於上月二十七日就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發表立場書，之後被網民組織 「鍵盤
戰線」批評內容有誤，無助討論。公會
在其網站上載一份長達七頁的文件，就「
鍵盤戰線」較主要的謬誤發表進一步回應
，以正視聽，釐清謬誤，希望能夠讓公

眾在得到正確信息的基礎上，進行更理
性準確的辯論。

該份回應文件就 「鍵盤戰線」關於
「法例凌駕合約條款」、 「知識產權與

財產權」、 「公平處理與公平使用」等
六個範疇的錯誤理解作出詳細解釋。

公會認為，法例是要保障版權擁有
人，尤其是商業成功的作品，得到公平
合理的報酬，當中有很多內容都需要再
討論，例如應否把版權擁有人的控制權
進一步收窄、一旦控制權被收窄，如何
保障版權價值不受損害等。公會呼籲各
方思考時能夠易地而處，捨棄對立抗爭
的姿態，共同研究公平、互利而可行的
方案。

大律師公會駁鍵盤謬誤 立會點人數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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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候退下來
譚耀宗：給年輕人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