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維基解密公開的過千份美國駐
港領事館文件，揭發港版「四人
幫」李柱銘、陳方安生、陳日君
和黎智英，如何在外國勢力支持
下，組織「宗政媒」勢力，指揮
本港反對派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政
治行動，而文件亦揭露陳方安生
這位前高官及立法會議員，表面

信誓旦旦的效忠《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背
地裡不斷促使美國插手本港政務，將本港政情機密
源源不絕對美國輸送。難怪被西方傳媒稱讚為「香
港良心」，可惜這顆良心對 的卻不是香港人。

維基解密的文件，就像是一根紅線將本港近年的
眾多政治事件貫穿起來，讓港人看清楚箇中脈絡：
公民黨的興起、陳方安生的出山、「五區公投」的
原由、反對派在眾多政治行動上的高度配合等等。
千里來龍，結穴於此，這個穴原來就在於美國駐港
總領事館的辦公 之上，這是本港近年政局的最大
發現，也是香港政局多年來波譎雲詭的主因。雖然
反對派喉舌故意淡化，但不少市民還是從一頁頁文
件中看到反對派與美國千絲萬縷的關係，以及暗地
裡獻媚出策的醜態，其中陳方安生的表現更是最為
不堪。
事後她一直迴避社會質詢，在日前出席公民黨的

區選活動上，陳方安生在台上就區選以至特首選舉
等問題侃侃而談，但當記者追問她有關維基解密的
文件時，她就立即變臉「收口」，不發一言，各記者
一直追上前，她也一改「四萬」本色對記者追問視
而不見、聽而不聞，及後還由公民黨職員出來解
圍，帶她匆匆離開。以陳方安生多年的從政經驗，
這樣的表現並不尋常，反映維基解密刺中了她的死
穴，而且文件所載恐怕也是事實，否則她大可說有
關文件都是虛假，豈不完事？陳方安生的表現正正
是作賊心虛。試想她身為前政務司司長、前立法會
議員，背地裡卻與美國「緊密」聯繫，要求美國干
預香港事務，甚至在美國牽線之下擔當反對派共
主，哪究竟她是效忠香港，還是效忠美國，已經令
人疑問？而解密文件證據確鑿，她還是欲辯無從，
才會出現聞「維基」而色變的一幕。

最可笑的還是公民黨，本來因為阻停港珠澳大
橋、為外傭爭取居港權弄至焦頭爛額，現任區議員
又疏於地區工作，陳淑莊的出席率更不足2成，成績
一無可書，於是找回陳方安生出來壯壯聲勢，誰知
她本人自身難保，而公民黨一眾大佬是維基解密的
主角之一，余若薇為什麼未能擔當反對派共主，梁
家傑、陳家洛等人如何在美領事面前盡訴心中情，
反對派喉舌何以對公民黨另眼相看，這些都應歸功
於美國的促使，說明公民黨正是西方勢力藉以插手
本港事務的其中一顆棋子。這樣市民就會問，投公
民黨一票，不就是支持外傭居港？支持美國插手？
支持基建停工嗎？公民黨抬出陳方安生，反而將其
不堪表露無遺，政治智慧之低令人驚嘆。美國不找
余若薇、梁家傑等擔當反對派共主，也不是沒有原
因的。

香港市民表達各種民主訴求，長期以來有一個優良

傳統，就是通過合法途徑表達，反對訴諸謾罵、暴力

及各種過激行動，因為這種做法，有違法治原則，不

利解決問題，而且破壞社會和諧穩定。但香港良好的

法治傳統和環境，卻因一個披頭散髮的暴力刑事罪行

慣犯而受到嚴重污染和破壞。

「長毛」是「毒化香港法治生態的腫瘤」
此慣犯就是外號叫做「長毛」的社民連立法會議員

梁國雄。他本來是一名散工，住公屋，做過清潔、裝

修、侍應、酒保等，靠抬棺材、燒輪胎、衝鐵馬、喊

口號發跡。早於90年代，身為「四五行動」的成員，

「長毛」已先後有14次被檢控紀錄，其中11次罪名成

立，直至2000年被控藐視立法會罪名成立，被判即時

入獄14日。「長毛」成為立法會議員後，與黃毓民、

陳偉業一起，將暴力帶入立法會，議事堂的議政風氣

迅速惡化，並且令議會暴力向社會蔓延變為暴民政

治。「長毛」等立法會「三惡」靠暴力政治躋身議

會，「憤青」自然有樣學樣，將暴力政治視為躋身政

壇或出人頭地的「終南捷徑」。　

長毛素以潑皮無賴見稱，他的流氓行徑，不禁讓人

聯想起《水滸》中的潑皮「沒毛大蟲」牛二，牛二專

在街上撒潑行兇，連開封府也治他不下。「長毛」與

「沒毛大蟲」何其相似，兩人橫行霸道、流氓無賴，

靠的就是一個「潑」字，其惡行令人厭惡。長毛流氓

本性難改，曾以「強姦」、「產生好感」來誣衊人大

釋法，由於意識不良，引起市民反感和投訴，指聽了

長毛這言論後感到十分嘔心，要PG（家長指引）這番

說話。網民指，「長毛」只是一名「狗品議員」、

「醃攢潑皮」和「流氓無賴」，是「毒化香港法治生態

的腫瘤」。

「長毛」奉行「我是流氓我怕誰」
「長毛」那件一年到頭所穿的哲古華拉T恤，不過

是虛偽的畫皮。阿根廷革命家哲古華拉，在古巴革

命成功後沒有在政府擔任高官要角，但他卻為革命

理想而離開古巴，前往非洲叢林進行革命，最後於

南美玻利維亞犧牲。但「長毛」卻利用香港社會的

寬容，專搞撒潑流氓行徑，奉行「我是流氓我怕誰」

的無賴哲學，靠大搞暴民政治發跡。他自2004年成

為立法會議員之後，7年來每月由公帑支取近7萬

元，另享醫療津貼，相等於全港2%最高收入人士的

入息，卻依然霸佔公屋。最可惡的是，「長毛」一

邊享受納稅人供奉的高薪厚祿，一邊倒香港米，大

搞暴民政治，嚴重污染和破壞香港法治聲譽和環

境。「長毛」那件一年到頭所穿的哲古華拉T恤，實

在侮辱了哲古華拉的高尚人格，哲古華拉地下有

知，當會痛斥這個流氓無賴。

「長毛」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後，亦曾多次被檢控及

被判罪名成立。2006年4月29日，梁國雄連同「阿牛」

曾健成、陶君行等，駕車堵塞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

口，被東區法院裁判官林偉權裁定阻街罪成，判監12

日，後來上訴高院推翻定罪。在07年6月3日，「長毛」

衝擊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官邸，導致3名

警員遇襲受傷，經審訊後裁定非法集結罪成、襲警罪

脫，被判社會服務令60小時。

「長毛」暴力衝擊論壇觸犯多條刑事條例
9月1日「長毛」帶頭暴力衝擊論壇，他和一幫「V煞」

蒙面暴徒向手無寸鐵的場館職員施以「叉頸」、「推

撞」、「辱罵」，令4名職員受傷，這種無法無天的暴力

行徑，激起社會公憤。各界強烈要求執法部門對這幫

刑事暴徒嚴厲執法，絕不可姑息養奸。「長毛」倚恃

蒙面暴徒無人見過其容貌，也沒有留下指模，以致警

方難以確認身份，增加搜證難度，否認他們並非社民

連成員，並且倒打一耙說：「我反而好憂慮警方會戴

面具混入示威者。」這是對警方明目張膽的誹謗，警

方除了對長毛這幫刑事暴徒

嚴厲執法之外，還應控告「長

毛」的誹謗罪。

法律界人士指出，「長毛」帶頭暴

力衝擊論壇，可能觸犯多條刑事條例，當中最為明顯

的是刑事罪行第39及40條，分別是《侵害人身罪條例》

的一般性襲擊及令他人身體受傷，最高刑期為入獄3

年，以及刑事罪行第60條的《刑事毀壞》，最高刑期為

入獄10年。執法部門對「長毛」等暴徒無法無天的刑

事暴力行徑，應嚴正追究刑責，以維護本港法治精神

和市民福祉。

法庭不能對「長毛」姑息養奸
香港乃法治之區，守法護法，是市民的普遍共識和

自覺行動，也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法治更是香港

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市民安居樂業的重要基石，國

際社會對此也給予肯定和稱讚。但「長毛」卻長期挑

戰香港法治，暴力行徑劣跡斑斑，對香港法治猶如一

顆老鼠屎攪壞一鍋粥。市民已表示不能再容忍「長毛」

暴行肆虐。「長毛」是暴力刑事罪行的慣犯，又是立

法會議員知法犯法，社會各界紛紛要求執法部門對

「長毛」嚴厲執法，絕不可姑息養奸。警方依法拘捕

長毛之後，法庭也再不能網開一面，以法治見稱的香

港，難道就治長毛不了嗎？若繼續對「長毛」姑息養

奸，導致暴民政治「零成本」而更加氾濫，將遺禍香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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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方安生何以聞「維基」而色變？ 卓　偉

香港是自由社會，也是法治社會。法律是自由的界線。對「長毛」屢屢衝擊法治的刑事

犯罪行為，特別是對「長毛」帶頭暴力衝擊論壇可能觸犯多條刑事條例，執法部門有責任

依法懲處，以儆效尤。惟有如此，才能維持香港良好的法治形象和傳統，保障社會安定繁

榮。香港乃法治之區，豈容「長毛」暴行肆虐。「長毛」是暴力刑事罪行的慣犯，又是立

法會議員知法犯法，社會各界紛紛要求執法部門對「長毛」嚴厲執法，絕不可姑息養奸。

香港乃法治之區 豈容「長毛」橫行

■責任編輯：袁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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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圖窮匕見」。「人民力量」立法會
議員黃毓民被指明打民主黨，實插馮檢基。

他在率領所謂「拔筍（民協的標誌為筍形）大隊」報名參選
時，批評白鴿黨支持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通過譴責社民連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等一眾示威者暴力搗亂，但批評得最「肉
緊」的還是民協前主席馮檢基，揶揄對方早前大打哀兵牌，
「喊驚咁款」，勸喻他既自知「年紀大、機器壞」，就應該
「早 」，將機會留給「人民力量」的「義勇軍」。

「人民力量」的「拔筍隊」及「捉鼠隊」昨日報名參選。
黃毓民大罵白鴿黨，聲言長毛「只是」被控2項公眾地方擾
亂秩序罪及刑事毀壞罪，「無關暴力」，「民主黨譴責暴力
最不堪，仲走去支持民建聯譴責動議，在室內點破壞秩序？
仲要在政府公眾諮詢會，幾荒謬，民主黨簡直是滿面屎」。　

誓將民協老巢連「筍」拔起
在「拔筍隊」報名前進行所謂「拔筍儀式」時，黃毓民就

聲言，民協太重視席位，惟香港問題複雜，需要新思維解
決，又揚言民協以至馮檢基是時候「早 」：「民協在深水
根基厚，但他們反對『五區公投』，要向他們的選民交代

⋯⋯好心（民協）根基厚就咪鬼未選就喊驚咁款。民協有無
建樹？有，但係時候 ！」
他續揶揄馮檢基道：「話我踢他們老巢，黑社會咩？劃

個區畀佢咩，我們現時8個招呼民協、7個招呼西九新動力，
剩番咪招呼民主黨囉，後生仔唔使有機會咩！」各參與者在
活動期間，並大叫「拔筍成功，民協早 ；毓民吹雞，民協
歸西」的「拔筍口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由「反高鐵行
動」核心成員組
成的「土地正義
聯盟」，宣布會派
出5名成員參加今
屆區議會選舉，
其中出選八鄉北
的朱凱迪在談到
自己的參選理由
時，聲稱是因為自己和另一成員馮汝竹的家人和朋友都「被騷
擾」，故決定參選以「變相保護自己和身邊親朋」。
「土盟」昨日舉行誓師儀式。該組織的秘書處成員司徒薇

稱，「土盟」參選目的是期望啟動土地永續使用和社區規劃民
主化兩個議題在地方議會的議程，指土地應該是全港巿民共有
資源，徹底商品化會危害整個社會各個階層，希望透過保育自
然生態，發展永續農業為港人帶來生機，重建有尊嚴的生活。

自稱親友「被騷擾」要保護
不過，朱凱迪就明言自己參選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保

護自己」，司徒薇更煞有其事地聲言受壓：「自己、親人、身邊
所有人接到(騷擾)的訊息和電話，我希望公眾和傳媒朋友用雪亮
眼睛幫忙監察選舉，保護我們的安全。」但他們始終沒有說明
被何人「施壓」。到場支持的「公民起動」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在
發言時亦抽水稱：「香港有一條法例叫《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裡面明文禁止大家去威嚇、脅迫別人退選⋯⋯若有人涉及
非法活動，一定要拿出來給社會知道。」
已報名參選八鄉北的還有鄧鎔耀和現任區議員鄧貴有，報名

八鄉南的除「土盟」馮汝竹外，還有現任區議員黎偉雄。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土盟」稱參選為取「護身符」

在民主黨中西區10人參選團隊
中，立法會議員、上環區議員甘乃

威遲遲未報名參加區選，令人懷疑是因為想避過聲
言要與他對撼的「選民力量」的袁彌明，而在袁彌
明宣稱「為家庭」而決定「不去馬」後，甘乃威就
「適時」報名競逐連任，令這說法增添了可信性。
不過，甘乃威否認自己怕了對方，只是為了保持自
己能夠「適時曝光」。
甘乃威昨日報名競逐連任。選戰未正式展開，他

已大叫「選情告急」，聲言中西區有一半民主黨候
選人「將會」受到狙擊，是今屆區選中暫時被狙擊
百分比最高的一區，故這次選戰是他們「有史以來
最具挑戰及最艱巨」的，並希望能夠保住原有的6
個議席。他又「做戲做全套」，不點名批評「人民
力量」、「選民力量」等「空降部隊」：「只是在8
月才開始在街頭派傳單，講政改一役民主黨的不
足，全無地區實質議題⋯⋯這些激進聲音一定會奪
走部分民主黨的票源，大概5至15%，但整體影響不
大。」
已報名參選上環區者，還包括報稱為商人的陳賢

豪，及「選民力量」的嚴達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自所謂「公投」後，由社民連中分裂出來的

「人民力量」，就頻頻聲言要在選舉中「狙擊」反

對所謂「公投」的民主黨及民協。在今屆區議會選舉，他們就聲稱要

「追住」民主黨現主席何俊仁（鐵頭仁）及前主席李永達（高達）來

打。不過，有政界中人在觀察「人民力量」在區選的部署後，認為該

黨只是「項莊舞劍」，真正的目的，是借狙擊民主黨重量級人物爭取

曝光率，同時主力「打殘」民協在深水 的勢力，爭取在明年立法會

選舉中出線。

儘管「人民力量」屢次「大鑼大鼓」
地舉行矛頭直指民主黨的活動，如日前
就阻街高調演出一場「燒鴿騷」，但一名
政界人士在觀察該黨的區選報名情況後
分析指，「人民力量」至今派員「狙擊」
的民主黨參選者的選區，可說是「兩個
極端」：一是民主黨有很大可能勝出的
選區，二是民主黨根本無法勝出的選
區。

狙擊專揀無威脅選區
他續說，「人民力量」派員到這些選

區「踩場」，事實對民主黨參選人在該區
的勝負影響並不大，根本達不到該黨掛
在嘴邊的所謂「票債票償」的目的，令
人懷疑極懂「玩政治」的「主帥」黃毓
民實另有所圖。
該政界中人坦言，「人民力量」狙擊

民主黨其實只是煙幕，因該黨的重兵，
其實駐在深水 區，明顯針對的是以深
水 為老巢的民協，因民協自上屆區議
會慘敗後，勢力已大不如前，故「人民
力量」圖以追擊手段接管民協的「根據
地」，除了可在明年立法會選舉中保住民
望急跌的黃毓民九龍西的1席外，更可以
向 第2席進發。

圖明年立會選舉 數
至於所謂「狙擊民主黨」，他指這是

「人民力量」擴大影響力的另一手，旨在

於透過狙擊民主黨以至其他反對派陣
營，包括港島區及新界西的「政治明星」
或具地區實力者，借對手來提高自己知
名度，並箝制對方令其不能越區協助其
他黨友，目標是「霸得幾多得幾多」，以
便在明年立法會選舉時，以所建立的
「實力」，來與其他反對派陣營討價「

數」。

社民連部署只求搶位
就一直在「狙擊」問題上態度曖昧的社

民連，該政界中人坦言，該黨主席陶君行
從政多年來都未能晉身立法會，成為了他
的心結，故他派員參選的部署純粹以「搶
位」為主，希望一圓他「進軍立法會」的
「夢」，故根本就不會去動民主黨具地區實
力者，對民主黨的影響亦有限。

白鴿樂意配合扮告急
民主黨明知「人民力量」及社民連的

選舉策略，只是借高調狙擊民主黨來放
煙幕、轉移視線，根本「意在沛公」，故
該黨頻頻「告急」，該政界中人踢爆這只
是在「交戲」：反對派陣營每逢選舉都
愛打「告急牌」，雖然對方「並非朋
友」，但既然有利於己，民主黨自然樂於
「配合」，還要「七情上面」公開宣稱
「選情嚴峻」，實質這完全是該黨的選舉
工程之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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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言要馮檢基「歸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