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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文捏造事實誹謗他人 特首應捍衛聲譽

《信報》特約評論員練乙錚於1月29日在《信報》

刊出文章「誠信問題已非要害　梁氏涉黑實可雙

規」，指特首梁振英「靠黑道資源上台」，「炮製黑底

民意」。梁振英為此向《信報》發出律師信，指該報

發表的練文涉誹謗成分，《信報》隨即刊登聲明道

歉。由於首次有特首向傳媒發出律師信，事件引起輿

論的廣泛關注及議論。儘管反對派攻擊特首此舉是

「打壓言論」，有「威嚇傳媒」之嫌，但有不少輿論指

出，練文「有不少攻擊性和侮辱性的言詞，其中所陳

述的觀點也絕無事實根據」。尤其是指稱特首涉黑，

依據香港《社團條例》，凡自稱為「黑社會成員」的

已構成刑事罪，更何況在沒有證據下，妄自判斷別人

「涉黑」？特首循法律渠道維護自身權益和聲譽合情

合理。正如前布政司鍾逸傑指「誹謗就是誹謗」，若

不正視後果將十分嚴重。

對於特首應否向傳媒發律師信，有輿論引用了外國的

例子以作參考。2010年3月24日，《紐約時報》國際版

子報《國際先驅論壇報》在其評論版刊登啟事，向新加

坡前總理李光耀及其總理李顯龍致歉。聲明說：1994

年，《國際先驅論壇報》評論版編輯Philip Bowring(公民

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丈夫)向李光耀父子「承諾」不在

任何文章中「說或者暗示」李顯龍是通過其父親李光耀

的裙帶關係而當上新加坡總理。但其後又在一篇評論

中，Bowring再次把李氏父子加入「亞洲王朝政治」名

單，令人誤會李顯龍當選是靠其他因素。這宗案例十分

著名。這說明誹謗政治人物不是「法外之地」，傳媒也

不是可以為所欲為的。

有輿論更指出，練文的嚴重指控不僅是對梁振英的

誹謗，而且是對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

會的誹謗，對支持梁振英當選行政長官的大多數市民

的誹謗，也是對特首選舉期間各個民意調查機構的誹

謗，已經逾越了言論自由的界線，必須嚴肅處理。

《新報》社評亦提到「以《信報》一貫以來的反梁立

場，如果不予以即時的制止，恐怕這個指控便將蔓延

開去，以後的評論都會建基於此了」。始終，在香港這

個法治社會，特首也有權利透過法律行動「維權」。

車公廟下籤 提示社會放下政爭謀發展

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於年初二為香港在車公廟求得95

號下籤，籤文是：「駟馬高車出遠途，今朝赤腳返回

廬；莫非不第人還井，亦似經營乏本歸。」解曰︰

「宜慎小人，凡事不利」。旋即在本港社會掀起一陣解

籤和尋找誰是小人的熱潮。不過，有輿論亦指出，求

得什麼籤並非最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齊心一意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求得下籤反而警示市民未來可能會面

對不少挑戰，更須放下政爭，共謀發展。

《議事論事》縱容「港獨」言論挨批

最近一集《議事論事》討論有關議會內外分化的議

題。最受外界爭議的，是港台竟然邀請了「我 係香

港人，唔係中國人」發起人陳梓進出席討論，在大氣

電波上肆意發表鼓吹「港獨」的言論。當在場的愛護

香港力量陳淨心指斥其言論不當，並質問港台「係咪

支持『港獨』」時，竟被主持人李鵬飛反唇相譏：

「你知唔知港台編輯自主和有言論自由？」有輿論指

出，港台固然享有編輯自由，但絕對沒有鼓吹「港獨」

的自由。《基本法》列明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

分割的部分，在香港「搞港獨」既沒有市場，也與

《基本法》相違，港台作為公營電台，又豈能鼓吹

「港獨」？

此外，陳淨心在節目中受到各反對派中人圍攻，在

被社民連梁國雄問到「係咪建制派」時，她說「我係

咪建制派關你叉事呀」，但「叉」字在節目播出時被

「嘟」一聲掩蓋。有分析指出「叉」不屬於粗口，不

必以「嘟」掩蓋，港台此舉令人誤會她在節目中「爆

粗」，明顯有誤導之嫌，更連累她受到反對派支持者

連日來的人身攻擊。難怪工聯會的潘佩璆醫生都在社

交網站留言，指陳淨心係一位「年輕女士」，港台咁

做法確實會損害當事人聲譽，應該鄭重道歉。

「長期佔領中環」論難獲社會支持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接連發表多篇文章，闡

述其「長期佔領中環」的主張，以此作為政改談判時的

籌碼。有輿論指出，「長期佔領中環」不但違法，參與

者將面臨被檢控的結果，而且對市民造成極大的影響，

根本不可能得到市民支持及認同。就是同為激進派的公

民黨主席余若薇也表示，「佔領中環即使有一萬人支

持，卻有十萬人出 話你令到佢無工開，咁點先？」事

實上，浸大的民調顯示只有13%港人支持以激烈手法抗

爭，更遑論「長期佔領中環」的極端行動。

上周適逢新春假期，本欄暫停一周。在這兩周中，較為引人

關注的事件是，梁振英向《信報》發出律師信，指該報發表的

練乙錚文章涉誹謗成分。儘管反對派借機攻擊梁特首，但有不少輿論指出，練文在毫無事實

根據的情況下指控特首「涉黑」，完全是一種誹謗，應該受到譴責，特首有權透過法律行動

「維權」。新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在春節期間為本港在車公廟求得一支下籤，在社會上引發不

少解讀和議論。輿論亦關注到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倡議的「萬人佔領中環」論，與本

港的核心價值和社會利益相違，連公民黨主席余若薇也指方案「難獲主流民意支持」。對於港

台節目《議事論事》縱容「港獨」，其偏頗的立場也受到輿論斥責。

練乙錚誹謗特首遭譴責 港台鼓吹「港獨」被質疑文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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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黨得寸進尺
鴿黨拉攏失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近年推動專業、高增值產
業，使更多的年輕人有機會獲得更有質素的就業機會。財爺
曾俊華亦有「筍工」介紹，昨日於最新網誌上全力推介「專
業飛機維修工程師」這個專業「藍領」行業，形容香港和內
地的航空業發展迅速，「我相信香港訓練的專業飛機維修工
程師將會非常吃香」。不過，他亦提醒，要成為飛機維修工程
師並不容易，必須要能吃苦耐勞，「不論哪個行業，最後取
得成就的，總是那些有目標、有決心、有毅力、不怕辛苦的
人」。

籲報職訓課程 逐步「升呢」至工程師

社會上不時都傳出「有人無工做」、「有工無人做」的消
息，財爺坦言，每聽到這些情況，總會分外焦急，希望可以
出一分力，撮合兩者。曾俊華昨日就在網誌上向年輕人大力
推薦「專業飛機維修工程師」，「年青人入行(飛機維修員)的
門檻並不算很高」。有興趣加入飛機維修行列的年輕人，可以
考慮報讀職業訓練局的飛機維修高級文憑課程，畢業後可獲
聘為見習技術員。業界會提供在職培訓、進修機會和晉升階
梯，讓見習技術員逐步累積經驗，考取民航處的相關執照，
一步一步成為能夠獨當一面的專業飛機維修工程師。
目前，香港的飛機維修業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有能力為多

種大型民航機進行大規模維修。香港機場航班升降量每日平
均接近1,000架次。每次起飛前，飛機皆須要接受基本的檢查
和維修；飛機也需要定期進行深入的檢查和維修。財爺說，
飛機維修是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重要一環，特別是
隨 香港機場愈來愈繁忙，飛機維修的需求也必與日俱增。

發展空間大 需培育大量新血

他認為，飛機大型維修的巿場已非常國際化，除了服務香
港的飛機外，香港業界也可為服務其他地區的飛機進行大型
維修。他上月底訪問香港飛機工程公司時，便有一架747沒有
載客專程從美國飛到香港進行大修，可見香港業界在這方面
有相當的競爭力。「香港的飛機維修業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需要招聘大量人手，培育新血，以支持業界長遠發展。」
不過，財爺亦嘆言，香港飛機工程公司的管理層曾透露，

他們的招聘工作並不算很順利，很多時未能達到招聘目標，
也有不少獲聘的見習技術員在首半年離開。箇中原因很多，
在停機坪工作日曬雨淋非常辛苦、到機場上班長途跋涉、也
有些因家人覺得飛機維修是「藍領」工作而被「勸退」等
等。「每個人有自己的選擇和原因，沒有對錯之分。但是，
不論那個行業，最後取得成就的，總是那些有目標、有決
心、有毅力、不怕辛苦的人。」
財爺又重申，特區政府一直很 緊經濟發展、吸引投資，

不是要「做靚盤數」、不是要「幫人賺錢」，而是希望不同巿
民可以有更多有質素就業機會、更多樣化的就業選擇。「對
基層巿民來說，「一份工」往往是改善全家生活的契機；對
年青人來說，「一份工」可能是尋覓和實踐理想的起點。」

民主黨於去年立法會選舉中試圖以政改問
題攻擊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圖爭取

激進選票，結果當然慘遭滑鐵盧，但該黨未有
痛定思痛，不去反思自己在選舉期間突變激進
令支持者無所適從，反而將該黨失利的原因歸
咎於「不夠激進」，故在立法會選舉後，一直
由民主黨主導的普選聯早前高調宣布進入「休
眠期」，並指會召開「高山大會」，另組政改平
台，以「吸納更多新成員參與」。

接受訟黨條件：鄭宇碩任召集人

有普選聯成員私下坦言，普選聯在去年立法
會選舉期間被公民黨及社民連等圍攻後，變得
「五癆七傷」，故在面時新一輪政改討論時，希
望拉攏公民黨及社民連，及從社民連分裂出來
的「人民力量」等成為「自己人」，以避免未
來選舉再被圍攻，故最終接受了公民黨所開出
的條件，包括解散普選聯，另組新政改平台，

及接受該黨提出由鄭宇碩任新平台召集人的建
議。
該名普選聯成員指出，儘管民主黨不斷讓

步，但公民黨仍然說話多多，「執埋普選聯，
要鄭宇碩做新平台召集人，都係公民黨 (參
與)條件。民主黨全部都答應晒，但公民黨就
扭 扭去，一邊話坐埋一齊傾，轉頭就大鬧普
選聯，而 現在重組新平台 過程中，公民黨
就要求又多多，開出條件又多多，但全部都係
得把口講」。
他直言，與社民連合作大搞所謂「五區公投」

的公民黨，事實也流失了不少中產支持者：
「公民黨願意加入新平台，是因為完全睇到
『公投牌』打唔響，於是『金蟬脫殼』來『洗
底』，尤其大狀黨(公民黨)根本只識靠把口講
，要落實到動員同組織就有心無力，最後咪

又係推畀民主黨同教協負責！」公民黨是次在
組建新政改討論平台時「 盡 數」，已經引

起了很多原有普選聯的成員不滿，故相信未來
一段時間，公民黨及民主黨將會上演好戲連
場。

新民盟擬加入 唔執輸免收風「蝕章」

該名普選聯成員直指，即使民主黨曲意逢迎
公民黨，也不代表可以拉攏其他反對派黨派成
為「自己人」：「上次職工盟、街工都係普選
聯成員，李卓人都有份入中聯辦，後來見勢色
唔對就走人。 家連新民主同盟都講會加入
(新平台)，其實完全係抱住唔執輸 心態，以
免咩資訊都聽不到就會很『蝕章』，決定參加
都是抱住收料心態居多，到時會唔會好似職工
盟同街工等『有功就領，有鑊就卸』，實在好
難講。」
另外，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昨日在與傳

媒聚會，被問及有報章高調提出要由鄭宇碩任
「新平台」召集人時未有具體評論，只說新召
集人除了需要反對派各方接受外，也應該具有
組織、動員能力，「學者不是不好。(香港中
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他們都知道，
自己學術理論強，但組織經驗缺乏，所以當年
都不會走得很前」。他又說，未來香港普選的
討論，相信要待全國「兩會」於3月結束、中
央各部門主事人安排落實後，形勢才會較為明
確，反對派暫時沒有任何具體工作可以做，而
自己對政改「不會太過灰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民主黨在商討2012年政改方案時表現較為理性，被「搞激」的公民黨及社

民連追擊，遂走上「歪路」。據反對派中人透露，民主黨於早前將其主導的

「終極普選聯盟」解散，並成立「新政改平台」，更「放風」願意讓「公民黨

傀儡」鄭宇碩任召集人，正是為了爭取公民黨及其他反對派激進政黨的支持

的動作。不過，公民黨在商討新平台時意見多多，令民主黨「自作自受」，估計

未來會與公民黨展開新一輪的「政治鬥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農曆年初七
又稱為「人日」，中國傳統視之為眾人生
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日前探訪了
一戶居住在旺角舊樓「 房」的單親家
庭，戶主是一位在內地略受過教育的新來
港媽媽，要獨力撫養8歲的女兒，但仍堅持
外出工作。張建宗坦言，很欣賞該名母親
積極面對各種生活擔子的態度，並自我提
醒，身為政策制訂者，時刻都要「以人為
本」，尤其是在民生範疇，盡力確保有需要
的人得到所需支援和扶助。

助有工作能力者自力更生

張建宗日前在其《局長網誌》中以「人
日隨想」為題撰文，指中國有些地方在
「人日」都會吃「七菜粥」，其中少不得芹
菜和蔥，取其象徵勤奮和聰明，反映出中
國人認同以個人努力改善生活和取得成就
的傳統價值觀，但近日香港社會上有聲音
擔心這種優良的傳統價值觀正漸漸沒落，
又關注到現時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即綜
援制度能否有效協助有工作能力的受助人
自力更生。
不過，他引述數據指，在2012年12月

底，有269,239宗個案在綜援計劃下獲得援
助，較2011年同期減少了2.7%，其中絕大
部分屬於年老、永久性殘疾、健康欠佳及
單親等類別，約佔綜援個案總數的85%，
單親和低收入家庭領取綜援的個案分別有
30,903宗和10,339宗，與2011年12月比較，
分別下跌6%和16.1%。至於領取失業綜援
的個案，則更連續40個月下跌至23,98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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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昨日和太太

與傳媒茶 。他笑說，自己今年可謂

「驛馬星動」。單仲偕說，自己5月底要

飛到美國參加細仔的中學畢業禮，6月

初再飛多次去美國，出席大仔大學畢業

禮。身為人父的他不無感慨地說，修讀

經濟的大仔已經在美國找到工作，不回

港了，而身為摔角高手的細仔，就會修

讀運動學，將興趣成為自己的學業。他又提

到，自己近日被醫生要求減磅，一向喜歡研

究食譜的他，對此「真係好有難度」，並笑

說自己今年還希望「挑戰高難度」，就是要

嘗試焗法國麵包。 圖、文：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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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參觀飛機見習維修員在職培訓情況。 曾俊華網誌圖片

■劉國權 攝

為與廣大市民慶祝蛇年，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新界東總幹事葉偉明聯同地區

和工會代表，於昨日在沙田及馬鞍山區舉行花車巡遊，並向新界東居民派發數千個

工聯會幸運風車。花車由大圍出發，途經沙田及馬鞍山多個主要屋 、屋苑，至

安 結束，歷時3個多小時。他們祝願新界東居民新年快樂，「人人有工開、個個

有薪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林健鋒：唐宅梁宅僭建性質不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就特區政府在前政務司司

長唐英年大宅僭建事件中票控多人，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
(見圖)昨日被問及有關問題時表示，相信特區政府作出的
行動有理據，「政府亦應根據其理據，去作出起訴或調
查」。
他又認為，特首梁振英的山頂大宅僭建與之性質不同，

不應相提並論。就唐英年在事件中無被起訴，林健鋒認
為，這是根據調查結果和相關理據而作出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