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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載，受社民連和「人民力量」4名立法會議員「拉布」

的干擾，特區政府提出的《撥款條例草案》已經拖延多

時。若干名司長和局長已經警告，政府和資助機構將無

法如常運作，醫療、教育和民生等服務將受到影響。然

而，發動「拉布」的社民連梁國雄還表示絕不退縮，

「人民力量」的陳志全還在說政府「靠嚇」，自製「財政危

機」。

雖然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已正式決定「剪布」，預算案

辯論在昨日結束並付諸表決，但筆者想不明白，為何當

初有選民把這樣的「人」送上議會？也想不明白，既然

立法會「拉布」了，為何「始作俑者」的立法會不首先

受到衝擊？還要別人代為受苦。如果立法會議員不講道

義，就是選民的代表不講道義，香港還有希望嗎？

香港現已經歷了五次「拉布」，補缺方案、架構重組

兩次不直接涉及撥款，但涉及政治法例的問題；高鐵撥

款、長者生活津貼和本年度預算三次直接涉及政府財

政，一次比一次鬧得兇，影響一次比一次大，難道立法

會中就沒有有識之士，難道特區政府就無能為力了嗎？

主席「剪布」合法合理符港利益

據香港媒體說，立法會主席應當「剪布」，民意也是

如此。立法會有「拉布」、就有「剪布」，符合陰陽之

道，符合對立統一規律。《立法會議事規則》第九十二

條授權主席參照其他立法機關慣例程序行使裁量權，既

然外國議會中有禁止「拉布」的，有允許「剪布」的，

主席當然可以「禁拉」，也可以「開剪」。只要符合香港

特區的整體利益，又有何不可？

現在的問題並非要求主席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的勇氣。立法會中已有一半議員簽名要求主席「剪

布」，但主席前一段時間還在遲疑不決，擔心有人提出

司法覆核，害怕「剪布」被法官認為「不合法」、「不

合理」、「不符合法定程序」。他要坐在牆頭上，兩腳

地，穩穩陣陣才放「開剪」。這樣的擔心其實是不必要

的，筆者看過不少涉及立法會官司的判詞，法官視議會

若「神明」，視議會為「主權機構」（儘管對此筆者並不

苟同），豈會妄議主席「剪布」！難道法官就不擔心惹

來「狗咬耗子」之閒談嗎？

《漢書．霍光傳》有「當斷不斷，反受其犯」之名

句，說昌邑王臨死才後悔不早處置霍光等人。儘管香港

與漢朝故事的客觀環境完全不同，但以史為鑒的效用總

是有的。得到半數同僚的支持，主席如果還不敢行使法

定的裁量權，還不願意尊重民主秩序，就會追悔莫及。

對基本法和有關議事規則作正確理解

香港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出現了五次「拉布」，耽

誤了正經事不說，還浪費了公帑、浪費了議員們的生

命。人的生命是以時間來計量的，「拉布」浪費了時

間，浪費了時間就是浪費了生命。但浪費了生命還不知

覺，這說明香港真的「病」了，香港立法會真的「病」

了，香港立法會議員們真的「病」了。

到底所患何病？患的是把《立法會議事規則》，甚至

是下屬的各種委員會的會議程序，凌駕於香港基本法的

大病。過去特區終審法院自以為享有不受限制的解釋基

本法的權力，試圖凌駕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之上，還

試圖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進行再釋法，留下了「雙

非」問題的後遺症。現在儘管「雙非」問題尚未解決，

但終審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開始謹慎了。當前反而是立法

會頭腦膨脹了，以為可以以議事規則和會議程序取基本

法而代之。

這種病態的安排可逞一時之效，但不可能有永久之

功。基本法第七十五條第二款明文規定，「立法會議事

規則由立法會自行規定，但不得與本法相抵觸」。這裡

所說的抵觸不但是指基本法的文字和詞句，而且是指基

本法的原則和精神。當然，正確理解基本法的原則和精

神並不容易，讓立法會和香港廣大市民的大多數明白尤

其不容易，但並非不可能。立法會能對基本法和有關的

議事規則作正確理解是上策，被迫修改是中策，不願正

確理解又不願修改是下策。何時「明湖映天光，徹底見

秋色」（唐．李白《秋登巴陵望洞庭》），這需要時間來

證明。

香港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出現了5次「拉布」，耽誤了正經事不說，還浪費了公帑、浪費了

議員們的生命。這說明香港立法會真的「病」了，患的是把《立法會議事規則》，甚至是下屬

的各種委員會的會議程序，凌駕於香港基本法的大病。基本法第七十五條第二款明文規定，

「立法會議事規則由立法會自行規定，但不得與本法相抵觸。」這裡所說的抵觸不但是指基本

法的文字和詞句，而且是指基本法的原則和精神。當然，正確理解基本法的原則和精神並不容

易，讓立法會和香港廣大市民的大多數明白尤其不容易，但並非不可能。立法會能對基本法和

有關的議事規則作正確理解是上策，被迫修改是中策，不願正確理解又不願修改是下策。

治理立會「拉布病」須正本清源
宋小莊 法學博士

港台節目《左右紅藍綠》，昨日以

「拘捕陳玉峰有政治動機」為題邀請

了「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的朱耀

明為嘉賓。但整個節目卻儼然變成

了朱耀明炒作「陳玉峰事件」，鼓吹

「佔中」的舞台。他在沒有證據之下

「推想」警方在事發後兩年才拘捕陳

玉峰，並且故意選在「『佔中』籌備工

作密鑼緊鼓之時」，背後顯然是有政治

目的，是要政治打壓「佔中」云云。

朱耀明身為神職人員，竟然歪曲事實

炒作「佔中」固然令人失望，但最令

人不滿的是港台作為公營電台，竟然

以公帑資源讓「佔中」人士炒作事

件，鼓吹違法抗爭，其偏頗方針更須

譴責和追究。

港台以「拘捕陳玉峰有政治動機」

作節目標題，連一個問號也懶得加

上，已經說明港台製作節目的立場，

而邀請朱耀明作嘉賓更是連一絲一毫

的避嫌都不顧。朱耀明在節目上的表

現完全沒有一點神職人員的樣子，反

倒更像一個反對派政客，他對警方的

種種指責，都是上綱上線張冠李戴。

陳玉峰「延後拘捕」的原因是她一直

拒絕與警方合作，千方百計拖延檢控

所致。如果警方故意「延後拘捕」陳

玉峰是為了打壓「佔中」，然則何以不

多留一些彈藥，將其他被告都留待

「佔中」後才拘捕？況且，警方如何知

悉兩年後會有「佔中」出現，難道警

方有水晶球預測到陳玉峰將會成為

「佔中」義工，所以要預先留下伏筆，

以便兩年後震懾「佔中」？朱耀明恐

怕是將警方當成是先知上帝了。

陳玉峰身為實習律師當然知道要到

警署辦理手續，為什麼一直知法犯法

迴避拖延，最終迫使警方要將她拘

捕？原因就是要製造自己被政治打壓

的形象，爭取傳媒與社會的關注，將

自己打造成「抗爭女神」。而且，陳玉

峰是「佔中」主要策劃者，她自然知

道自己身份敏感，只要令警方高調將

她拘捕，變相可以為「佔中」大做宣

傳，激發市民不滿為「佔中」推波助

瀾。因此，所謂「延後拘捕」只是陳

玉峰與「佔中」人士自編自演的鬧

劇。朱耀明要炒作是他們自己的事，

但何以港台竟然要擔當其傳聲筒呢？

港台在節目安排與選角上顯然是經

過安排的。在節目前一晚陳玉峰高調

發表聲明炒作自己被政治打壓，矛頭

指向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一眾「佔中」

人士當晚又到警署「集體自首」意圖

癱瘓報案室。翌日港台就立即安排朱

耀明做節目嘉賓，時間上的巧合說明

港台是有意為「佔中」宣傳。如果港

台沒有政治考慮，為什麼不邀請法律

界人士評論案情？為什麼不邀請熟悉

警界運作人士解釋拘捕程序？而要找

一個「佔中」發起人，一個有明顯政

治立場以及利益衝突的朱耀明作嘉

賓，可以預計其言論肯定是繼續炒作

拘捕事件，肆意抹黑警隊，炒作違法「佔中」，難

道這就是港台想得到的效果嗎？

《左右紅藍綠》節目內容有明顯政治傾向、邀請

嘉賓嚴重偏頗、標題更是明火執仗的政治導向，這

樣一個節目出現在《蘋果日報》不足為奇，但港台

由公帑營運，竟然製作出這樣的一個節目，不啻是

以公帑資助「佔中」人士的違法抗爭，作為一個公

營電台，這些行為是不能容許的，也違反了港台

《節目製作人員守則》中「必須以公正不偏的態度

處理」的規定。對於港台公然縱容朱耀明在節目上

炒作「佔中」，市民不禁要問，難道支持「佔中」

是港台的「官方立場」？如果是的話，政府又有什

麼需要每年以大筆公帑營運一個反政府、反中央，

而且內部管理混亂、一塌糊塗、貪污頻生的電台，

這樣一個電台究竟還有沒有存在的意義，這是市民

應該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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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早前有報道指，特區政府要求各部門在制定政策時，要

評估內地社會的反應。多位反對派議員昨日於人事編制委員會上借此「發難」，聲言有關

做法「等於要跪 度，睇人面色，所有政策都要問所有內地官員、部委的同意」。不過，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署理常任秘書長梁松泰回應時反駁，特區政府的政策制定是必須以港

人的利益為依歸，「我們並無要『睇人面色』這個所謂的睇法」，但隨 內地與香港交往

頻繁，有些內地人對香港政策有誤解，特區政府可在公共關係上做一些措施，消除有關

誤解。

立法會人事編制委員會昨日通過由今年7月1日

起，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1個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職位(首長級薪級第三點)轉為常額職位，以及

保留1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首長級薪級第

二點)，為期3年，以全面落實2013年《施政報告》

提出有關加強「內交」的重點措施，以及深化香港

與內地的區域合作。

反對派借申編制「食住上」

不過，多位反對派議員於會上藉這個人手編制申

請「打蛇隨棍上」，引述報章指有關政策制定需評估

內地反應的做法，批評是放棄「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公民黨議員郭家麒更形容，這是相當嚴重的

情況，很擔心內地的反應會影響特區政府施政，

「實事求是做好內地與香港融合，不等於要跪 度，

睇人面色，不是要問所有內地官員、部委」。民主黨

主席劉慧卿亦質疑有關做法是破壞「一國兩制」。

梁松泰：港人利益為依歸

梁松泰回應有關講法時強調，特區政府制定政策

必須是以香港市民、社會大眾的整體利益和長遠發

展為最重要的依歸，「我們並無要睇人面色」。因

應內地與香港交往日益頗繁，當局在制定政策時，

在基於港人利益為依歸的大前提下，亦會考慮是否

有一些內地民眾對有關政策有所誤解，可能需要從

公關角度去做一些評估，並做一些相應措施。「大

家可以放心，我們制定政策必須按 『一國兩

制』，以香港人的利益為最終依歸」

李慧 ：評估反應很自然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議員李慧 亦反駁郭家麒

和劉慧卿的講法指，政策制定要多角度、多方面思

考，特別是涉及內地與香港的政策，加入評估內地

反應是很自然不過。「如果有些政策會影響到內

地，便給政策制定者和議員有多一個參考，絕非郭

家麒所說是要看人面色，最重要的是以香港整體利

益為依歸去決定政策。」

黃國健：裝修都顧及鄰居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亦指出，特區政府在制定政策

時考慮內地因素是很正常，「我屋企裝修都要考慮

是否會吵到隔離」。但他批評，政府在這問題上的做

法較「鬼祟」，應大大方方告知外界當局的做法。梁

松泰回應指，當局對有關內地影響的評估都有向立

法會交代，與議員開誠布公地討論。至於有關評估

內地反應的報道涉及行會工作，他不作評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日在立法會會議
上，與主席曾鈺成發生「口角」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蔣麗芸(Ann)昨日表示，自己正努力背議事規則，希望
能夠對議會辯論過程達到「滾瓜爛熟」的程度。Ann姐
更稱：「我是新入局議員，對議事規則不太熟悉是OK
的，如果入了會10多年，仍然唔識的話就有問題。」

Ann說，她入立法會後首個月，已經想背議事規則，
「因為議會內所有人都在玩議事規則，沒有其他工作，
既然議事規則這麼重要，自己便決心將其背熟，議事
規則不多，數十條，有信心可以背畢的，目前正背誦
表決安排部分」。她又指，其實議事規則有很多彈性，
主席有很大權力維持會議正常進行：「主席成日要大
和解，擁抱反對派，但鬼擁抱你咩，差些連辦公室都
燒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受立法會「四丑」
拉布累事，其他立法會議員都被困議事廳，由於有
700多項修訂案需要審議，估計如無意外，最快亦要
到今日晚上9時左右才能完成。政治環境雖然沉悶，
但亦有喜訊傳出。繼民政事務局局長政治助理徐英偉
將於暑假期間榮升第二任父親外，其民建聯黨友梁志
祥也將於今年7月份榮升「爺爺」，祥哥的大兒子即將
為人父親。

「祥主席」近日相當開心，昨日透露，去年1月結
婚的大仔很明父母心，今年已成功造人，即將做爸
爸：「阿仔在中環建築公司內工作，他與太太兩人都
很喜歡小朋友，所以結了婚後很快便有BB了。」大仔
已知BB的性別，反而爺爺卻不想提早得知：「我就叫
他唔好講畀我聽，初時見新抱個肚尖尖，按照老人家
經驗，肚尖多數是生仔，後來見個肚圓了，我真係唔
想再估了，待出了世之後才算。」

「祥主席」絕無重男輕女，笑指今時今日後生仔

「肯生已經很好，仔女都沒問題」，又指目前最頭痛是

為小朋友改名，「我那輩人是按照族譜改名，但到我

個仔 代已經無跟了，改名真係好頭痛，加上現時立

法會拉布，令到改名工作暫時擱置住，我（當年）改

兩個仔，已經改到頭都痛晒，最後如果改唔切，就推

番畀佢老豆負責啦」。

義工知喜事 幫手煲薑醋

「祥主席」為改名頭痛，太太就忙於煲薑醋，幸好

一班義工得知喜事，紛紛出手幫助：「現時已經煲了

30斤薑醋了。」

Ann蔣誓言惡補議事規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
來與新民主同盟「越走越近」的公
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昨日就以
所謂「香港本土」組織名義，聯同
新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到政府
總部門外示威，要求當局限制「自
由行」及取消一簽多行，稱大量內
地客來港引起走私客問題及影響港
人生活。

毛孟靜及范國威向政府代表遞交1
萬名市民簽名，要求限制「自由行」
及取消一簽多行，聲言近期的走私

水貨問題，以至香港就個人遊的承
受能力，令香港市民受到「文化衝
擊」及日常生活受阻，例如刻意更
改指示牌為簡體字，似有「統戰」
之感。

被問到當局引述數字指走私水貨客
近六成為港人，要求取消一簽多行變
相影響其他內地客。毛孟靜聲言，內
地當局審批時理應嚴格分辨正常旅客
與水貨客。范國威則稱，當局引述的
港人及內地客僅為今年一月首兩個星
期，未能真確反映趨勢云云。

毛孟靜范國威示威「炒冷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近

日有言論指「五四運動」紀念日推廣
「尊重與包容」，忽略對民主精神的推
廣。青年事務委員會昨日召開會議，公
民事務委員會亦有匯報到近期推廣「尊
重與包容」的工作，並指有關推廣為每
年年度的主題。主席陳振彬會後被問到
有關事件時指，「五四運動」提倡的是
民主、進步及愛國精神，並非單單某一
種精神。他說：「我相信這些務求強國
的重要元素，是寓意年輕人要好好裝備

（自己），對國家貢獻。」至於提倡「尊

重與包容」是否忽略「五四運動」的民
主精神，陳振彬相信，追求民主，不同
人均有不同意見，有需要尊重不同人的
決定，同時民主的精神亦並非「以大欺
小」，而是互相包容及尊重。

另外，昨日會議又通過與樹仁大學商
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合作，

「香港青年競爭力研究計劃」的第一階
段工作，未來將進入問卷調查研究階
段。陳振彬表示，研究工作是希望可以
透過數據化的指數，了解青年人的競爭
力，加強青年人個別範疇的能力。

陳振彬：民主需互相包容尊重

梁志祥榮升阿爺 拉布阻改名

新政顧內地反應
消誤解非睇面色

■Ann蔣表示，希望能夠對議會辯論過程達到「滾瓜爛

熟」的程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