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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前日在立法會恐嚇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唔係掟你雞蛋，就 掟你汽油彈呀，我話畀你

聽林鄭月娥！」特首梁振英指出，黃毓民的言論有恐嚇

成分，社會不能接受及姑息，特區政府會依法辦理。黃

毓民狡辯說他的恐嚇言論只是「溫馨提示」，又表示不

會收回言論。　

公然用恐怖主義手法恐嚇官員

市民都從電視上看到黃毓民恐嚇林鄭月娥令人毛骨悚

然的恐怖景象，黃毓民說是「溫馨提示」乃是侮辱市民

智慧。而且既然黃毓民在立法會之外表示不會收回恐嚇

言論，這意味 他的恐嚇言論已不受《立法會（權力及

特權）條例》豁免，必須受到法律追究。依法追究黃毓

民的恐嚇罪行，才能有效遏止流氓潑皮議員動輒恐嚇威

脅他人的行徑，有效打擊他們蔑視法律和踐踏法治的囂

張氣焰。

社民連、「人民力量」一幫暴徒，是香港帶有幫會性

質的民進黨式政團。2006年黃毓民與陳偉業、梁國雄成

立社民連時，就把台灣政治文化和議會暴力引入香港。

黃毓民等「三惡」在議會內擲蕉、掃 、爆粗和襲擊官

員，並將暴力政治從議會推移到社會。社民連、「人民

力量」一幫暴徒的暴力行徑，既反映幫會勢力向香港政

壇和立法會的滲透，也反映「台獨」勢力介入香港政

治。分裂後的社民連與「人民力量」，不僅其幫會性質

的民進黨式政團的特徵更加明顯，而且出現了採用恐怖

主義手法恐嚇官員的危險趨勢。　

目前香港公權力不彰，警權被遏制，行政主導落

空，流氓潑皮議員暴力行徑走火入魔。黃毓民「掟汽

油彈」的恐嚇事件再一次敲響警鐘。當務之急，立法

會主席必須大公無私、公平公正主持會議。立法會主

席主持立法會會議，對流氓潑皮議員用行動暴力和語

言暴力恐嚇和侮辱政府官員和公眾人士、阻礙特區政

府施政、攻擊中央政府的惡劣行徑，顯然過於縱容姑

息。市民都可以看到，流氓潑皮議員上演完議會暴力

後，立法會主席才「賊過興兵」，施施然予以警告或驅

逐出場，讓他們成功提早收工飲下午茶。主席曾承

認，其民建聯黨友或反對派都有議員批評他執法過

鬆，並表示「我當然會檢討」，希望主席能真正檢討，

不再縱容姑息議會暴力。

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應進一步收緊罰則

要扭轉流氓潑皮議員橫行霸道、無法無天的局面，立

法會主席必須公平公正主持會議。此外，流氓潑皮議員

不斷衝擊立法會議事規則，惟現行議事規則只能驅逐有

關違規議員離場，因此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應進一步

考慮收緊罰則，如參考外國做法，第一次違規時驅逐，

再犯則加重罰則，不能讓流氓潑皮議員每次上演議會暴

力後去飲下午茶，下次故伎重施，次次如此，無所顧

忌。

黃毓民等流氓潑皮議員奉行「我是流氓我怕誰」的無

賴哲學，把寬容當成軟弱可欺，把不屑當成束手無策，

由此肆無忌憚地在立法會玩 。這種流氓行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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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氓潑皮議員與「沒

毛大蟲」何其相似，

之所以橫行霸道、欺

凌他人，靠的就是一

個「潑」字。對此，建制派議員必須針鋒相對、激濁揚

清，要有《水滸》中楊志對牛二忍無可忍就無須再忍的

英雄本色，面對流氓潑皮議員耍賴不再啞忍。

面對流氓潑皮議員耍賴不再啞忍

議會暴力與暴民政治互相配合，成了反對派破壞「一

國兩制」方針，渾水摸魚、趁火打劫從而亂中奪權的手

段。當務之急，特區政府必須重振公權力，有法必依、

執法必嚴，法庭也不能為暴徒開脫罪責，才能維持有效

管治，保障社會安定繁榮，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和市民福

祉，並且為香港邁向普選創造良好的政治和社會氛圍。

正如特首梁振英指出，黃毓民說話中的恐嚇成分，是社

會完全不能接受的，特區政府不會姑息恐嚇言論、大大

小小的暴力行為，必會依法辦理。

若任由流氓潑皮議員騎劫立法會歪風愈演愈烈，本港

將在泛政治化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政府施政動輒得咎，

香港的發展原地踏步，市民生計得不到改善。為改變這

種惡劣的政治生態，筆者呼籲更多有志人士選擇走出台

前，為香港的前途出一分力。

原「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本周一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討論政制發展的會議上發言

時，公然以「掟汽油彈」來恐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特首梁振英點名批評黃毓民的言論帶有恐

嚇成分，香港社會完全不能接受，特區政府也不會姑息。的確，對黃毓民等流氓潑皮議員絕不能

縱容姑息，這幾個激進反對派議員騎劫立法會、動輒用暴力行動和語言暴力恐嚇和侮辱政府官員

和公眾人士、阻礙特區政府施政、攻擊中央政府、破壞兩地關係，其惡劣行徑罄竹難書。要扭轉

流氓潑皮議員橫行霸道、無法無天的局面，立法會主席必須公平公正主持會議，立法會議事規則

委員會應進一步收緊罰則，建制派議員必須針鋒相對、激濁揚清，特區政府和執法部門也絕不能

縱容姑息。

對流氓潑皮議員絕不能縱容姑息
蒯轍元

■蒯轍元

使用暴力搞亂香港，已經成為香港
「政壇教父」黎智英的最新動向。
《蘋果日報》昨日發表社論，為暴力
行為推波助瀾，而且顛倒黑白，插贓
嫁禍，說行政長官梁振英把市民的憤
怒推向暴力邊緣。其社論居然說：

「擲蛋不能傷人，只在於侮辱」，「黃
毓民在立會說等 來的不是擲蛋而是擲汽油彈，也
不涉暴力恐嚇，因為說到底這只是言論而不是緊接

有行動」云云。這些說話，暴露了黎智英的黑暗
心理。他以為可以隻手遮天，指鹿為馬。掟雞蛋不
是暴力襲擊，這不是人說的話。如果黎智英說不會
傷人，那麼，他就應該站出來，做一個實驗，看看
他的臉被雞蛋狠狠擊中會有什麼後果。掟汽油彈不
是暴力襲擊，他應以身試汽油彈，看看汽油彈的襲
擊，會造成怎樣的傷害？

香港現在可悲的地方，是「有錢可以使得鬼推磨」，
既能收買政黨，也可以收買大狀，做那些不堪入目、賤

格下流的事情。黎智英2010年送錢給社民連和公民黨，
他們立即俯首貼耳，攜手演出了「五區公投」的鬧劇，

「藍血貴族」和地痞流氓擁抱在一起。
黎智英要放狗咬人，要狙擊沒有在電視發牌照問題

上謾罵特區政府的無 電視台，就發起了「萬千熄機
襲無 」行動，社民連就成為其嫡系部隊，於無 台
慶之夜，在將軍澳無 電視城場外舉行送喪的「破地
獄」儀式，惡毒詛咒無 。黎智英發起攻擊《基本
法》、攻擊政改諮詢的浪潮，攻擊行政長官，社民連立
即赤膊上陣，使用雞蛋襲擊特區政府官員，又用「路
姆西」擲向行政長官。《蘋果日報》還在頭版頭條炒
作「路姆西」的下流新聞，要「路姆西」成為元旦遊

行的工具。接 社民連前主席黃毓民出場，宣稱要反
對按照《基本法》進行政改，反對派的暴力將會從掟
雞蛋升級為掟汽油彈。《蘋果日報》社論更美化黃毓
民的恐怖主義犯罪行為，企圖為其洗脫罪名。

誰是政壇大佬，誰是幕後黑手，誰是受人二分四的
幕前打手，已經暴露無遺了。黎智英吹噓的民主，其
實是台灣金權政治的翻版，利用政治捐款控制反對
派，然後推行暴力主義，把香港鬧得雞犬不寧。黃毓
民和肥佬黎曾因財失義，幾分幾合。一旦金錢落袋，
又跪在黎智英的腳下，充當馬前卒，企圖煽動暴亂把
2017年普選搞砸。危險訊號已經出現了，港人能不提
高警惕？

徐 庶暴力亂港新動向

蘇錦樑：電視電訊有差異不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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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繼續就香港電視發牌事件上糾纏不休。公
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在昨日的立法會大
會上提出書面質詢，試圖借題發揮，稱政
府分拆電訊頻譜以促進競爭，在電視發牌
上卻反其道而行，並再引用有關顧問公司
早前提出的質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蘇錦樑在回應時強調，免費電視服務及電
訊服務在發牌制度、相關法例以至規管架
構等並不相同，不適宜作直接比較，又對
有關的顧問公司所發表的見解，令公眾對
事件產生混淆感到非常遺憾。

發兩新牌讓發展有序

蘇錦樑昨日在書面回覆毛孟靜的質詢時
指出，政府的廣播和電訊政策都鼓勵競
爭，但兩個不同市場的狀況和發展步伐都
有差異，不應直接比較。當局在循序漸進
為免費電視市場引入競爭的前提下，批准

了兩間電視台的牌照申請，將免費電視台
的數目由2個增至4個，既帶來競爭，也確
保了市場能夠健康及有秩序發展，從而保
障公眾利益。

有關顧問指稱其報告從未提到要「三揀
二」，蘇錦樑強調，顧問報告只是行會審
議3宗免費電視牌照申請時所考慮的眾多
因素之一，而顧問根據3個申請機構提交
的業務計劃和估計，評估三個申請機構如
獲發牌對香港免費電視市場的影響，結果
顯示香港免費電視市場將難以支持5間機
構持續經營，而通訊事務管理局和政府就
顧問有關研究結果的理解都是一致的。

他說，行會考慮了所有相關因素，包括
但不限於顧問報告、顧問報告完成後有關
機構所提交的所有申述以及最新的市場狀
況等，有足夠資料作出有關決定，並對顧
問公司所發表的見解令公眾對事件產生混
淆感到非常遺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梁振英將於明年初發表任內第
二份施政報告。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及常務副主席田北辰等成員，昨日向
行政長官提交施政報告意見書，並以「經濟民生齊兼顧，培育人才創未來」
為主題，促請施政報告注重產業及教育政策相配合，發展多元產業，開拓
年輕人就業出路。該黨並提出146項包括經濟、安老、房屋及民生等政策建
議。

倡創意辦公室升級助青年出路

葉劉淑儀及田北辰昨日與行政長官會面後表示，感到梁振英有用心聆聽
他們的各方面建議，並對勞工短缺及創意產業發展有較大的關注。葉劉淑
儀表示，新民黨提出了成立科技局完善政府架構等建議，並指政府過去側
重地產和金融業，令年輕一代就業出路狹窄，促請政府發展知識型產業，
同時加強人才培訓，以創造較高增值的就業機會。田北辰則表示，現時本
港貧富差距大，倡政府推出「低收入在職八達通」，每日首3程，每程資助4
元。他又提議改革勞顧會的架構，確保能考慮宏觀經濟因素。

該黨並就經濟、教育、民生、安老、勞工及房屋等問題提出建議，包括
提升「創意香港辦公室」級別由財政司司長領導、成立「本地優才計劃」，
向政府獎學基金注資約17億元，以及將「院舍照顧補助金」提高至1,000
元。

另外，被問到全球最大搜尋引擎「谷歌」放棄在香港興建數據中心，會
否影響香港資訊科技產業的發展，葉劉淑儀表示感到可惜，但相信這是有
關公司的商業決定。她又指出，現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會鼓勵不同大型科
技公司來港，相信有不同的科技公司會考慮來港，同時香港優勢並非只在
數據中心等基建，在應用及其他方面都能發揮長處。

■新民黨昨向行政長官提交施政報告意見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撐助學狼公仔
CY行善兼 女

宜家基金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及救助
兒童會每年都會合辦的「毛公仔助學

行動」，每售出一件毛公仔或一本有關的兒童
圖書，宜家基金會便會捐10元，支持聯合國
兒童基金會及救助兒童會的兒童助學計劃。
救助兒童會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將會利用捐
款，加強亞洲、非洲及東歐的兒童教育項
目，狼形毛公仔Lufsig，是今年計劃的其中一
款毛公仔，由德國設計師Silke Leffler設計。

不介意惡搞 讚港人創意
不過，宜家在內地的分店將Lufsig譯為近

似廣東話粗言諧音的「路姆西」，反對派

「如獲至寶」。上周六， 在梁振英落區諮詢
市民對新年度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意見
時，一名社民連成員就以「路姆西」擲向梁
振英，有人借題發揮惡搞CY，形容「路姆
西」是「香港神獸」，有人更大手掃貨，營
造所謂的「搶購潮」、「炒賣潮」。

在昨日的特首網誌上，CY就幽默地以
《與狼共桌》為題撰文，並上載一張自己和
「路姆西」的合照。他說：「知道這隻公仔
近期『爆紅』，網下熱賣、網上熱炒，證明
港人創意無限，亦很欣賞銷售商以此作為助
學籌款之用，所以特別買了一隻送給女兒，
既做善事，又可以 女兒開心，提前送聖誕

禮物。」
有反對派中人聲稱，「路姆西」在搶購潮

下已經「賣斷市」，究竟CY從哪裡「入貨」
就不得而知了。

公仔變粗口 改名「路福西」

另外，瑞典宜家傢俬發言人昨日在回應傳
媒查詢時表示，宜家在為毛公仔命名時會盡
力避免粗口，同時不希望帶有政治的含意，
並對Lufsig的中文譯名被轉化成為廣東話的

「不幸翻譯」感到遺憾。內地宜家網站昨晚
已將「路姆西」改名「路福西」。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宜家傢俬（IKEA）趁聖誕推出

由瑞典設計師設計的「助學毛公

仔」，包括一款以狼為造型，名為

Lufsig的毛公仔，但其內地譯名

「路姆西」因近似廣東話粗口諧

音，香港反對派將這款原先載滿

善意愛意的玩具作為反政府道

具，更大手掃貨鼓動所謂的「搶購

潮」，並煞有介事地聲稱反映了香港普

遍市民對特首梁振英的不滿云。不過，

梁振英（CY）對此毫不介懷，大讚港人

創意無限，更認同公仔助學這概念，故

自己已買了一隻送給女兒做聖誕禮物。

特首梁振英昨日出席由香港

建築師學會主辦的「2013香港

—深圳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

開幕禮，藉展覽主題「城市之

邊」淺談港深關係。他在致辭

時指出，自己上世紀70年代初

到深圳協助當地的城市規劃

時，絕對想不到深圳會發展成

為1,000萬人口的城市，有必要進

一步探索兩者的密切關係。

■文：鄭治祖 圖：莫雪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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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特首網誌上，CY幽默地以《與狼共桌》為題撰文，並上載一張自己和「路姆西」

的合照。 特首網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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