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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虐打印傭的女子羅允彤，被控刑
事恐嚇、有意圖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
及普通襲擊等7項罪名，昨日在觀塘裁
判法院提堂。辯方在庭上特別強調，羅
允彤為土生土長香港人。為甚麼辯方在
庭上如此突出的澄清疑犯的香港人身
份？原因是近日有傳媒誤報羅為新來港

人士，引發大量上綱上線的評論。辯方
的澄清摑了近日不斷利用虐傭案抽水、
挑動族群對立的極端分子和傳媒一記響
亮巴掌，也暴露了他們反中已經失去常
性，失去了基本的道德人格。
虐傭案引起全城憤怒，施暴者殘害女

傭泯滅人性，更成為了眾矢之的。不過

在事件揭發後，突然有人在網上傳出涉
案施暴者是新來港人士，更言之鑿鑿的
介紹其背景。然而，有關傳言全屬一家
之言，並無任何證據，大部分傳媒對這
些捕風捉影的傳聞一向極為慎重，不會
輕率引用，唯獨是《蘋果日報》卻如獲
至寶，隨即在頭條新聞中引用了這條消
息，指「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皮膚白
皙、樣子不錯的羅婦為人貪靚，喜歡照
鏡，又愛在人前炫耀財富。據悉，她從
內地移居來港，早年曾居住黃大仙東頭

邨一單位，婚後生活越見富貴」。報道
中所謂知情人士不過是子虛烏有，是
《蘋果》記者在網上看到這些傳言，在
沒有查證之下就引用在報道之上，這種
做法不但違反了新聞操守，更是別有用
心。
在《蘋果》的推波助瀾下，謠言更加

不斷傳播，有極端分子更在網絡上對新
來港人士肆意攻擊。事實上，不論是甚
麼人，幹下如此令人髮指的惡行都是不
能容忍，當中關鍵的是行為本身，而非

施暴者的背景身份。有人故意散播謠
言，目的顯然是要將新移民妖魔化，挑
起市民對新來港人士的不滿，用心極為
惡毒。由於謠言三人成虎，更令辯方不
得不在庭上澄清。
這次造謠事件不禁令人深思再三。謠

言要澄清不難，最難在於改變一小撮極
端分子逢中必反、舉凡與內地有關的人
和事都排斥的心理，也難在令一些毫無
操守的傳媒尊重事實不再造謠。這比起
澄清謠言恐怕困難百倍。

《蘋果》借虐傭案造謠反中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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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在會談中，戴夫人是帶着「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
論」來的，但鄧小平堅決表示「主權問題不能談」，之
後戴夫人拋出「主權換治權」也未奏效，於是再玩弄
「三腳凳」花招，亦被鄧小平嚴詞駁回。戴夫人的花
招，實質都是置中國主權於不顧，企圖將香港變為獨立

的政治實體。但她沒想到鄧小平在主權問題上的立場會
那麼堅定，毫無通融餘地，她不由得神思恍惚，會談結
束後栽倒在人民大會堂石階下。

戴夫人跌跤的故事，說明任何人企圖將中國的香港變
成獨立的政治實體都是癡心妄想。其實，曾經統治香港

的英國人對此也一清二楚。第廿二任香港總督葛量洪坦
承：「與大多數的英國殖民地不同，香港最基本的政治
問題不是自治或獨立，而是一個對中國關係的問題」，
「因為香港永遠不能宣布獨立」。1966年9月2日，英
國殖民地事務大臣弗雷德里克．李（Fredrick Lee）在香
港公開指出：「香港的政制發展有明顯的限制，因為香
港不能像其他屬地的演變一樣，希望達成自治或獨立的
地位。」戴夫人跌跤的故事，也從另一方面說明英國知
道中國要收回香港時，才無視「香港永遠不能宣布獨
立」的事實，以至於碰了壁。

英國自1841年起管治香港長達140年，一直禁止實行

民主代議制度。但是，當英國知道中國要收回香港時，才
大搞政制改革。戴夫人在她的回憶錄中披露了英國的企
圖。她說，在1983年1月底，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進展不
順之時，「我們一定要發展香港的民主架構，以期在短期
內完成獨立或自治的目標，如像我們曾在新加坡所做的那
樣」。就在中英談判進入尾聲時，英國開始在香港拋出
「還政於民」的口號，刻意作出把香港「在短期內完成獨
立或自治」的部署。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1999年10月
25日來港演講，指出回歸以來香港所面對的一些問題，
就是英國撤出殖民地前玩弄「還政於民」的手法而遺留下
來的。但是，正如戴夫人跌跤的故事一樣，英國把香港當
作獨立的政治實體的企圖，也必然地破了產。

香港回歸祖國，香港成為國家的一個地方行政區，代
表「一國」的中央授權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行「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國」是「兩制」的前提，沒
有一國，哪來兩制？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飲水思源，
理當謹記，「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只有堅
持一個國家，「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才會有不竭的源泉、堅實的基礎和旺盛的活力。

沒有一國，哪來兩制？
1982年9月22日，已故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談。會談結束後，戴

夫人落寞地從門口走出，臉色凝重。當她繼續往下走時，高跟鞋與石階相絆，使身體頓失平

衡，栽倒在石階下，以至皮鞋手袋也被摔到了一邊。戴夫人狼狽跌跤的窘態震撼全球，為何

如此？引起了敏感的輿論界的濃厚興趣。

——由戴卓爾夫人跌跤看香港不是獨立政治實體

反對派屈新聞自由倒退

維園天后撥入灣仔區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立法會
昨日以 37票贊成、
22 票 反 對 ， 通 過
《2013年區議會條例
（修訂附表1及 3）
令》，決定將原為東
區區議會的維園和天
后，劃入灣仔區議
會，並於 2016 年區
議會任期開始時落
實。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局長譚志源說，新劃界有助議會運作，由於原
定2間中學及1間小學將會調撥到灣仔，而對校網
及派位的安排將在2016/17年才生效，教育局亦
有與學校溝通，並推出措施協助。
立法會昨日審議《2013年區議會條例（修訂附
表1及3）令》。譚志源發言時說，政府接獲地區
意見後，建議調整分界，深信新劃界有助區議會
運作。他又說，若立法會通過建議後，原定2間
中學及1間小學將會調撥到灣仔，教育局打算調
撥上述兩所中學部分學額到東區，直至2020年度
為止，至於受影響的小學，當中參與2016年至
2020年中一派位的學生，可在統一派位中選擇東
區或灣仔區的學校。
不過，公民黨、工黨及民主黨表明反對，工黨

何秀蘭更聲稱當局是基於政治利益，重新劃界令
維園民建聯區議員周潔冰一旦競逐連任，有機會
出任灣仔區議會主席。東區區議員、民建聯鍾樹
根批評，有關揣測是無中生有，為反對而反對，
表示民建聯支持有關調整，認為令區議會運作更
有效率。
議案最終獲得通過，東區區議會民選議席由37

席減至35席，灣仔區民選議席則由11席增加至
13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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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
長官梁振英委托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出席由渣打銀行主辦的馬拉松作主禮嘉
賓，反對派質疑梁振英不出席活動涉
「政治因素」。梁振英昨日對此嚴正否
認，強調由負責本港體育事務的民政事
務局局長曾德成，出席今年渣打馬拉松
賽事起步儀式是恰當的安排。

CY不出席 《蘋果》亂造謠
一年一度的渣打馬拉松將於下月舉

行，去年曾以特首身份主持開步禮的梁
振英今年將不會出席，《蘋果日報》等
親反對派傳媒造謠稱，這是因為渣打拒
絕其不在《蘋果》賣廣告的要求所致。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在立法會

透露，梁振英已委托他出席由渣打銀行
主辦的馬拉松作主禮嘉賓，主辦單位也
歡迎由他主持起步禮，「無論誰人出
席，其實我們也是代表特別行政區政府
去，這表示政府支持這項運動」。
梁振英昨日在出席一公開活動時表

示：「我們每日收到社會活動的邀請，
包括一些體育活動，是十分十分之繁多
的，我們定要平衡日程時間的安排，以
至平衡其他工作的需要。對我本人來
講，由於2月頭十天時間我會休假，因
此，2月份是一個工作天天數特別少的
一個月份，所以，我請曾德成局長代表
特區政府出席表示支持，是一個比較恰
當的安排。」
被追問過往慣常由特首出席，梁振英回

應時表示，過去曾出席的活動不一定次次
都出席，否則政府再沒有空間及時間去出
席新活動。
另外，渣打馬拉松的主辦單位接受傳

媒查詢時回應稱，尊重官員的決定。

鴿黨拒癲有保留
「學民」翻兜玩「總辭」

「學民思潮」及「真普聯」內的激進反對派，包括
「人民力量」、社民連及「新民主同盟」等，近

期積極推動「五區總辭」，即五區立法會直選議員辭職，透
過補選就「公民提名」等做「公投」。
不過，各黨派目前只流於「出口術」，聲稱他們在港島及
九龍東均沒有議席代表，要策動「公投」就必須依靠其他反
對派政黨參加，矛頭直指民主黨。其中，「新民主同盟」議
員范國威更「諗縮數」，稱應由民主黨「超級議員」何俊仁
辭職，則「一人辭職，五區補選」，達至「公投」目的。

激進派爭曝光攞晒着數
有民主黨人私下透露，自上次所謂「總辭」後，市民表現
反感，而激進反對派的議席不多，即使落水，每個黨派只能
派出一名代表，辭職後不能再參選亦容易找人頂上，成本效
益低，但對民主黨而言，其議席隨時被激進反對派「食

埋」，得不償失：「激進派當然想（總辭）喇！因為佢每
日都可以上鏡，為自己提升知名度。」
他續說，反對派在立法會剛好取得超過四分一的議席，有
「關鍵否決權」，但是次建制派參與補選，反對派的議席極
有可能減少，「到時在議會失去否決權，就得不償失」。
不過，「學民」就死纏不放，要求與民主黨會面「解

釋」，民主黨早知其底牌，一直採取迴避態度。民主黨副主
席羅健熙稱，「議員新年要忙年宵、過年期間要外遊」，一
直拒回應「學民思潮」會面的要求。不過，「學民」就在
「真普聯」會議上，當面要求與民主黨見面。
「學民」成員黎汶洛在會後稱，會上就與民主黨會面問題
爭論了一段時間，最後羅健熙願意會面，但仍然未有給予確
實的時間。被問及有人擔心一旦「總辭」，可能會令反對派
在議會內的議席減少時，他未有回應，只稱愈早向特區政府
「施壓」，對爭取普選愈有作用云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0

年，激進反對派為求上位，成功拉攏

公民黨搞了一場五區議員辭職補選的

「公投」鬧劇，由於不得民心而以失

敗告終。事隔不到4年，「學民思潮」

為求出位，有樣學樣，在政改諮詢期

間翻炒「五區總辭」，更試圖拖民主

黨落水。據悉，民主黨已知類似手段

對「學民」等激進組織而言「有贏無

輸」，但對民主黨不利，故一直拖延

對方，拒被扯落水。

梁振英：廿三條立法無時間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
早前有激進反對派涉擅闖解放軍駐港部
隊總部被捕，令各界要求特區政府盡快
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特首梁振英
昨日在一公開場合上表示，為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
但他強調，目前沒有計劃和時間表。律
政司司長袁國強則指出，香港目前有法
例處理闖入軍營事件。
梁振英昨日在回應特區政府會否就闖
軍營事件啟動第二十三條立法時表示：
「我們目前沒有計劃、沒有時間表進行
二十三條立法。但是，我們知道，根據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我們憲制上，
或者憲法給我們的一個責任，我們現在
沒有這個計劃。」

袁國強：考慮次序立法「不遺忘」
袁國強昨日被問及有關問題時指出，
現屆政府還有很多其他工作需要處理，
考慮到優先次序，他們目前會將資源及

時間放在改善民生及推動政制發展等工
作上，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
作，屬於特區政府的憲政責任，是「不
會遺忘」的，並會在適當時候處理。
他強調，香港現行法例可處理擅闖軍

營事件，警務處正跟進相關事情，而特
區政府會嚴格依據香港法律處理。

劉漢銓：先解決社會問題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表示，擅闖軍營在

香港已有法律條文禁止，此舉已觸犯刑事
條例，特區政府可以依法控告，而二十三
條立法牽涉面較廣，且特區政府仍有很多
工作要處理，香港尚有很多社會問題，如
房屋、經濟等要解決，相信政府要根據實
際情況，緩急先後作出安排。

鄭耀棠：毋須急於立法
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

批評，有人強闖軍營揮動旗幟及叫口號，
社會各界必須譴責，相關人士應受到法律

制裁。但他認為，絕大部分普羅市民明白
守法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毋須因個別人士
違法而急於就二十三條立法。
他續說，基本法已定立香港有為二十

三條立法的憲制責任，本港早晚也要為
二十三條立法，但他認為，立法要在
「水到渠成」的時候才可進行，即港人
的國家民族觀念有所提升後，再在適當
時候立法。他目前看不到有為二十三條
立法的迫切性，現時處理2017年特首普
選更為重要。

羅范：落實時間待政府決定
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昨日指出，她

個人認為強闖軍營等同衝擊國家主權，
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行為，但相信只屬個
別事件，加上今屆政府事務繁多，例如
要發展經濟及處理民生，故不建議政府
再多處理一個非常具爭議的議題。
羅范椒芬亦強調，基本法應整體實施

所有條文，而不是選擇部分法例，又指

政府有憲政責任落實二十三條，但落實
時間方面應留待特區政府決定。

葉劉：政府首要工作通過政改
前保安局局長、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

儀坦言，中央對特區政府未能履行憲制
責任進行二十三條立法工作感到失望，
甚至影響對香港的信任，但今屆政府的
首要工作應該是通過政改，而不是二十
三條立法，而自己當年任保安局局長時
推行二十三條立法工作時有困難，相信
與法例被「負面標籤」有關，希望在落
實普選後，當年以香港未有普選為由反
對立法的人再次思考立法問題。

譚惠珠：廿三條應「遲啲慢慢諗」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昨日表示，
社會很希望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香港
的首要任務是處理政改。今年最重要的
工作是做好政改諮詢，廿三條應「遲一
啲，慢慢諗，做好政改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立法會昨日討論「捍衞編
輯採訪獨立自主」議案，多名
反對派議員以《明報》撤換總
編輯事件，質疑本港的新聞自
由及編輯自主受到「前所未有
的衝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副局長劉江華強調，新聞自由
受到基本法保障，政府不能接
受毫無事實根據的指控。
提出議案的公民黨梁家傑昨

日在立法會上稱，傳媒近期公
信力下降，「多個批評中央傳
媒人逐個『被消失』，這不是
個別例子，而是空穴來風事必

有因」。「新民主同盟」范國
威稱，「《明報》失守」反映
傳媒已經生死存亡的「臨界
點」，又指港人才是傳媒老
闆，期望傳媒不要損害本港新
聞自由，甚至淪為宣傳機器。
民建聯葉國謙反駁指，有反

對派議員聲稱並質疑傳媒撤換
總編輯，是特首的「政治任
務」，欠缺事實依據，指傳媒
公信力下跌與個別傳媒的報道
手法有偏頗有關，「『泛民』
想像力非常豐富，若特首能夠
施展『無形之手』，僭建就不
會軒然大波。事實上，個別傳

媒為求銷量採取出軌行為，不
是大灑鹽花就是血腥暴力。我
期望大家不受任何商業政治影
響，確保第四權堅守責任，不
要濫用新聞自由」。
金融界吳亮星則指，近年傳

媒公信力下跌，原因是他們罔
顧事實，為達目的，譁眾取
寵，業界應自律。
劉江華發言時說，新聞自由受

基本法保障，今日本港傳媒更是
百花齊放，市民可以透過不同方
式接觸不同新聞資訊及評論，新
聞工作者亦充分發揮其監督政府
施政角色，政府從來沒有亦不可
能打壓新聞自由，更不能接受毫
無事實根據的指控。

棠哥預告新春「佔領中山」
新春將至，不少政圈中人計劃
外遊「叉電」。行政會議成員、
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亦預告計
劃在新年假期「佔中」，但絕非
反對派策動的違法「佔領中
環」，而是與家人「佔領中山」
好好度假休息。
棠哥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笑說
自己在中山凱茵新城的度假勝地，
共有16個廁所、12間套房、4個飯
廳、4個睡房，還有數千呎的大花
園，聽到一眾記者哇哇聲。他後來
解畫其實自己只是整幢別墅的其中
一伙，9年前一班朋友到中山遊
玩，男的打衛生麻雀，女的就去血

拚購物，沒料到太太們興之所至就
分別買下別墅的4個單位，幾家人
自此經常相約回中山消閒。
棠哥坦言，當地政府近期開通

了新路，由深圳灣口岸出發，約
一個小時已到中山，又指最開心
是一班朋友外訂到會服務，在大
花園筵開數席大快朶頤，有一次
更飽嚐大閘蟹，十分熱鬧。除了
好友暢敘，美食佳餚外，問到棠
哥當地有什麼玩意值得推介時，
他就二話不說首選
遠離政事大覺瞓最
寫意。

■鄭治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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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志源 梁祖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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