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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三丑」屢次擾亂議會秩序，

影響其他議員發表意見的權利。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更「倒果為因」，

指是次事件是因為特首梁振英在拉布問題上「教訓」議員，及向「佔

中」施壓所致。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指出，

「佔中」將影響社會秩序以至經濟發展，

而拉布癱瘓立法會與政府運作，損害香港

市民的利益，特首的批評是有的放矢，值

得支持，又批評反對派「玩嘢」，令答問

會歷史性中斷，令香港蒙羞。

各界譴責「三丑」累港蒙羞
「佔中」禍香江 拉布阻施政特首批評有的放矢

長毛狡辯「關我咩事」馬逢國踢爆是主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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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拉布三丑」昨日在
特首答問大會上擾亂會議秩序，導致歷史性提早結
束，其他反對派「同道中人」都認為擲物不對，但認
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處理手法可以「做得更好」，
如即時交代裁決理據。他們又聲稱事件的原因是行政
立法關係欠佳，要求有「真普選」。

黃碧雲梁家傑：唔應該掟嘢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對會議提早結束感到可惜

及遺憾，認為議員應遵守會議秩序，「唔應該掟嘢，
同埋喺表達自己意見嘅時候，唔應該妨礙其他議員行
使職務。」但她聲稱「政制不民主」是行政立法關係
緊張、議會變成鬧劇的主因，要求有「真普選」。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聲言：「公民黨當然覺得喺議會

嘅場合，掟嘢係唔應該嘅。」但他隨即轉移視線稱，
梁振英昨日到立法會不是接受問責，而是「阿爸教
仔」般教訓議員，是在「挑釁」立法會，這種行為令
議員極度不滿。
工黨議員何秀蘭聲言，曾鈺成作為主席，有責任令

會議順利運作，但認為當時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
雄被保安攬住時，曾鈺成有足夠時間對其再作警告，
而曾於復會後維持裁決，「不能令人信服。」

「三丑」擲物亂秩序
「同道」亦拒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拉布三丑」昨日導致特首答問大會
歷史性地被迫「腰斬」提早結束，行
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形容，行政立法
關係的緊張程度或去到臨界點，並批
評「三丑」吵吵鬧鬧、拉布、肢體衝
突不能解決問題，更令很多惠民政策
拖延良久。他希望立法會能重新考慮
辯論議事程序，解決目前的半癱瘓狀
態。

憂行政立法關係達臨界點
林煥光昨日表示，行政立法關係的緊

張程度「可能去到一個臨界點」，並對
此感到遺憾、痛心。他指出，議員不同
意行政機關提出的政策或者法律，可以
通過議會的機制去監察、質詢，但一切
都應該合理、文明。

籲重新考慮辯論議事程序
林煥光並批評立法會部分議員拉

布，已令很多特區政府希望能盡快通
過的惠民政策及財政撥款拖延了很
久，甚至拖延到不知何時才可以通
過。這些都關乎本港市民、社會整體
福祉，希望立法會能夠重新考慮辯論
議事程序，達致一個合理解決目前進
入半癱瘓狀態的做法，並希望昨日的
場面不會再出現。
他坦言，由於政制上設計的問題，行

政立法關係不容易處理，在議會內吵吵
鬧鬧、拉布、用肢體衝突的手段，絕對
不能解決這些長遠和深遠的問題，應平
心靜氣討論，通過直選特首及立法會議
員逐步解決問題。
林煥光又批評，「三丑」拉布的理

由，如「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每人派
10,000元等，都得不到大部分本港市民
的支持：「全民退保」並非貿然憑一部
分議員說了就馬上去做，「派錢」贊成
的人也很少，「我亦不需要再多談」。
在沒有主流民意支持下，以這兩個理
由作為癱瘓政府工作的藉口，「我覺得
大部分香港市民都不會認同。」

■林煥光。 彭子文攝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手持道具「豆沙包」，
預備擲向特首梁振英但被保安阻止，被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驅逐離場。長毛最初狡辯稱，「我都未掟……關
我咩事？」不過，坐在長毛旁目擊事發經過的體育、
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踢爆，梁國雄事先將

「豆沙包」分發予「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及陳志全，其後更低聲
向兩人指示：「郁佢！」梁明顯是幕後的策劃者、設計者及執行
者，是事件的主謀。

錄影片段證事實 鏡頭下無所遁形
長毛最初「扮無辜」，在曾鈺成要求他離開時聲稱「關我咩事？」

工黨議員何秀蘭也乘機站起，稱梁國雄「只係企起身」，不應該被趕
離現場。不過，立法會的錄影片段踢爆了長毛的謊言。上午9時45分，
即答問會開始不久，鏡頭捕捉到長毛向坐在其前方的陳偉業、陳志全
提供白色的「豆沙包」，當時曾鈺成已提醒長毛行為要檢點。

製道具 傳紙仔 3人約定齊發難
其後，3人不斷「埋首」製作示威道具。10時03分，當新民黨葉

劉淑儀問及「佔中」時，長毛站起來，向梁陳2人低聲說話。10時
18分，梁振英正回答工業界議員林大輝的問題時，梁國雄將一張紙
交給陳偉業，陳則躲在紙牌後閱讀，再交給陳志全看。相隔6分鐘
後，即10時24分，3人就聯手發難。
同時，錄影片段也清晰可見，長毛手持一個白色的包狀物，並已

舉手欲掟，只是被保安阻止而未能「出手」。
坐在長毛身旁的馬逢國在會後也憶述，長毛當時與陳偉業低聲對
話，陳志全也有回首，3人有視線接觸及談話。他聽到長毛低聲說
「郁佢」後，陳偉業即轉身擲出「白色物體」，長毛亦站起準備投
擲，手部舉起，但被保安員阻止。

被揭「早有預謀」嬉皮笑臉回應
馬逢國指出，從整個過程來看，梁國雄是幕後策劃者、設計者、

執行者，並向拉布同黨提供道具，是事件主謀，形容三人行為是
「早有預謀、早有默契」。
不過，被踢爆「講大話」的長毛事後繼續「賴皮」，狡辯稱向陳

偉業和陳志全提供「豆沙包」是用作食物的，「有3個豆沙包都未
掟，畀咗佢（陳偉業及陳志全）2個，佢哋唔食，拎來掟！」他又
嬉皮笑臉地稱，自己想不到與陳偉業的對話會被馬逢國「偷聽」。
有錄影片段作證，長毛其後不認不認仍須認。他向記者承認自己
確有意擲出「豆沙包」，但自稱未有任何「極不檢點」行為，因自
己「未有行動」就已被趕離場，質疑曾鈺成是次裁決是「受不了
（政治）壓力」。陳志全則堅稱自己根本無企圖擲出道具，並不滿
立會保安取走他桌面上的「豆沙包」。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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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賴死唔走 CY勤力睇文件
在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要求有意

擲物的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
雄離場，但長毛拒絕離場，令曾
鈺成要暫停會議處理。在這段

「真空期」，特首梁振英只得坐下來看文件，
不斷在文件上寫筆記，似是為繼續回應議員質
詢「做功課」，惜長毛及工黨議員何秀蘭等繼
續糾纏，令會議歷史性腰斬，白費了特首的一
番工夫。
在曾鈺成宣布暫停會議期間，梁國雄「半步
不離」，一直喃喃自語稱「報警趕我走囉」，
又指罵梁振英沒有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
劃」。同屬激進派的只得工黨議員何秀蘭、張

超雄等上前「了解情況」。近期與社民連及
「人民力量」就政改問題互轟的民主黨，則擺
出一副「闊佬懶理」的模樣。

與問責官員密斟
留在現場的梁振英，就顯得十分珍惜工作時

間，坐下來看文件並不斷寫筆記，其後又走近
一眾列席的問責官員，包括署理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等「密斟」。特首辦主任邱騰華、中央政策組
首席顧問邵善波則在旁給予意見，工聯會議員
王國興更上前表達了問候之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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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毛向大嚿遞上道具
包。 彭子文攝

▲馬逢國。 彭子文攝

立法會答問大會因激進反對派擾亂社
會秩序而導致歷史性「腰斬」，反

對派議員歸咎梁振英在答問會上批評拉
布及「佔中」，是在「挑釁」立法會，
「引起議員不滿」，才會引起是次「腰
斬」事件。

盧文端：不良歪風盛 促正視有理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

商聯副主席盧文端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表示，反對派在議會有破壞無建設，
為反對而反對，近年更經常在議會亂向
官員擲物，對官員毫不尊重，連基本道
德也沒有，議會不文明教壞小朋友，此
風絕不可長，這些反對派議員理應譴
責。他指出，梁振英只是提出議會的不
良歪風，促進立法會和各界正視，動機
是為香港整體設想。一些反對派議員反
指梁振英言辭挑釁，說明這些議員只為
個人私利說話，為搞破壞的議員護航。

陳勇：反對派阻撓 惡人先告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

事長陳勇指出，部分議員經常違反議事
規則，以議員身份拖慢香港發展，並非
民主議事表現。這些議員向官員投擲陰
司紙、拉布窒礙政府運作，可以看到是
這些議員最先作出人身攻擊，挑釁政
府，反對派反指梁振英的批評是挑釁立
法會，是惡人先告狀，反映這些人只會
「聲大夾惡」，不講道理。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九龍社團聯會理

事長王惠貞指出，香港是法治文明社
會，但立法會卻出現拉布和擲物的野蠻
行為，和香港形象相差很遠。她謂，任
何機構出現不合理現象都應有人指出來
改正，梁振英身為特首，本應受到尊
重，而他基於履行特首責任勇於提出行
政立法的問題，更凸顯他有承擔，反對
派所謂「挑釁」只是顛倒是非。

容永祺：無理取鬧損行政立法關係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容永祺說，反對派對

梁振英的批評出現強烈反彈，只說明反對
派從來都是只許自己批評，別人批評他們
時卻無理取鬧。特區政府官員在立法會內
長期面對反對派議員辱罵，但一直都忍氣
吞聲。而「拉布」亦的確瑣碎無聊，浪費
時間精力，更確實影響政府運作，梁振英
今次公開批評有關行為，確實道出了議會
內長久存在的問題。而且，行政立法關係
受到破壞，正是由這些無禮議員造成，反
指梁振英挑釁實在毫無道理。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批評「三丑」極不
檢點。議員本來想利用特首答問大會的
機會，將市民意見、心聲直接向梁振英
提出，可惜因「三丑」搗亂，影響會議
進行，會議被迫提早結束。

陳鑑林：政治鬥爭不斷令港內耗
民建聯議員陳鑑林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指出，「佔中」對香港的社會秩序、經
濟發展的影響十分明顯，梁振英是次明
確批評「佔中」，並強調了特區政府的
立場，尤其是在中環被癱瘓時，警方必
定會採取行動，維持社會秩序，此舉可
以為擔心「佔中」的市民帶來信心。他
續說，反對派議員利用政治鬥爭手段，
不斷令香港內耗，尤其是立法會拉布頻
繁，這種惡行只會令立法會的運作受到
難以估計的延誤，對香港的發展帶來深
遠的、難以估計的影響，如國際對香港
競爭力的評級已經大幅下跌，反映了有
關不合理的行為倘繼續持續，「香港可
能遲啲連國家的第三流城市也及不
上！」因此，梁振英明確指出了拉布的
禍害，值得大家的正視。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批評，該數名議員每
次都在特首答問大會做出不檢點行為，令
會議不能暢順進行，今次更令會議被迫提

早結束，工聯會表示非常遺憾及予以譴責。

王國興：反映市民心聲 發清楚警號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認為，梁振英在答問

會批評拉布，是整個社會的心聲。過去2
個星期，他的辦事處接獲很多市民的投訴
信，批評拉布議員在立法會內製造混亂，
令議會及社會混亂，反映出市民對反對派
拉布深感不滿。梁振英的說話是對拉布議
員作出的「當頭棒喝」，及對立法會的清
楚警號。他續說，梁振英是次明確及清楚
表明特區政府對「佔中」的態度，做法是
正確的，可以清楚令市民知道「佔中」是
違法的，後果非同小可，市民不應被「佔
中」倡議者利用作為犯法的工具。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據她了解，

商界十分關注「佔中」，無論在中環是否
有辦公室都感到很擔心，「有辦公室在中
環的，就擔心影響日常的運作，辦公室不
在中環的，就擔心本身商譽受到影響。」
她指出，反對派在立法會拉布，己經阻礙
了政府希望推動多項的民生措施，令有需
要者無法及時受惠，令人感到心痛。是次
答問會更被部分激進議員所為被迫中斷，
令人感到可惜。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認為，曾鈺成裁決
正確，因「三丑」企圖向梁振英擲物，阻
礙會議暢順進行，必須制止。他表示會於
內務委員會上提出討論事件，而議事規則
委員會亦可討論如何令會議更順暢。

盧偉國：提醒市民勿受利用
經民聯議員盧偉國指出，眾所周知，

「佔中」是違法的，特首更透露了有商界
計劃通過民事訴訟，向「佔中」發起人提
出訴訟，這是正常及合理的，也提醒了香
港市民不要受到反對派的利用。
經民聯議員石禮謙對激進派的行為感

到可惜。他坦言，經過是次事件，行政
立法關係只會更差，直言「譴責道歉都
無意義」，但認為今次曾鈺成處理正
確。立法會是有規有矩，有需要嚴肅處
理今次事件。
金融界議員吳亮星指出，全港市民都

明白拉布己經為社會帶來極大的影響，
希望拉布議員如梁振英所說，可以盡早
懸崖勒馬。他又認為，「佔中」鋪天蓋
地、「密集式」地宣傳，顯示有關人等
不排除在短時間內會有違法行動，梁振
英提醒了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反對派在會見記者時亦不認同「三丑」惡行。
劉國權 攝

■■特首珍惜時間特首珍惜時間，，走近走近
列席的官員列席的官員「「密斟密斟」」商商
討討。。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建制派齊聲遣責破壞建制派齊聲遣責破壞
秩序的行為秩序的行為。。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