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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早前獨家披露，港大法
律學院在陳文敏院長任內大搞政治忽
視學術，研究成績落後於中大法律學
院。隨即引來陳文敏及其反對派「盟
友」的瘋狂反擊。陳文敏的激烈反應
可以理解，原因是他下個月就要「高
升」副校長，現在捅了馬蜂窩，抖出

臭史，青雲路遇上暗湧，豈能不惱羞成怒？但反對派
公然為陳文敏「助拳」，顯然名不正言不順，原因是
傳媒揭露陳文敏的失職，是應有之義，有事實根據，

他們沒有理由批評傳媒，其行為是在明目張膽的打壓
新聞自由。
昨日，由公民黨立法會議員兼前主席陳家洛牽頭，

找了一班與反對派關係密切的大學學者，包括曾經為
學聯擔當辯論導師的港大教授陳祖為，發表了所謂
「堅守學院一片自由文明的天空」的聯署，指責《文
匯報》等報章批評陳文敏是「斷章取義」，更「教
訓」傳媒要「在評論院校人事任免前，要謹記全面了
解事實，小心求證和客觀分析的基本傳媒守則」云
云。這個聯署連基本的事實都搞不清楚。《文匯報》

對陳文敏的批評，正正就是建基於客觀的證據，小心
的求證和客觀的分析，並沒有受批評之理。
陳家洛說傳媒要「全面了解事實」，但《文匯報》

率先揭露教資會「研究評審工作（RAE）」報告，指
出在陳文敏領導下港大法律學院的評分大跌，由此引
伸出陳文敏只搞政治不搞學術的結論，再推論陳文敏
不適合當港大副校長。這一層一層的推論，正是源於
堅實的證據，再加上近幾年大量的事實佐證，這樣還
不算「小心求證和客觀分析」？難道《蘋果日報》造
謠當食生菜的編採方針，捕風捉影、想像力豐富的報
道評論，就最符合陳家洛口味？當然，陳家洛是絕對
不敢批評《蘋果日報》，儘管其以往不斷造假新聞，
也曾對大學的人事安排指指點點，但陳家洛從來不會
說三道四。原因很簡單，黎智英是公民黨最大的金

主，而《文匯報》過去屢屢揭發公民黨的不堪。在這
個關頭，陳家洛自然懂得怎樣做。
不過，他公然拿傳媒說事，指責報章的報道，已經

構成對新聞自由的打壓。陳家洛是立法會議員，背後
有一個公民黨撐腰，現在竟然發表聯署聲明指責傳
媒，施壓傳媒不要再報道陳文敏事件，這些霸道行為
說明他們無視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最諷刺的是，過
去將新聞自由捧上了天的記協，近期卻突然失蹤。如
果記協對新聞自由有同一標準，對於陳家洛之流的施
壓言論，為甚麼不舉行記者會、發聲明反駁？為甚麼
對於近日反對派激進分子的施壓行動沒有批評過一
句，是因為合他們意的就是新聞自由，不合他們意的
就沒有自由？或是他們與陳家洛之流不過是一丘之
貉，都只是金主豢養的傀儡？

陳家洛打壓新聞自由 記協在哪裡？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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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速設辱警罪
「正義」「撐警」蒐簽名

「正義聯盟」與「撐警大
聯盟」由1月4日起，

連續14個星期日於各區設街
站，收集支持設立「辱警罪」
市民的簽名，昨日第六站設於
天后。聯盟召集人李偲嫣指
出，79天「佔領」行動對香港
造成嚴重破壞，她對前線警員
在該段期間一直克盡己任、維
護法紀表示感謝，相信只要香
港有好警隊，便有好法治，希
望市民簽名支持設立「辱警
罪」。
她續稱，過去發生大大小小

衝擊政府部門的行動，市民清晰
看到違法分子對前線警員的挑釁
與辱罵，設立辱警罪可以還警員

一個公道，並讓他們繼續保障市
民財產。
對於過去數次街站曾先後遭

到不同程度的滋擾，李偲嫣予
以強烈譴責，更點名直斥身為
講師的熱血公民成員鄭松泰
「教壞下一代」，但聯盟仍會
風雨不改地繼續餘下的街站，
至今已收集到約2.8萬名市民
簽名支持。
簽名支持設立辱警罪的潘

先生指出，前線警員因為執
行職務而被人侮辱是不能接
受的。他認為，「佔中」示
威者有自己的想法並無問
題，卻不能在未得到全部人
認同下，認為警員做甚麼也

是不對。

市民：反對派作祟致今局面
已退休的胡先生指出，香港

之所以有今日的繁華，全賴上
一代人辛辛苦苦建立，「有訴
求亦無問題，但可以申請地方

去示威，不應為反而反！」他
指出，前線警員已經處理得十
分好，不應被人侮辱。他認
為，造成今日的局面正正是反
對派議員作祟，「議員攞錢(支
薪)但每一樣嘢都反對，甚至掟
隻蕉就唔使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

立）香港政治爭拗愈演愈

烈，負責維持治安的前線

警員經常成為反對派的

「出氣袋」。「正義聯

盟」與「撐警大聯盟」昨

在天后收集市民簽名，希

望政府盡快設立「辱警

罪」，讓香港警察面對不

同的侮辱時可以依法執

法。聯盟至今已舉辦了 6

次街站，收集到約2.8萬名

市民簽名支持。

議會內拉布歪風加劇，受拉布所
累，「漁業發展貸款基金」撥款經
立法會財委會多次討論後仍未獲通

過，特區政府最終以文件需要改動內容再提交審議為由，
抽起貸款基金的撥款申請。
這次拉布的真正目的，是為了阻礙通過成立創新及科技

局的撥款，反對派議員再一次出爾反爾地違背不阻撓民生
撥款的承諾，耽誤了貸款基金撥款，使無辜的漁民成了拉
布的犧牲品。

去年拖27工程 蒸發23億公帑
此等歪風，無助社會理性討論公共政策，只會迫使議會

政治更走極端，民生問題變得政治化，最終受害的只會是
香港市民。以上個立法年度為例，多項議程在立法會「大
塞車」，當中更有多達27項工程撥款項目，在財委會或者
工務小組受到不同程度的拖延。短短一年之間，蒸發23億
元公帑，以全港約160萬薪俸稅納稅人計算，每人便要分
擔約1,400大元，反映全港納稅人要替拉布議員「找數」。
少數議員騎劫議會，不斷通過玩規程、提議案、動議休

會及中止待續。更令人憤怒的是他們持雙重標準，部分議
員猛烈抨擊特區政府施政，當政府提出處理問題的方案
時，他們又執着一些問題拖政府後腿，癱瘓施政。
反對派議員為了政治鬥爭，為了要令梁振英下台，用盡

一切手段，不惜為反對而反對，以拖垮政府施政，令政府
變成跛腳鴨，就算打爛基層市民飯碗，也在所不惜。這種
做法令人心寒，更令人憤怒。
請市民大眾記住，哪些議員以拉布騎劫會議，令立會無法

運作，拖延議案通過，影響民生及浪費公帑。他們背離市民
意願，最終要為自己行為負責。（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學民思潮」昨日再次發表
公開信，聲言要與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展開對話，探討重啟政改
和普選立法會該兩大議題。林鄭
月娥今日將出席一個青年交流
會，「學民思潮」將會向林鄭月
娥「施壓」，要求她於會上清晰
交代，會否接納「學民思潮」提
出的訴求，與他們展開對話，以
討論本港長遠政制發展問題云
云。
「學民思潮」在其公開信內聲
稱，「佔領」行動引發各種問題
仍未解決，加上當局曾承諾設立
的多方平台亦未見蹤影，要求政
府履行責任，與他們展開對話。
事實上，「學民」於過去的周六
晚上出席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時，已把信件交予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副局長劉江華。

立法諮詢文件長短、複雜與否，可能是其中一個原
因，但還不是最關鍵的。相比之下，政府公關能力反
而更為重要。如果政府缺乏公關能力，則有關內容不
宜太長、太複雜，否則關心時務的公眾只能從媒體中
了解。香港的主流媒體又為反共、拒共、恐共，乃至
反華人士所把持，積非成是，以訛傳訛，外部勢力和
反對力量進行妖魔化工作並不太難。在這種情況下，
分部分、分階段進行立法是比較有利的。有關問題可
以分割，事先準備好解釋的理由和依據，引導、化解
公眾疑慮，減少疑惑和阻力。改變原來的做法，可以
向外界說明，總結了經驗教訓，又順應民意，體現政
府善治的方向。在開展諮詢前，應研究好立法範圍、
立法諮詢和立法草案的政治公關策略。根據實際情況
的發展和變化，再作適當的調整。

可分為三個階段完成立法
所謂分部分、分階段立法，是把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的立法分為三個部分或三個階段，可以同步諮
詢，但有緩急，需要完成的時間可以不同。每隔兩三
個月完成一部分（階段）工作，其設想有：

一是完成分裂國家罪、煽動叛亂罪和顛覆中央政
府罪的立法工作。這是香港原有法律所沒有的，可
以參考內地刑法的相應規定，略為放寬。在「一
國」之內，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不應該有不同
的定性，否則就體現不了「一國」的原則。但為了

尊重「兩制」，可以適當放寬量刑，並依當地訴訟
程序進行。對原有法律的保留，應有完整的說法，
並說明港英時期，大英帝國不可能有分裂國家罪和
顛覆中央政府罪的原因。香港回歸後，不可能沒有
該等立法的理由。

二是在《公司條例》中加上《社團條例》中已實施
的「兩個禁止」的規定。香港目前沒有政黨條例，只
靠《社團條例》規管在該條例註冊的政黨，但特區政
府卻允許香港政黨按《公司條例》註冊，而《社團條
例》又管不到在《公司條例》註冊的政黨，這種做法
對在《社團條例》中註冊的政黨不公平。處理的方法
是：第一要求所有政黨都在《社團條例》中註冊。第
二廢除《社團條例》中的豁免條文，明確即使在《公
司條例》、《職工會條例》註冊的政黨，也受《社團
條例》「兩個禁止」的限制。第三在有關條例中都加
上實施「兩個禁止」的規定。三者可以擇一，新立法
也要為將來統籌制定政黨條例鋪路。

三是對香港原有法律已有的涉及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的有關條文進行適應化工作。現《刑事罪行
條例》、《官方機密條例》等條例已有叛國罪、煽動
罪和竊取國家機密罪等的規定，但未必完全適應回歸
後香港特區的地位和第二十三條的要求，要作適當的
替換和修改，但不能廢除。修改時要顧及與普通法判
例的聯繫，不能造成修改後，有關的普通法判例都不
能參考或適用的愚蠢結果。

不能為減少管治風險而長期不立法
處理好有關第二十三條的原有法律的適應化工作以及

其它原有法律適應化工作的過程，也是香港特區推行法
制、法治教育，克服無政府主義思潮、引導輿論、在後
「佔領」時期恢復法治秩序的有效方法。2010年，澳門
行政長官崔世安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要用三年時間進行澳
門原有法律適應化的研究、分析和清理，香港也面臨同
樣的問題。1997年2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處理
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早就要求在適用時要作出適應
化。在法理上，適用是廣義的，指應急情況下的具體運
用，也指不應急情況下的一般運用，還指在各種情況下
都可以運用的普遍適用。但這不能理解為行政、立法、
司法機關僅在具體運用時才要隨機作出適應化，沒有具
體適用時就不必作適應化，可以一仍其舊。當然，也不
能排除在具體運用中由香港特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作出
相應的解釋。

香港回歸比澳門早，香港的法律人才遠比澳門多，
香港應比澳門更早制定相應的工作規劃，這也是香港
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2）項規定的行政長官職責的一
部分。本屆政府距離任尚有兩年多的時間，除對涉及
第二十三條立法的香港原有法律作適應化之外，也應
當制定香港全部原有法律適應化的工作規劃。如澳門
可以在三年內完成，香港也要爭取盡快完成。在適應
化的過程中，中央也可以了解港澳特區工作的不同情
況，做到心中有數。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列入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
區的關係」，是香港基本法的重要條文，其立法活動
是該法第五十條所指的「重要法案」。如有關立法通
不過，也是麻煩的事。分部分、分階段的立法方式，
可以減少行政長官辭職的風險。但不能為減少政府管
治的風險而長期不立法，轉而成為中央和特區關係的

風險，成為香港基本法權威的風險，危害性更大。在
違法「佔領」事件發生後，社會上有要求立法的聲
音，而反對的聲音較弱。因此，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的立法應當爭取在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前解決，應
當不是沒有可能的。

目前是引導輿論的適當時機
在違法「佔領」事件發生後，社會上有與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受挫有關的聯想。這是引導輿論的
適當時機。不論行政長官的普選方案能否得到立法會
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第二十三條的立法都應當是本屆
政府正視的問題。如本屆行政長官不能完成第二十三
條的立法，只能留待下一任行政長官來做。基於同樣
或不完全一樣的理由，下一任行政長官也可以不做，
只能留待再下一任行政長官來做，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的條文就成為一紙空言，極大削弱香港基本法的
權威，如果香港基本法被認為是可有可無的東西，則
普選和政府施政要以香港基本法為依據等要求，也就
是一句空話。

如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沒有立法或暫時不必立
法，就等於說，分裂國家、顛覆中央政府在此地此時
就不是犯罪行為，對預防犯罪是不利的，對保障國家
安全是不利的。如香港的內外反對勢力通過「佔領」
行動分裂國家、顛覆中央政府、顛覆特區政府、對抗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香港特區將難以處理。如香
港特區的公共秩序和治安到了香港警方無法控制的狀
態，行政長官只能依照《香港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
規定，宣布緊急情況。如情況再失控，最終只能由全
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第四款的規定宣布
緊急狀態，再由中央政府發布命令將全國性法律在香
港實施後才能處理。對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顯然是不
利的，肯定不是有利的。

宋小莊 法學博士

2003年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草案本是一隻「無牙老虎」，但卻被說成是妖魔鬼

怪，還有不少人相信，這是很奇怪的、值得深思的「香港現象」。原因可能很多，內外部反

對勢力之強大、特區政府應對能力之不足，令人感到意外。本人認為，可研究分階段進行二

十三條立法是比較有利的。所謂分階段立法，是把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分為三個部

分或三個階段，可以同步諮詢，但有緩急，需要完成的期間可以不同。

可研究分階段進行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連嘉妮）一批反對派學者昨
日發表聯署聲明，聲稱「捍衛學術自由」，不接受
特首梁振英早前有關「港獨」分子的批評，明撐
「港獨」。特首辦昨晚發表聲明嚴正指出，梁振英
作為特區首長，有職責維持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有需要指出「港獨」錯誤主張，與學術自由完全無
關。
特首梁振英早前在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港大學

生會刊物《學苑》公然宣揚「港獨」主張。包括本
身為公民黨立法會議員的浸大學者陳家洛、港大學
者陳祖為、科大學者成名等約70名反對派學者，以
大專師生教職員名義，昨日在聯署聲明中揚言，梁
振英針對《學苑》「港獨」的批評是「威脅」香港
的學術自由，不能接受，他們要「堅守」學院的
「自由文明」云云。
就有關明撐「港獨」的聲明，特首辦昨晚另發聲

明強調：「香港基本法明確指出香港是中國領土一
部分，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作為特別行政區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有
需要指出社會存在的錯誤主張，加以警惕。」
聲明特別提到，香港擁有學術自由，然而任何地

方的政府均須維持其所屬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這亦是特首作為地方首長的職責，與學術自由完全
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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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布阻貸款 犧牲無辜漁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民主黨月底舉行黨慶，日前有網
媒報道稱，特區政府問責官員及
首長級公務員基於民主黨黨慶籌
款將用於變相「普選公投」，決
定不會出席民主黨月底舉行的黨
慶籌款晚宴。昨日再有消息指，
曾任民主黨副主席的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張炳良作為特區政府團隊
的一分子，亦已確定不會出席有
關活動。
張炳良前日曾向傳媒表示，自己

的確已收到及答應民主黨的邀請。
然而據網媒昨日報道，張炳良當時
的意思是，自己之前的確已回覆民
主黨會出席該黨的黨慶酒會，但一
切仍然要視乎具體公務安排及政府
問責團隊的集體決定。

消息人士向網媒表示，由於缺席民
主黨黨慶是問責團隊的集體決定，張
炳良作為政府團隊的一分子，當然亦
不會例外，將跟所有問責團隊成員一
樣，缺席民主黨是次黨慶活動。

譚Sir：出席與否屬個人決定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出席活

動時表示，官員出席與否是個人
決定，個人雖然希望民主黨與特
區政府有多些溝通，但現在民主
黨似乎否定特區政府的所有東
西，包括於立法會審議創新及科
技局撥款時拉布，及要求梁振英
下台。
他指有不少市民向民建聯成員

反映，對反對派動輒拉布及離開
會議廳等行為反感。

張炳良隨團隊 拒赴鴿黨黨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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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與
「撐警」昨收
集 市 民 簽
名，希望盡
快設立「辱
警罪」。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