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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特首梁振英讚揚警務處處長曾
偉雄為香港「任勞任怨，無私付
出」。特首的表揚代表了公眾對警隊
反「佔中」功勞的肯定。反對派喉舌
《蘋果日報》對警隊恪盡職守如芒在
背，因為「佔中」以失敗收場，警隊
不偏不倚果斷執法功不可沒，《蘋果

日報》一定視曾偉雄及其領導的警隊為眼中釘，開足
馬力詆毀抹黑。維護法治是全世界警隊的天職，如果
「佔中」重來，香港警隊如《蘋果日報》所願，保持

「政治中立」，執法放軟手腳，甚至倒戈相向，香港
勢必重演烏克蘭式的亂局。
警隊是各國各地政府最重要的執法隊伍，警隊嚴格

按法律辦事天經地義。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英
國倫敦「佔領議會廣場」的行動，美英警方均強勢介
入，拘留示威者，強制清場。英美主流媒體，包括本
港的《蘋果日報》沒有片言隻語指摘美英警方「逢迎
當權者而扭曲法律」、「執法行動附帶政治目的」。
香港「佔中」對法治、社會穩定的破壞力遠比英美的
佔領行動大，示威者挑戰警方的囂張絕對令西方側

目，香港警隊一直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容忍，曾出現
警方的食物、用品要接受示威者檢驗的「世界奇
觀」。
香港警隊不負眾望，妥善和平處置「佔中」，為世

界處理同類事件樹立典範，但在《蘋果日報》口中卻
成為「當權者專政的工具」，成為「壓制市民權利自
由的利器」。「佔中」期間，《蘋果日報》及反對派
把「黑警」等污名加在警方頭上，如今再攻擊警務處
長及警隊，將好人當賊辦，目的是為了打擊警方威
信，損害市民對警隊的支持和信任，從而削弱警方的
執法力。
「佔中」暫告一段落，反對派亂港惡浪暗潮依舊洶
湧。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聯署聲明反對人大「8．31」決
定，要綑綁否決政改方案，阻礙普選落實，圖令香港

政爭不休；少數激進分子先是「鳩嗚」肆虐，再到近
期「反水貨客」行動此起彼落，撕裂香港和內地民眾
關係，變相鼓動「港獨」，製造新的社會不安元素，
總之就是要香港永無寧日。立法會外「佔中」者留下
的帳篷非但沒有撤走，最近反而增加，有人更不斷放
風，聲稱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表決時將有「好戲」，不
排除有更激烈的抗爭行動。樹欲靜而風不息，誰敢保
證「佔中」不會捲土重來，香港要想平安法治，警隊
絕對不能有所鬆懈，越是受到壓力越要立場堅定。
2013年底，烏克蘭反政府的示威運動愈演愈烈，最
後烏克蘭警察倒戈，導致政權易手，亂局禍延至今。
《蘋果日報》唱衰香港警隊，居心叵測，無非是想香
港警隊仿效烏克蘭警察，令「雨傘革命」在香港「遍
地開花」，香港卻要陷入萬劫不復的災難。

《蘋果》向曾偉雄柴台 欲把香港變烏克蘭楊正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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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發動了「佔中」？「佔中」組織有沒有收取外
國勢力的金錢？美國人有沒有企圖在中國發動顏色革
命？「佔中」的組織者究竟想幹什麼？這正是「佔
中」問題的關鍵。「佔中」最後失敗了，最大的原因
就是大多數港人堅持維護法治，反對暴力「佔中」，
要求按照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早日落實普選。

轉移視線 顛倒是非
「佔中」是被多數香港人打敗的。究竟是好人佔多

數，還是壞人佔多數，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七
百萬香港人已做出判斷，中央更加會做出判斷，怎麼
能夠說梁振英指出外部勢力參與「佔中」，等同「香
港好多壞人」？

陳健民這番講話，有兩個意圖：一，陳健民是美國
的忠實馬仔，梁振英批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美國做

了壞事不敢承認，所以，差遣馬仔出來辯護，說「外
國勢力沒有發動『佔中』」，為美國人遮醜；二，
「此地無銀三百両」，為反對派發動「佔中」，得到
外國的支持和援助，轉移視線，顛倒是非。

美國人一直在散播「中國崩潰論」，目的就是要利
用香港作為顛覆基地，推翻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陳
健民落力為美國效勞。3月5日，他在報章發表《袋住
先，如果我們都放棄希望》的文章，極力支持反對派
綑綁起來，否決普選方案，千萬不要接納人大常委會
決定框架下的政改方案。陳健民說，他不會放棄「希
望」。陳健民的希望是什麼？他在文章中寫得非常露
骨：「錯失了這次政改機會，誰都說不準下次政改的
時機，這就回到我們是否心存希望的問題。」「我相
信中國現時的發展模式是不能持續的，10年間必有大
變，屆時會為香港提供政改的機遇。」

暴露「佔中」令「中國大變」的野心
陳健民把「佔中」、普選、「中國大變」聯繫起來

考慮。「佔中」的目標是一箭雙雕，他們打爭取
「真普選」的旗號，採取違憲違法的暴力鬥爭手段，
要脅中央就範。如果成功了，他們就可以建立一個親
西方的政權；如果失敗了，他們就會在香港不斷進行
街頭鬥爭，利用「顏色革命」的形式，向內地散播對
抗中央的鬥爭策略，希望造成「中國大變」的局面。
陳健民野心很大，推倒中國現政權，他們的所謂「真
普選」就能達到。

正因為如此，反對派堅決要否決政改方案。但是，
他們拒絕向香港人交代，否決政改方案後，香港的普
選遙遙無期，為什麼不接納能夠推動民主前進一大步
的方案？

反對派拒絕回答，因為天機不可洩漏。反對派他們
真正的目的是要製造一個環境，不斷向青少年洗腦，
香港要進行「命運自決」，要建立獨立的政治實體，
所以就要為將來的暴力鬥爭、影響中國內地做好準
備。公民黨的陳家洛為了這個目標，公開煽動青年學
生。陳家洛今年1月一篇訪問中，曾提到問學生「有無
想過有天早上醒來，五星紅旗升不起」的問題。事實
證明， 陳健民、陳家洛有一個大計劃、長安排，就是
不斷拉青年學生「下水」，為他們在香港搞動亂培訓

更多「街頭戰士」。

特首有責任守好「祖國的南大門」
陳健民「十年中國大變」的計劃，是少數人的陰謀

詭計。但是這一批人，卻掌握教育的權力，可以在
大學和中學肆無忌憚地向青年人放毒，引誘他們走上
和國家對抗的道路。學校領導權落在這樣的人手中，
香港永無寧日，內地和諧穩定的政治局面肯定會受衝
擊，中華民族復興的偉業也會受到破壞。威脅已經存
在，香港同胞知道，中央更加知道。

作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基本法已經賦予他貫徹落實
基本法的責任，並要向中央負責。所以，梁振英要求香
港各界人士提高警惕，注意「港獨」問題，要捍衛國家
的主權和安全，是天經地義的。陳健民把這說成是梁振
英為了爭取連任，為了爭取中央支持，實在是胡說八
道。

任何人擔任行政長官，都需要好像梁振英一樣守衛
好祖國的南大門。香港是中國的神聖領土，不論任何
人擔任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陳健民之流仍夢想
，香港應站在西方陣營，仍然有外國老闆，要建立
一個親西方政權，和中國政府對抗。香港回歸17年，
一直風風雨雨，政改的問題，其實就是擁護香港回歸
祖國，還是擁護外國傀儡治港的問題。這是政改方案
討論中，回避不了的核心問題。

高天問

「佔中」發起人之一的陳健民對行政長官梁振英關於「『佔中』確實有外部勢力參與」

的講話，大肆攻擊。陳健民說：「梁振英並非真心想把事件拿出來討論，而是要給予北京

『香港好多壞人』信息，造成恐慌，讓北京支持他執行強硬政策，甚至讓他連任。」陳健民

急急忙忙出來表演，把「『佔中』確實有外部勢力參與」的原話曲解為「香港好多壞人」，

企圖轉移視線。陳健民「香港好多壞人」的謬論，是挑撥梁振英和香港七百萬市民的關係，

這是不可能得逞的，反暴露其策劃「佔中」、希望「中國大變」的野心。

陳健民攻擊梁振英暴露反中亂港野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施虹羽、實習記者
吳靖 澳門報道）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
昨日發表新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他說，新一
屆政府就社會關注的博彩業發展、經濟多元
化、區域合作以及住房保障、交通等各領域
推出有效的政策措施，又提到將向中央政府
提交報告，探討優化調整個人遊政策。
崔世安昨日在施政報告中指出，特區政

府將對博彩業開放以來的發展進行總結和
分析，並制定對策，包括完善博彩業的相
關法律法規，加強博彩業的監管；規範博
彩企業的營運，繼續推動負責任博彩；落
實博彩企業及大型企業承擔外僱員工住宿
和交通安排的責任；啟動博彩業中期檢討
工作方面等。
就澳門截至春節假期的旅遊承載力狀況，

崔世安表示，他將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探
討優化調整個人遊政策。他在施政報告中指
出，本屆政府高度重視旅客承載力的問題，
針對目前本地旅遊市場以內地客源為主的現
實，及旅客集中在節慶期間出遊的特徵，特
區政府與中央及相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充
分反映現實情況，並尋求平衡發展的模式，
以確保澳門居民生活素質不會下降，同時希
望讓旅客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研可持續發展 非禁遊客入境
崔世安表示，個人遊政策推出11年來，

出現問題是必然的。他希望個人遊可在「雙
贏」的情況下調整和優化，以鞏固兩地人民
的感情。由於當前赴澳的內地遊客佔遊客總
數逾半數，澳門在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上，應反思如何開拓客源，吸引更多的國際
遊客，確保旅遊業可持續發展，而非禁止遊
客入境。

練乙錚在19日發表的文章中聲言，「梁齊昕之於
梁家，正如香港之於中國；她的個人處境，好比

港人的政治處境」、「政權猶如父權，落實到具體
處，纍纍的惡行會有同樣後果」，又稱梁振英日前向
傳媒以「天下父母心」的心情交代梁齊昕近況是「一
面之詞」，是以「說話技巧博取公眾同情」。
有關文章在《信報》刊出當日，梁振英去信《信

報》，並於翌日刊出。梁振英說，「練先生的上述文
章不顧我女兒的健康狀況，借題發揮，我表示極度遺
憾。我作為行政長官，不介意有不同意見，但即使政
見不同，亦不應利用公職人員家人的健康或情緒問
題，達到政治宣傳目的。」
梁振英強調，「齊昕病情不輕，需要安靜的康復空間，
我和太太會繼續盡做父母的責任，……政治攻訐，禍不

及家人，這是做人做事的底線，請練先生及貴報停手。」

專家指對齊昕傷害難預見
練乙錚昨日在《信報》專欄回應事件，稱梁振英在

投書中首度提到梁齊昕病情不輕，他請教了幾位專家
朋友，綜合意見，包含一位高級顧問醫師朋友認為，
「她（齊昕）的有關事情，最好能在醫護人員指導下
進行。聲音太多，無論是責備她的還是站在她的一邊
的，都可能導致不可預見的後果，難用常理推測。」

認文章不當 願承擔責任
他稱，自己對此感到「於心不忍」，故願承認有關文
章確有不當之處，並向無辜當事人致最深歉意，又稱自
己「詞不達意，復對各方之反應估計不足，終令厚愛我

之讀者、人士殊為不安，誠屬不幸，亦僅此致歉。」
不過，練乙錚辯解稱，其行文的一個目的，本希望把
大眾視線從個人轉移社會，以免愈發造成不意之傷害，
而並非所謂的欲作「政治攻訐」，又稱以後若有類似事
情發生，特首「或可把持平意見直接或通過報紙同事傳
遞予筆者，而不必馬上給《信報》寫公開信」；「那樣
既可免造成社會事件，驚動或不幸嚴重影響無辜者，也
可避免坊間自然出現的『妨礙言論自由』指控。」

借齊昕攻訐特首
練乙錚道歉認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信報》特約評論員練乙錚上星期四（19日）發表的
《梁齊昕的處境不就是香港人的一個縮影嗎？》文章，借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女兒梁齊昕
的病況作政治攻訐，梁振英即發信批評。練乙錚昨日終肯在《信報》撰文承認有關文章確
有不當之處，稱自己願向無辜當事人致歉，並呼籲各方稍事冷靜，以免「傷及無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在議會多番搗亂，阻撓多項關乎民生議案
通過，影響特區政府施政，破壞社會與民
生。「愛港之聲」在前晚新春聯會時明
言，他們將透過區議會、立法會中「趕
走」反對派作為來年目標，「唔畀佢哋阻
立法會、阻住啲利民政策。」
「愛港之聲」前晚舉行新春晚會，福建

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林銘森，中澳法學
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幫港出聲」成

員、律師錢志庸及鄉議局增選執行委員梁
海明等出席。

高達斌：不讓利民政策受阻
「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致辭時指出，

「未來嘅一兩年係關鍵時期」，他們肩負
着重要任務，就是要「趕走反對派，……
唔畀佢哋阻立法會、阻住啲利民政策」。
他強調，香港去年歷經不同亂事，如

「佔領」行動，所謂「國家有難，匹夫有

責」，「愛港之聲」會在未來繼續撐政府
施政。同時，另一方面，「佔領」行動的
參與者多為青年人，團體希望在未來日子
中，能多在青年工作方面出力。
高達斌又強調，不希望反對派及激進分子

「禍港」，及經常「妖言惑眾」，故呼籲成
員、來賓應齊心支持特區政府施政，並在即
將來臨的區議會、立法會中「踢走」反對派
議員。他在會後更補充，「愛港之聲」有意
進軍立法會，惟具體詳情仍然籌備中。

「愛港聲」來年目標：踢反對派出立會

香港文匯報訊 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
年，民建聯於2月至4月期間舉辦一系列活
動，以加強市民對香港抗日歷史的認識。首
輪活動為「戰爭與和平」繪畫比賽，邀請全
港中、小學學生以「戰爭與和平」為主題，
自由發揮創意及想像力，繪畫出對未來的期
盼。

是次活動反應踴躍，共收到326份來自中、
小學學生的作品，評審由香港著名畫家沈
平、香港著名產品設計及插畫師鄧卓越、香
港美術教育協會執行委員陳雪儀，聯同民建
聯副秘書長葉傲冬擔任。經4位評審一輪評分
後，於中、小學組各選出冠、亞、季軍及10
名優異獎。
是次繪畫比賽中學組冠軍為劉卓欣（德望中

學）、亞軍黃寶恩（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季軍羅潔盈（沙田循道衛理中學）。小學組冠
軍為關晴天（澳港信義會小學）、亞軍鄭啟盈
（澳港信義會小學）、季軍麥霈琨（瑪利諾修
院學校小學部）。

葉傲冬：水準高反映學生重視
葉傲冬指出，這次參賽作品水準相當高，

反映同學們對比賽題目的重視。「我對小學
組作品的印象特別深刻，他們以鮮艷豐富的
色彩，帶出和平的訊息，同時透過暗黑的色
調，表達對戰爭的厭惡。」
民建聯將於4月13日至17日，在荃灣大會

堂展覽廳舉行「『戰爭與和平』歷史暨繪畫
展覽」，屆時將一併展出得獎、優異及入圍
作品。

民記抗戰畫賽得獎者出爐
■■葉傲冬葉傲冬（（中中））大讚大讚
學生作品水準高學生作品水準高。。

■「愛港之
聲」前晚舉
行 新 春 晚
會。
黃偉邦 攝

■練乙錚（上圖）昨向
包括梁振英（右圖）及
梁齊昕等公開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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