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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狙擊官員阻攔政改 須違法必究依法懲處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上周六率領一眾問責官員乘坐開篷巴士宣傳政改，但於堅尼地城、樂
富及大埔先後遭激進反對派狙擊。為避免混亂和到訪更多地區，官員未有下車，而是在花車
上向市民揮手和叫口號。激進反對派非法狙擊官員落區，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行動，企圖製造
混亂，阻攔凝聚支持普選的民意，既是非法暴力行為，也是對民主精神的踐踏。社會各界應
嚴厲譴責，警方也須有法必依違法必究依法懲處。
行政長官梁振英回應上周六官員落區宣傳政改遭到
狙擊，對於官員坐車落區宣傳政改並無下車，他指出
是不想引發更大的混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是
持不同意見人士行為令問責官員不能下車，他反問：
「如果反對政改的人做同類事情受到狙擊，會否開心
呢？」的確，反對派一方面狙擊官員落區宣傳政改，
另一方面卻在全港各區展開「反袋住先」宣傳運動，
這是只許反對派放火不許問責團隊點燈的霸道行為。

對派上周三在美孚狙擊官員落區，只是一次預演。多
個反對派激進團體日前已聲稱對於政府官員落區宣傳
政改，會有狙擊行動。上周六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率
領一眾問責高官乘坐開篷巴士宣傳政改，激進反對派
空群而出，有組織有預謀地「兵分三路」狙擊政改巡
遊隊伍。

反對派心虛害怕官員接觸市民

在宣傳首站堅尼地城，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
雄、「人民力量」成員譚得志（快咇）、一眾學聯常
委及成員和早前旺角「佔領區」常客「美國隊長」容
偉業等示威者到場狙擊。梁國雄及譚得志手持「大聲
公」滋擾支持政改人士，阻礙支持政改團體呼籲市民
登記做選民的宣傳活動。容偉業則揮舞「龍獅旗」宣
揚「港獨」。當政改宣傳巴士駛過時，一眾示威者企
圖衝出馬路追截，現場非常混亂。
宣傳巴士抵達樂富前，早已有數十名社民連、「學
民思潮」及港大學生會成員在港鐵站外示威，有示威

事實上，官員落區宣傳政改，可進一步凝聚支持普
選的民意。激進分子狙擊、侮辱、謾罵官員落區宣傳
政改，迫使官員不能下車，影響官員落區和市民表達
意見，是反民主的非法暴力行為，各界應予以嚴厲譴
責，警方也須嚴格執法加以制止。
行政長官梁振英與「政改三人組」上周三到美孚宣
傳政改時，已遭反對派狙擊。梁振英批評，官員落區
被狙擊，反映有人心虛，害怕官員接觸市民。激進反

有預謀有組織的狙擊行動

者向宣傳巴士撒陰司紙及撕毀了的政改單張，包括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在內的部分示威者更一度
欲衝向巴士。
大埔現場聚集多個激進示威者，包括黃之鋒、譚得
志、容偉業、「熱血公民」及多個大專學生會成員
等。巡遊巴士駛經大埔綜合大樓，隨即有示威者舉起
黃傘，部分人更衝出馬路，朝巴士方向跑去，現場險
象環生。其中正接受訪問的黃之鋒突然轉身，企圖衝
出馬路，警察上前阻止，黃於混亂期間跌倒，之後更
趴在地上一段時間「詐死」，並聲稱是被警察「推
跌」。

狙擊官員再現暴力衝擊常客影子
警方消息指，一名警員被示威者打傷倒地，需送院
治理；事件中警方以涉嫌襲警及阻礙警員執行職務拘
捕 3 人，其中一人為城大學生。警方重申，絕不容忍任
何暴力事件，如有違法，警方一定會不偏不倚、公平
公正地處理。
跡象表明，激進反對派有組織有預謀地狙擊官員落區
宣傳政改，是繼續去年非法「佔中」、今年初「反水貨
客」暴力行動之後，反對派策動的一次旨在阻攔和扼殺
政改的暴力衝擊行動。這次狙擊官員落區的激進反對派
組織和打手，是一系列政治風波和暴力衝擊事件的搞
手。若將反國教、非法「佔中」、「反水貨客」等事件
作進一步的觀察，處處可見「學民思潮」、學聯、社民

動，公然邀請樂隊「血汗攻闖」，在台上大唱粗口辱警歌曲，引起社
會公憤。學生會及其負責人其後發表聲明，大肆抹黑警隊，更稱該曲
「雅俗共賞」。「幫港出聲」昨日發表聲明，批評嶺大學生會強詞奪
理、厚顏無恥，要求學生會負責人就此事公開鞠躬道歉並即日下台，
嶺南大學校董會也應盡快嚴肅處理學生會或相關的具體負責人。

嶺南大學學生會早前於校園舉行音樂
會，一隊名為「血汗攻闖」的樂隊

在台上大唱辱警粗口歌「向香港警察致
敬：Fxck The Police」，歌詞涉大量不
堪入耳的污言穢語，包括「生個女做雞
都好過生個仔做龜」、「警察招牌死差
佬一手打爛」等，更指加入警隊是「×
仔」，引起了公憤，多個團體通過聲明
以至抗議行動表達不滿。
事發後，嶺大校長鄭國漢發信指，校
方絕不容忍校園出現以粗言穢語辱罵他
人的舉動，並會透過不同渠道向同學講
解事件，並勸勉他們引以為戒。不過，
嶺大學生會其後發表聲明，聲稱現時
「政權不義」、「暗角七警」仍未被檢
控等，「單以主流方式已不足以形容對

現時社會不公之憤怒。」故學生會以
「不同的文化與藝術形式表達，雅俗共
賞」。

批厚顏無恥 扮道歉實無賴
嶺大學生會聲稱，對校方作為捍衛學
術自由、促進社會思潮的一方，「未能
理解是次音樂會的表達和原意」，令他
們「感到遺憾」，又稱該會「未能為表
演樂隊堅守一個能充分表達和體現藝術
自由的空間」，同時亦未能照顧「所
有」會眾及受影響者的感受，「若有人
因此感到不安，學生會謹此致歉。」
「幫港出聲」昨日發表聲明，批評嶺
大學生會邀「血汗攻闖」大唱粗口辱警
歌曲，引來社會公憤，輿論譁然。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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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行，在全球任何國家及地區都不能容
忍；而事後學生會及其負責人，居然繼
續強詞奪理，以「道歉」之名，行「無
賴」之實，「其品行水準之低，其厚顏
無恥的程度，亦屬曠古未聞，前所未
見。我們無法接受這就是納稅人供書教
學的香港教育成品、未來的社會棟
樑?!」

籲校董會處理 嚴辦息眾怒
為此，「幫港出聲」發出嚴正聲明，
要求嶺南大學學生會負責人，應就此事

正式公開鞠躬道歉，並即日下台、總辭
所有職務，以免玷污了全校師生的聲譽
和社會對大學生領袖的期望。同時，嶺
南大學校董會應盡快作出決定，就事件
對學生會或相關的具體負責人作出嚴肅
處理，以平息公眾輿論對校方偏袒護
短、軟弱無力的質疑，以及對該校學生
背離道德、違背教理的行徑的憤怒。
「幫港出聲」又呼籲，全港不甘因此
事而令香港清譽受損的市民，繼續站出
來聲討譴責嶺南大學學生會以及「血汗
攻闖」樂隊，以正風氣，伸張公義。

由於遲遲未檢控「佔中」搞手，法律尊嚴受損，令
一些人產生錯覺，以為犯法後只要高舉政治抗爭旗幟
就可不必承擔法律責任，令激進暴力違法行為如病毒
一樣蔓延。由「佔中」分子策動大規模暴力騷亂，到
「反水貨客」行動肆無忌憚辱罵和驅趕內地旅客，再
到激進分子狙擊、侮辱、謾罵官員落區宣傳政改，激
進分子如此目無法紀，與法治精神受到空前衝擊有必
然聯繫。
但是，法治香港豈容違法不究的「特等公民」？對
歷次非法暴力衝擊事件中涉嫌違法的人士，執法當局
必須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官員落區宣傳政改，警方
有責任保護官員不受非法狙擊，維護官員人身安全和
社會秩序，維護市民向官員表達意見的權利。警方保
護官員不受非法狙擊，任何人都不得以暴力對抗警方
執法。如果激進分子製造暴力衝擊事件，必定會遭到
輿論強烈譴責，並受到法律嚴厲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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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16 個月的諮詢，特區政府日前終於公布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具體方案，包括維持現
時選舉委員會四大界別38個分組產生1,200人辦
法；四大界別選民基礎不變，只作必須的修訂；
提名階段分為推薦、提名兩階段；普選階段以一
輪投票，普選特首毋須過半數當選。民建聯支持
政府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因為方案符合香港基
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以及香港
實際情況。
無論是第一第二輪的政改諮詢工作、行政長
官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報告，以至全國人大常
委會公布關於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的決定等各個
重要時刻，特區政府官員都盡力推動及參與不
少會議，包括出席立法會及地區舉行的座談
會，聆聽民意、詳細講解各項內容、解釋相關
的法律框架，以及傳遞中央官員的重要講話，
務求讓廣大市民都能準確理解香港基本法有關
行政長官普選的規定，以及中央落實普選的決
心及承擔。
通過政改方案，讓政制改革向前行，是民心所
向，從早前「保普選反佔中」活動中共取得150萬個
簽名支持，以至近期多項民意調查顯示過半數受訪者
支持通過政改方案，充分反映出港人關心及冀盼能夠
落實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願望。

符港情 民記挺普選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嶺南大學學生會主辦校內學生活

法治香港豈容違法不究的「特等公民」
？

依法按

學生會死撐辱警歌
「幫港出聲」促下台

連、「人民力量」、「熱血公
民」等激進組織成員的影子。
這些暴力衝擊常客，屢屢違法
但卻逍遙法外，更加有恃無恐
地進行違法暴力衝擊。上周六
官員落區宣傳政改時並無下車，是不想使暴力衝擊常客
有可乘之機，引發更大的混亂。

落實普選 全港市民受惠

我們相信，落實普選的終極得益者是全港市
民，因為「一人一票」普選出來的行政長官獲較高
認受性，有助解決香港長期有關政制問題的爭拗，
讓社會可以集中精力，解決特區當前面對的各項問題，符合
香港的長遠發展需要和國家利益。
另外，在具有競爭性及高透明度的「一人一票」普選
過程中，廣大選民都有機會了解各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政
綱、施政理念、辯才，以及治理政策等各種能力，在互
動情況下，各候選人亦會直接回應選民的訴求，爭取其
支持。故此，我們期望廣大市民繼續積極發聲，共同努
力，用民意力量，促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普選方案。
（標題及小題為編輯所加）

逾 70
70名民記友
名民記友「熱血獻港
熱血獻港」
」
■民建聯響應
香港紅十字會
輸血服務中心
社區捐血大行
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響應香港紅十
字會輸血服務中心社區捐血大行動，超過 70 名民建聯
成員及友好今天前往中區捐血站捐血，宣揚「你我攜
手 捐血救人」、「捐血救人 坐言起行」的訊息，並呼
籲市民踴躍捐血，發揮救人精神。
民建聯昨日舉行捐血日。在活動儀式上，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希望，香港市民支持紅十字會的呼籲，用實際行

動，積極響應捐血行動，幫助有需要的人，實踐施比受
更有福。

陳維端捐足百次獲嘉許證
民建聯監委副主席陳維端昨日已捐血第100次。香港
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顧問醫生李卓廣在儀式上向他
頒發嘉許證書及紀念品。陳維端笑言，一包血可以拯

學聯分崩離析 不如乾脆解散
繼港大和理大學生會之後，浸大學
生會日前亦通過「退聯公投」，正式
退出學聯。雖然學聯中人現時仍在耍
花招，企圖阻止浸大退聯，但看來只
是徒勞。至此，自稱代表全港大專學
界的學聯，在「佔領」行動後短短半
年時間，已經有三間大學的學生會退
出，而且退聯之勢更在不斷蔓延。早
前城大學生會為了配合學聯，竟然採取橫蠻手段阻撓
「退聯公投」的進行，不斷刁難干擾，結果反而引起
不少學生的反感，一些原本對退聯議題不感興趣的學
生也對城大學生會的行為不滿，隨時會出現「報復性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投票」。
一般預期，城大學生會的「退聯」機會不低。至於
由學聯系統長期控制的中大學生會，由於有濃厚的
學聯背景，在一眾老鬼力保之下勝負難料。但就算
再沒有其他大學的學生會「退聯」，八間大學退出
其三，學聯已經名不副實，土崩瓦解之勢已是難以
逆轉。
筆者 3 月在文匯報已經撰文，預言羅冠聰「當選秘
書長難阻學聯分崩離析」，因為「『勇武派』必定會
逐步蠶食學聯地盤」。現在回頭看來，學聯分崩離析
的結局早在「佔領」慘敗之後已經寫定。為甚麼在
「佔領」期間威風八面的學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

救三個人，更有助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對身體
非常有益。
中常委葛珮帆在致辭時表示，很高興能夠成為香港紅
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社區捐血大行動的社區夥伴，共同
推廣及參與捐血活動，並感謝是次每一位出席支持和參
加活動的捐血者，特別是今天捐血達100次的陳維端，其
助人精神實在可嘉。
李卓廣在致辭時表示：「衷心感謝民建聯成為推
廣捐血的重要社區夥伴之一。鑑於本港人口持續老化
對血液需求將不斷上升，中心於今年除了加强與不同
政府部門、紀律部隊、工商機構合作，更會陸續與不
同團體成為社區夥伴，增加血液收集，建立持續捐血
的習慣，期望社會各界攜手，捐血救人。」據了解，
現時血庫存量仍低，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需要
收集更多各類型血液，懇請大家坐言起行，捐血救
人。
忽焉」？原因有三。
一是學聯在「佔領」期間的表現引發了社會輿論以
至學界的反感，中間學生不滿其激進、不務正業發動
違法行動；激進的學生又不滿其「保守」，指責他們
流血不夠，「連攻入政府總部都不敢」，總之就是兩
面不是人。二是黃毓民、黃洋達之流的「勇武派」早
已虎視眈眈，在「佔領」期間已經接二連三衝擊大
台，以爭奪主導權；「佔領」結束後他們第一件事就
是發動「肢解」學聯行動，意圖將激進學生都招攬其
內。三是學聯對於退聯過於託大，開始時以為港大
「退聯」沒有成事機會，梁麗幗甚至連校內宣傳也懶
得做，以為憑着學聯在「佔領」期間的「光環」，同
學必定會繼續支持，結果陰溝裡翻船，繼而兵敗如山
倒。之後在其他大學的「退聯」上又打錯算盤，以為
盡量低調，發動基本盤將可穩勝。結果反而讓「勇武
派」有機可乘，成功動員通過「退聯公投」。再加上

羅冠聰「羅 37」志大才疏，又缺乏論述能力，外界只
視其為周永康的傀儡，如何能夠挽回敗局？
八間大學已經有三間退出，學聯之名已是名不正言
不順。而且，學聯多年來收取各間大學的學生會費，
大舉投資，回報甚豐。現在多間大學退聯了，有關款
項自然應該物歸原主，即是說必須「分身家」，豈能
讓學聯「袋袋平安」？如果學聯拒絕交回款項，隨時
可能引發法律糾紛，沒完沒了。
在羅冠聰的「英明領導」下，學聯的分裂崩解已是
不能避免，這也是學聯中人咎由自取。面對此情此
景，學聯再沒有存在的理由，多間大學已經退出，留
下的大學對學聯也是滿腹怨言。學聯與其陰乾等死，
不如乾脆自行解散，退出歷史舞台。羅冠聰等人也不
要再裝出一副代表學界的樣子了，原因是學聯根本代
表不了大學、也代表不了學生，代表的只不過是支持
羅冠聰的37票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