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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在違法「佔
中」後休養生息了一段日子，如今政
改方案出爐，他再披掛上陣，掀起狙
擊落區宣傳政改官員的惡浪。令人啞
然失笑的是，他還大言不慚地說，狙
擊官員，是希望可以當面對質，正面
交鋒。黃之鋒繼續堅持「有佢講、無

人講」的霸道作風和邏輯，根本不是要對話，而是要
吸引媒體的鏡頭，更為了拉倒政改，繼續扮演西方傳
媒力捧的「民主小鬥士」。

香港是開放民主的社會，市民從來不缺乏表達意見
的平台和機會，即使對政改有不同意見，也完全可以
心平氣和與官員交流互動。可是，黃之鋒從來就藉向
官員表達意見、要求溝通的機會，擺出咄咄逼人的姿
態，大肆向落區的官員興師問罪，將媒體的焦點聚焦
在他身上。
「反國教」風波中，黃之鋒就是靠狙擊落區的特首

梁振英「一舉成名」，博得「好叻仔」的名頭；首輪
政改諮詢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落區推介，黃之鋒
帶同「學民思潮」同伙到場狙擊，準備了「文憑試成

績表」道具，諷刺政改諮詢工作不合格，包圍官員，
不斷叫囂「公民提名必不可少，廢除功能組別」等口
號；日前，政府官員到美孚宣傳政改方案，黃之鋒故
伎重施，與一眾反對派激進分子干擾會場，衝擊警方
防線，導致多名警員受傷。口頭上講要溝通，行動卻
粗暴無禮，黃之鋒根本就不想溝通，而是要破壞溝
通，阻止官員與市民接觸，把溝通變成他黃之鋒大出
風頭的政治表演。
去年79日無法無天的「佔中」，令香港一度陷於社
會癱瘓的邊緣，打響「佔中」「第一炮」的正是黃之
鋒。「佔中」期間，黃之鋒屢屢聲嘶力竭地煽動示威
者包圍政府總部，挑戰警方，不用理會法庭禁制令，
一再對暴力違法衝擊火上加油，自己卻躲在立法會大

樓內「歎世界」。但西方傳媒對黃之鋒寵愛有加，一
頂頂高帽蓋在他頭上。黃之鋒不但登上《時代雜誌》
亞洲版封面，還被評為2014年《時代雜誌》全球25位
最具影響力少年、2014年《外交政策雜誌》全球百大
思想者、2014年《泰晤士報》年度青年、2014年法新
社年度全球十大最具影響力人物……這些都是具世界
影響力的西方傳媒，黃之鋒何德何能，獲得榮譽之高
之多，令人咋舌和驚奇。
天下無免費的午餐，受人恩惠就要替人賣命。香港

政改方案進入見分曉的時刻，推倒政改，政爭不息，
社會撕裂，有人才有機會混水摸魚。幕後老闆的意
圖，黃之鋒心領神會。

黃之鋒「狙擊為溝通」論霸道可笑 楊正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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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出動一二百人，肆無忌憚地衝擊官員落區宣
傳政改，反對派傳媒顛倒黑白，還抹黑說：「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等只肯坐在車上推銷政改，不僅是因為
害怕面對市民強烈的反對之聲，更因為他們根本詞窮
理屈。」如果姑息阻止宣傳政改的違法暴力行為，反
對派「賊喊捉賊」的伎倆就會得逞，香港就會變成無
法無天的城市。所以，執法當局一定要態度明確，全
力保障官員能夠安全順利落區宣傳政改，一定要制止
暴力分子搗亂和破壞政改的諮詢會議。若有人帶頭搗
亂破壞，應該驅趕離場；如果不服從警方指令，要堅
決採取拘捕措施。只有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破壞分

子才不敢那麼猖獗，政府官員和市民才可以在普選問
題上進行交流。

暴露反民主反普選本質
反對派為暴力衝擊製造借口，說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是「大石砸死蟹」，所以他們不能啞忍，可以
採用違法衝擊行動。這完全是踐踏法治的歪理。按照
基本法，按照人大常委會決定處理政改問題，是香港
憲制的一部分，中央在香港的政制問題上有決定權。
政制要發展，需要對基本法的附件進行修改，權力在
人大常委會。要進行普選，是中央政府的決定。人大

常委會制定了普選的框架，依照憲法行事，是天經地
義的，根本就不存在「大石砸死蟹」的問題。反對派
的猖獗抗爭，說明他們害怕基本法，害怕民主，所以
採取暴力搗亂，阻止普選的推廣和介紹，企圖扼殺民
主。對於反民主的行為，只能採取法治手段進行反
制。如果優柔寡斷，猶豫不決，只會助長反對派的氣
焰，令普選方案更難通過。

政改方案通不過 港人成大輸家
愛國愛港陣營更加應該利用反對派暴力干擾政改宣

傳的事實，向廣大市民說明，如果任由反對派否決政
改方案，對七百萬香港市民將造成嚴重禍害。如果不
通過政改方案，港人將成為大輸家。港人受到的損害
體現在六大方面：

第一， 香港憲制被破壞，港人的普選權利被剝奪。
第二， 任何人都可以無法無天，都可以採取暴力行

動，香港市民集會和表達意見的人權和自由，都被暴
力行動所剝奪。

第三，任由政改方案被否決，反對派今後將會採取
更多的暴力手段，更多的「佔領行動」，以證明香港
是一個無法管治的城市，是一個不會「馴服」的城
市，他們將把香港攪得天翻地覆，經濟癱瘓，建設停
頓，遊客不敢前來，香港失去競爭力，大量市民失

業，七百萬港人要為反對派的不負責任行為埋單，成
為最終的受害者。

政改討論一定要在法治氣氛下進行
第四， 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框架下的普選，居然

被說成是「假普選」，香港的普選將遙遙無期。反對
派繼續打着「爭取民主」的旗號騙取選票。反對派根
本就不可能提出一個符合憲制、人大常委會批准、行
政長官同意、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支持的政改方案。
反對派的所謂「公民提名」方案，永遠不可能實現，
只會令香港陷入內耗。

第五， 香港的年輕一代，在無法無天的環境中成
長，香港的核心價值—法治觀念、人權將會受到扭
曲。一代人因此而走上歧途，變成只會破壞不會建
設，把損害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的行為、破壞法治視作
理所當然，香港的前景將非常暗淡。

第六， 如果允許反對派公開宣傳「爭取命運自
主」，「港獨」的陰謀將逐步實現，搞分裂活動更加
明目張膽，將會令香港捲入長期動盪的漩渦，港人將
要承擔災難的後果，不可能安居樂業。

因此，政改的討論一定要在法治的氣氛下進行，絕
對不容使用暴力，絕對不能對暴力主義者採取姑息主
義。

高天問

反對派除了狙擊特區政府官員落區宣傳政改方案，阻止傳播普選訊息外，還將暴力行動升

級。數十名暴力分子前晚深夜在旺角進行暴力活動，霸佔道路，弄得秩序大亂，警方拘捕八

名搞事者。數十名示威者其後包圍旺角警署，要求放人。事態說明，激進派企圖用暴力手

段衝擊政改的宣傳工作，並且重新試探警方的態度，妄圖重啟「佔領」。支持政改是社會主

流民意，大多數市民認為，落實普選絕對不容干擾和破壞。反對派採用暴力阻止官員和市民

交換意見，是反民主的，扼殺港人表達對普選的支持。警方一定要依法辦事，堅決拘捕肇事

分子，保護香港七百萬市民的民主、自由和利益。政改的討論一定要在法治的氣氛下進行，

絕對不容使用暴力，絕對不能對暴力主義者採取姑息主義。

暴力包圍旺角警署 反映反普選行動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在
馬來西亞吉隆坡出席第十二屆東南
亞國家聯盟領袖論壇的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梁振英，昨日早上與泰國總
理巴育會晤。他強調，香港重視泰
國這個夥伴，希望能在商貿及旅遊
兩方面加強合作。

赴東盟論壇爭簽自貿協議
特意到吉隆坡出席東盟領袖論

壇，爭取與東盟十國簽訂自貿協議
的梁振英，昨日在返港前仍努力加
強與東盟國家的交流，包括與巴育
會面。
梁振英在會面中表示，旅遊將會
是香港和泰國其中一方面可以進一
步合作的的範疇，而商貿亦是其餘
可合作的項目之一，而「去年兩地
的貿易數據增幅亮麗，希望今年延
續良好勢頭」。
巴育則表示，香港是泰國重要的

貿易夥伴，期望進一步加強經貿合
作，進一步加強和香港之間的雙邊
貿易協議，建立更廣泛的商貿關
係，並希望香港可加快簽訂協議，
將來香港視泰國為通往東盟的閘
口。
梁振英表示，東盟十國與香港簽

訂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進展順利，
期望來年能夠達成協議，為香港開
拓龐大的東盟市場。

推介港「超級聯繫人」角色
梁振英日前出席東盟領袖論壇，

並在論壇開幕典禮上發表重要演
說，推介香港擔當區域「超級聯繫
人」的獨特角色，將為熱切期盼進
入中國內地龐大市場的環球企業發
揮門戶和「高速公路」的作用。他
並期望香港和東盟之間就自由貿易
協議能於明年達成。
梁振英在會議期間又拜會馬來西

亞首相納吉布，並分別與柬埔寨首
相洪森、老撾總理通邢、緬甸總統
吳登盛及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舉行雙
邊會面，鼓勵各國的企業利用香港
獨一無二的優勢，擴展其業務至中
國內地。

聯盟促解散學生會
包庇辱警樂隊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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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與泰國總理巴育會
面，就雙方關注的議題交換意見。

「新同盟」指踩過界 民主黨「話之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11
月將舉行區議會選舉，反對派已蠢蠢欲
動，準備爭奪區議會席位，昨日更爆出內
訌。「新民主同盟」昨日譴責民主黨破壞
反對派的協調機制，派人在分予該黨的西
貢區議會將軍澳軍寶選區進行地區工作。
民主黨昨晚發聲明回應聲稱，多年來一直
參與其中及尊重協調結果，完全尊重並會
切實執行協調機制，但該黨向來的宗旨，
是鼓勵黨友「盡力兼顧服務鄰近地區，不
要畫地為牢」，故「不會限制議員或黨友
在某些特定地區的服務」。

白鴿被批漠視協調拒離軍寶區
「新民主同盟」昨日舉行記者會指，
反對派就今年年底區議會選舉的協調已
大致完成，原先他們的成員黎銘澤可在

將貢澳軍寶區展開地區工作，但民主黨
近日竟然輸打贏要，漠視協調機制，繼
續讓民主黨成員陳展浚強行留在軍寶
區，至今長達7個月，意圖脅迫黎銘澤離
開軍寶區。
「新同盟」續稱，陳展浚更威脅指會派

員到另一澳唐選區與新民主同盟競選區議
會。「新同盟」其後於今年2月，發現民
主黨前成員李家輝到澳唐選區派發單張，
上月更見到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澳唐選區
懸掛地區議題橫額。
「新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昨日稱，

必須把民主黨劣行和盤托出，並批評他們
先後兩次違反協調機制，先繼續讓陳展浚
強行留在軍寶區，再在澳唐選區以「鵲巢
鳩佔」、「玉石俱焚」的方法，意圖脅迫
「新同盟」成員黎銘澤離開軍寶選區，指

摘民主黨以大欺小、手段卑劣。

辯稱尊重機制卻不限黨友入區
民主黨昨晚隨即發聲明回應稱，該黨一

直參與其中及尊重協調結果，「完全尊
重」並會切實執行協調機制，至今從沒派
任何社區主任出選軍寶區，也沒有此打
算，但「不會限制議員或黨友在某些特定
地區的服務」，因該黨向來的宗旨，是鼓
勵黨友「盡力兼顧服務鄰近地區，不要畫
地為牢」。
就劉慧卿在區內掛橫額，被指為黨友陳

展浚在該區造勢參選，民主黨則稱，劉慧
卿是新界東立法會議員，服務範圍包括整
個新界東區，不會只服務特定區域，否則
便是對部分新界東居民不公平，亦是失
職。

嶺大學生會於本月17日於校內舉行音樂會，其中樂隊
「血汗攻闖」在台上大唱辱警粗口歌，歌詞包含大

量侮辱性的污言穢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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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複多次「死
差佬×你老母」。「新界關注大聯盟」多名執委昨日舉行
記者會並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該樂隊行為及批評嶺大學生
會的做法有違「大學之道」。

何君堯：不分是非黑白
大聯盟發言人、律師何君堯指，大聯盟的聲明針對
的是兩個單位，「分別是犯事的樂隊以及包庇樂隊的
學生會。」他批評嶺大學生會未有分清是非黑白，只
懂批評校方沒有捍衛他們的學術自由，令大聯盟對學
生會的表現「感到極度絕望和心死」，更擔心有關學
生的思想模糊，會影響其他組織「有樣學樣」。

藍鴻震：絕非「學術自由」

關心事件的前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在記者會直言，對
事件感到震驚及痛心。他炮轟涉事大學生均獲得政府和納
稅人資助，竟有如此做法，「實在是離晒大譜。」他認為
不能助長此等風氣，「更不可與學術自由混為一談。」
何君堯指出，涉事的樂隊可能已違反《公安條例》第二
四五章17b，即「任何人在公眾聚集中作出擾亂秩序行
為、在公眾地方作出喧嘩或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使用恐嚇
性、辱罵性或侮辱性的言詞，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
寧」。大聯盟促請警方立即拘捕有關人等，他們也不排除
未來幾天會主動向警方舉報。

大聯盟籲校方停止資助
為遏止粗鄙文化等敗壞風氣充斥校園，大聯盟也呼籲嶺
大校方及社會人士停止對學生會的一切資助，及要求校方

立即解散該學生會。何君堯指出，若嶺大校方未能作出合
理跟進，制止校內粗鄙侮辱的風潮，特區政府應引用《嶺
南大學條例》，整頓嶺大管理層。

消息指或校長名義道歉
據悉，嶺大校董會昨日舉行會議。有消息指，會議討論
的議題包括以校長鄭國漢的名義，向警隊、公眾及嶺南人
就事件道歉，並建議禁止該樂隊再踏足嶺大校園。在主辦
方、即嶺大學生會方面，則討論由校方或校長其中一方，
向其發出警告。
會上也有校董會成員建議將事件轉交紀律處分委員會處

理，涉事的學生會幹事有機會面臨處分，但最終未有決
定。嶺大發言人昨日則回覆指，校方正處理有關事件，暫
未有進一步資料和回應作補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嶺南大學學生

會早前於校內舉行音樂會，出席的樂隊卻公然

大唱極具侮辱和侵犯性的粗口歌辱罵警察，引

發社會公憤。「新界關注大聯盟」昨日強烈譴

責涉事者，指他們涉嫌違反《公安條例》，以

辱罵性言詞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的罪行，促

請警方立即拘捕涉案人士，又呼籲校方及社會

各界停止對包庇有關樂隊的嶺大學生會的資

助，及解散該學生會。

■■「「新界關注大聯盟新界關注大聯盟」」昨舉昨舉
行記者會行記者會，，批評嶺南大學學批評嶺南大學學
生會早前的音樂會生會早前的音樂會，，以粗口以粗口
歌辱罵警方歌辱罵警方。。 林心澄林心澄 攝攝

齊反對「泛
民」，呢啲先
係主流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