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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與港澳辦官員會面，有評論
認為中央希望民主黨能夠成為「忠誠
反對派」，在維護「一國兩制」，認
同國家主權的前提下，扮演監督政府
的角色。然而，不知是否受到冷落還
是不甘寂寞，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
洛隨即在報章寫了大篇文章，名為

《為中共補一課何謂「忠誠反對派」》。這篇文章題
目毫無學者溫和謙虛的品格，擺出一副居高臨下的姿
態要為他人「補一課」。言下之意，其他人的說法都
是錯誤，是不學無術，唯有陳家洛才是宇宙唯一真
理。可惜的是，陳家洛在文中亂拋書包，貽笑大方。
難怪當年在選舉時要「冒稱」教授，但這樣的水平，

又怎騙得到其他人。
其實，「忠誠反對派」的說法並非出自今日，最早

源自英國的反對黨，這些在選舉中落敗的在野反對
黨，雖然在策略上必須反對執政黨的政策主張，甚至
要打擊對方的聲望，務求在下次大選中重新取得執政
權。但他們在反對的同時也有底線，就是必須忠誠於
現行的憲政體制，不會反對基本的政治制度，不會挑
戰現存憲制體制的合法性，不會引入外來勢力干預本
國內部事務。所謂「忠誠」就是對國家、對憲法、對
制度的忠誠。這也是絕大多數國家反對黨的政治倫
理。
然而，香港的反對派卻沒有這種政治倫理，例如公

民黨當年發動的違法違憲「五區公投」，甚至勾結外

國勢力干預港事，就是「不忠誠」的表現，這種行為
在大多數國家都是絕不容許的。但陳家洛卻故意扭曲
了「忠誠反對派」的定義，指「所謂忠誠就是對一黨
專政的中共政權及其領導層的服從，而且一個人或者
黨派是否『忠誠』還是要看領導人的心情了。」這種
說法毫無理據，完全是上綱上線的誅心之論。中央一
直以來強調的是香港政黨須恪守「一國兩制」原則、
遵守香港基本法、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但從來沒有
要求政黨效忠中國共產黨，陳家洛在沒有證據之下誣
衊中央，請問何來學者的操守？如果他真的要為人
「補一課」，就請提出證據，證明中央什麼時候要求
香港政黨效忠領導人？
陳家洛為「忠誠反對派」落了一個荒謬的定義，繼
而「推論」出「忠誠反對派」絕不可能存在，除非中
央願意「還政於民」。這一連串的推論極度粗疏，不
過暴露其奪權圖謀。什麼是「還政於民」？以反對派
的邏輯，就是要中央撒手不理，不行使任何權力及監

管權，讓香港變成「政治實體」，讓反對派取得香港
管治權，這就是「還政於民」的真正核心。既然陳家
洛要的是管治權，自然不會做什麼「忠誠反對派」，
因為他們要做的是「反中亂港的死硬派」、「奪權的
港獨派」。
岔開一句，陳家洛的不學無術完全在其文章中表露

無遺，當中前半部分談「忠誠反對派」，之後卻突然
大談所謂「民族主義」，繼而大段大段地引用外國學
者的說話。明顯是為了填滿篇幅，顯示自己文章是旁
徵博引，但對於內文主旨卻沒有任何幫助，仍然是謬
誤處處、理據薄弱。或者，陳家洛自己知自己事，繼
續在學界發展無望，唯有投身政治還有一拚之機。但
陳淑莊下屆幾乎肯定會在港島出選，陳家洛要不贏得
區選繼而出戰「超級區議會」，要不讓出寶貴的議員
議席，所以陳家洛現在到處大放厥詞，不過是為了提
升知名度，背水一戰而已。

陳家洛亂拋書包貽笑大方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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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用下流報格侮辱受閱女兵和老兵
《蘋果日報》昨日的社評首先拿受閱女兵大做文章，

下流地說「受閱女兵整齊劃一的高聳胸部，讓受閱老兵
更形蒼老」云云 ，這是《蘋果日報》一貫宣淫販賤惡
癖的暴露，《蘋果日報》出錢炮製「陳健康獨家嫖妓
新聞」、摷明星垃圾桶、賣弄未成年少女濕身性感照、
借藝人床照大發淫褻財等。《蘋果日報》企圖用下流報
格侮辱受閱女兵，作踐受閱老兵，是無恥之尤。

《蘋果日報》信口雌黃稱大閱兵「女兵比老兵重
要」，完全是胡說八道。據報道，大閱兵有兩個抗戰
老兵乘車方隊，是由從大陸遴選的、目前健在的國共
兩黨抗戰老兵、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和國民黨抗日英
烈後代，以及抗戰支前模範代表組成，這些抗戰老兵
平均年齡90歲，抗戰支前模範平均年齡88歲，英烈子
女平均年齡78歲。他們參加受閱的積極性非常高，將
乘車受閱，充分體現全國人民對抗戰老兵的敬重、對
抗日英烈的敬仰、對支前模範的敬意。

再次暴露《蘋果》漢奸賣國面目
《蘋果日報》跟隨日本右翼論調起舞，聲稱中國

「軍備擴張的威武背後，是窮兵黷武的隱患」云云。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聲稱「中國的軍備擴張進程超出
預想，日本必須不能認輸，要充分做好必要的軍備預
算措施」。日本2015財年防衛預算的增加顯示了防衛
經費的無節制膨脹，安倍政府一面增加消費稅、削減
社保開支，一面將這些削減下來的財源回流到軍事領
域，顯示出安倍政府犧牲國民生活福利走軍國主義道
路的禍心。

《蘋果日報》的社評曾聲稱釣魚島屬於「日本的主
權」，指斥中國船長「挑戰日本的主權」，污衊「中
國在釣島事件贏得阿Q式精神勝利」，竭盡漢奸賣國
之能事。《蘋果日報》跟隨日本右翼論調起舞，再次
暴露《蘋果日報》的漢奸賣國面目。

《蘋果》酸溜溜心理與日本右翼如出一轍
據報道，截至目前，有49個國家的代表已確認將應

邀出席，其中有30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等外國領導
人，19位政府高級別代表，此外還有10位國際和地區
組織負責人，這是相當不錯的外交成績單。《蘋果日
報》酸溜溜地說，「萬國來朝的風光背後，是美日德
加的抵制」。實際上，19名政府代表中，除法國派出
外長法比尤斯外，美國、德國、加拿大均由駐華使節
參加，歐盟也採取了相同的應對措施。日本首相安倍

還堅持東京的正式代表都將不參加，前首相村山富市
將以個人名義參加這次活動。

美國、德國、加拿大談不上抵制，安倍政府的抵制
是其對侵略戰爭不思悔改的表現。安倍政府日前又對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將出席中國閱兵式公開表達不
滿，稱秘書長此舉有違中立原則。潘基文公開回應
說，今年世界各地都在紀念反法西斯勝利70周年，中
國的紀念是其中一部分，他來參加是聯合國秘書長的
應有之義。《蘋果日報》對49國政要出席中國大閱兵
酸溜溜的心理，與日本右翼如出一轍。

《蘋果》胡說八道完全沒有邏輯可言
《蘋果日報》聲稱，受閱軍備有84%是首次亮相，為

的是讓人感受權力比軍力重要云云，這種胡說八道完
全沒有邏輯可言。 利用戰爭勝利紀念日舉辦閱兵是國
際慣例，美國、法國、俄羅斯莫不如此，譬如去年6
月，法國邀請美俄英等國領袖參加盟軍諾曼第登陸70
周年閱兵式。俄羅斯也經常舉行各種形式的紅場大閱
兵，以展示國威軍威。

對於中國來說，舉辦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具有特殊
的意義和價值。這將是中國第一次以大閱兵的方式來紀
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9月3日的中國天安門廣場，將與
法國諾曼第、俄羅斯紅場組成世界三大反法西斯戰爭勝
利紀念場所，形成三道舉世關注的靚麗的風景線，可以
起到揚國威、振民心、提士氣、慰先烈、懾邪妖、聯友
人、促和平的作用，其意義十分深遠。

值此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舉行大閱兵，向世人
展現中國軍隊現代化的最新成果和軍隊的精神面貌，
不僅有助於振軍心、提士氣，還可以凝聚民心，同時

也能對始終沒有進行二戰深刻
反省的日本右翼勢力起到警告
和威懾作用。《蘋果日報》胡
說八道稱大閱兵顯示「權力比
軍力重要」云云，邏輯混亂的
背後，是對大閱兵展示的國威軍威的詆譭，這不過是
蚍蜉撼樹。

《蘋果》自絕於中華民族的可恥立場
作為世界反法西斯主戰場之一，中國為世界反法西

斯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在剛剛結束的國際歷
史科學大會上，國際歷史學會秘書長、國際知名歷史
學家羅伯特·弗蘭克等40名史學研究者耗時四年完成的
最新著作《1937－1947：世界大戰》引發關注。弗蘭克
說：「這次世界大戰是在亞洲開始的。事實上，二戰
開始的時間甚至可以提前至1931年，即日本入侵中國
東北地區的時間。」二戰中，中國戰場抗擊和牽制着
日本三分之二以上的陸軍兵力和部分海空軍力量，斃
傷俘日軍150餘萬人，挫敗了日本「北進」侵蘇的戰略
圖謀，遲滯了其「南進」太平洋的步伐，有力支援了
遠東太平洋戰場以及歐洲戰場。在這一勝利的背後，
中國人民浴血奮戰14年，付出了3,500多萬軍民傷亡的
巨大民族犧牲。

中國舉辦紀念抗戰勝利大閱兵，對外展現了中華民
族共禦外侮，不屈不撓的鬥志，從而弘揚民族精神；
對內凝聚民心、提士氣、慰先烈，全國各族人民更能
夠在中國軍隊的護衛中，共同追求安居樂業奮發圖強
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蘋果日報》惡毒抹黑大閱
兵，其自絕於中華民族的可恥立場，其心可誅。

《蘋果日報》惡毒抹黑大閱兵其心可誅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中國9月3日舉行抗日戰爭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勝

利70周年大閱兵，是為了喚起每一個善良的人對和平的嚮往和堅守，喚起世界各國人民對

歷史的記憶和對和平的珍惜，表明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

立場。《蘋果日報》昨日的社評惡毒抹黑中國大閱兵，其論調與日本右翼如出一轍，再次暴

露《蘋果日報》的漢奸賣國面目。

訟黨李俊晞認衰
屈真選民「種票」

選民更新登記資料限期上月25日屆滿，多個反
對派政黨在屆滿前一日，向選舉事務處舉報

所謂可疑的選民登記個案，並遞交反對通知書。其
中，公民黨李俊晞聲稱，翻查2015年臨時選民登
記冊，發現有人以美孚新邨9室、7室或F室登
記，但美孚新邨各層只有A、B、C、D室單位，擔
心有人利用所謂「消失的密室」種票，已向選舉事
務處就可疑地址申訴。

認用低標準審查登記冊
不過，公民黨昨日發表聲明，指李俊晞早前查閱
臨時選民登記冊後，就美孚北選區(美孚新邨第
五、六期、清麗苑、盈暉臺)內596個選民登記向選
舉事務處提出反對通知書，其中大部分所用的審查
門檻較各政黨普遍採用的為低。李俊晞解釋時稱，
美孚新邨曾經出現「一屋七姓十三人」的涉嫌「種

票」個案，所以他查閱選民登記冊時反應「過於敏
感」，採用了較低審查標準。

公民黨出聲明 批李行事草率
聲明續指，李俊晞就事件向受影響的真正選民道
歉，最近已向選舉事務處提出撤銷486個反對申
請，但他仍死撐其餘約110個個案涉及一屋四姓或
以上，或以虛假地址作登記。公民黨認為，「李俊
晞行事前未有深思熟慮，做法亦不恰當，令一些美
孚北選區真正選民受到影響。公民黨區議會選舉策
略委員將會調查事件並向執委會提交報告。公民黨
就此事對美孚北部分選民造成不便衷心致歉。」

葉國謙批有政黨抹黑建制派
本身為中西區區議員的葉國謙昨日接受一個電台

節目訪問時提到，針對「一屋多姓」或一些已拆卸

樓宇仍有選民登記者的情況，一些政黨在未查明情
況下便大做文章，指與建制派議員勝出有關。事實
上，類似情況在反對派勝出的選區同樣出現，例如
中西區市區重建局的H18重建區，居民已全數遷
出，但臨時選民登記冊上仍有19個。這說明選民
登記明顯存在漏洞，選舉事務處應做補救措施。
選舉事務處早前以掛號信方式抽查全港已登記選

民的住址真偽，結果有約4.7萬個登記因未在限期
前回覆，被取消選民資格，無法在今年區選中投
票。葉國謙認為，沒有回覆有各種原因，但投票權
是重要人權，選舉事務處應增撥資源，以電話或親
身到訪接觸核實選民情況。如簡單地以沒有回覆為
由便取消選民資格，後果會很嚴重，目前不論建制
或反對派前線地區人士都對這種處理手法不滿。他
建議，土地註冊處已可查明物業是否存在，當局只
要加以核對已可處理部分失誤的地址登記。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鄭治祖 ) 反對派多個黨派近日以所謂「一屋多姓」等選民登記情況，製

造「種票」疑雲抹黑建制派。公民黨九龍西支部副主席、美孚地區主任李俊晞日前便聲稱發現

596個可疑選民登記，並向選舉事務處要求取消選民資格，「老屈」真選民「種票」，結果引

發選民強烈不滿。他昨日終於「跪低」，承認「反應過敏」，撤銷486個反對申請，並向受影

響選民致歉。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昨日指出，反對派經常利用「種票」疑雲大做文

章，但事實上，所謂「種票」選區根本不分黨派，只有選舉事務處增撥資源採取措施，才能堵

塞登記漏洞。

激進分子示威 誣律政司「政治檢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社民連的「長毛」梁國
雄、吳文遠、黃浩銘、「人民
力量」「快必」譚得志、學聯
羅冠聰、民主黨區諾軒等30
多名反對派成員，昨早到特區
律政司辦公室示威，聲稱不滿
特區政府「政治檢控」參與去
年違法「佔領」行動，及今年
參加「反水貨」示威的市民。
他們昨日舉起寫上「無懼政

府打壓」及「打壓可恥」等標
語，聲稱律政司連番「政治檢
控」及「濫控」「和平抗命
者」，放生「暴力黑警」，
「縱慾養惡，姑息養奸」，揚
言律政司應馬上檢控「襲擊市
民」的警員，並撤銷示威者的
控罪。他們及後把多張疑似警
察毆打示威者的照片，張貼滿
律政司辦公室外的牆壁上，事
後沒有清理便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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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鄭治祖 ) 泰國曼谷上月發生
爆炸案件，兩名港人不幸慘死。一名有親日仇港背
景、網名Cheung Ray的「佔中」支持者，上月在個
人社交網站上發表冷血言論，咒罵其中一名母親為
前警務人員的慘死女死者陳詠釿「希望炸到粉碎骨
咁死」、「做得差人個女預咗要還」，引發大批網
民強烈譴責，批評Cheung Ray畜牲不如，仇警邏輯
錯亂，反對派卻最喜歡招攬這類人。
在曼谷爆炸中不幸慘死的19歲少女陳詠釿，其母
為前警務人員。翻查Cheung Ray的facebook，上月
17日爆炸案發生後兩日，Cheung Ray即留言稱：
「為咗彰顯我嘅仁善，我希望佢係炸到粉碎骨咁死
啦。如果係被火焰燒傷致死我都覺得佢好慘。做得
差人個女就預咗……遲早要還。」
網民其後紛紛批評Cheung Ray言論冷血。網民

Wong Lap Keung指言論「人神共憤！」，Albert
Chan 指「這個 Ray Chueng 同 IS 恐怖分子冇分
別！」，Hello Liono 指「泛民最喜歡招攬呢類
人」，Kevin Wong指Cheung Ray「人性如此，畜
牲不如！」，Ip Wing Yau謂「如果個個是你家人，
你會點？？？警察=黑警？乜理論？人都有好壞之
分，點解你心哋咁差……」，Chun Kau Wong謂
「怨人死者，必先殁。禍莫禍於多事，善惡終有報，
時候未到！」

與港獨組織關連密切
據香港G報日前報道，Cheung Ray放出「抵死」言

論激起港人共憤，有網民便提供資料，指Cheung Ray
真身原是親日仇港的「城大學生張文寶」。該報追查指，Cheung
Ray和張文寶極可能是同一人。Cheung Ray年齡約三十出頭，現職
九巴車長（有網民再糾正應為九巴站務助理），獨居天水圍一個公
屋單位，政治立場親日仇港，除與「熱血公民」、「城邦派」有聯
繫外，更與「港獨」組織「香港人連線」關連密切。Cheung Ray
對記者日前在寓所樓下採訪求證則左閃右避，拒絕回應。
去年「佔中」期間，Cheung Ray亦在facebook多次發佈現場

照片「打氣」，顯示他在金鐘和旺角的「佔領區」來回，十分活
躍，並揚言要「逼到警察黐線，我哋先贏」、「向西方洽購槍
械」等。他又經常在網上發表醜化中國及中國人訊息，包括指中
國人為「支那人」。而張文寶所屬的「香港靖國神社崇敬奉贊
會」，曾於2014年七一遊行高舉日本國旗上街，與其他舉龍獅旗
的「港獨」組織聯繫。

■Cheung Ray在facebook發佈冷血言論，引起
網民強烈憤慨。

馮巍晤反對派 阿湯盼續有來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鄭治祖 )國務院港

澳辦副主任馮巍日前在訪港期間與民主黨
領導層會面。「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
昨日稱，今次會面在非政改討論期進行，
雙方在沒有任何壓力下展開溝通，屬於一
個突破性的好開始，希望類似接觸往後能
夠陸續有來。
湯家驊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稱，馮巍來港
的目的之一是與香港反對派會面，而今次中
央官員首次在無政改包袱下與民主黨會面，
確實是一個突破，也是雙方建立關係的好開

始。他透露，自己與馮巍相識多年，見面就
像朋友相聚，而他早在7月中旬曾收到馮巍
透過WhatsApp的會面邀請，但剛巧碰上自
己的外遊計劃，故此未能會面。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早前接受

電台訪問時，提到中央希望香港反對派成
為「忠誠的反對派」。湯家驊稱，不明白
什麼是「忠誠的反對派」，個人亦不希望
成為「忠誠的反對派」，呼籲劉兆佳簡單
直接地說清楚，無謂引起公眾不必要的遐
想。

■■李俊晞李俊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