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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癲狗」黃毓民昨日在立法會特
首答問大會上，又再「癲狗症」發
作，在詢問特首時，無厘頭地追問
梁振英為何在內地唱衰香港，又問
特首「幾時死」。梁振英早見慣黃
毓民的瘋癲言行，引述了毛澤東的
詩句「牢騷太盛防腸斷」回應，並

祝「黃議員健康長壽」。黃毓民是否健康長壽外界不
得而知，但「癲狗症」卻是可以致命，此症令人長期
處於癲狂狀態，一見到目標對象就會突然頭腦充血，
目露兇光，面容扭曲，做出一些不堪的行為，說出一

些不堪的言語。這樣的人竟然成為尊貴的立法會議
員，實在是對香港民主的諷刺。
黃毓民指特首在內地唱衰香港，這是徹頭徹尾的賊

喊捉賊。特首到外面出差，都是宣傳香港的優勢，鼓
勵外商來港投資，到內地考察時，都是向內地各省市
推銷香港，推介香港「超級聯繫人」的角色，為港人
拓展出路，何來「唱衰香港」？真正不斷「唱衰」香
港的，正正是黃毓民之流的激進反對派，他們在上水
狙擊內地旅客，在議會屢屢拉布、拖政府施政後腿，
自以為口若懸河，實際歪理連篇，令香港出醜於人
前。可以說，正是有了黃毓民這些「垃圾議員」，香

港的名聲才每況愈下。
至於黃毓民問特首「幾時死」，相信只要有一點教

養的人，都不能說得出口。政見不同不足為奇，但基
本素養卻應保持，不認同政府的施政，犯得着詛咒他
人去死嗎？黃毓民是立法會議員，領取豐厚薪津，不
為民做事也就算了，還要出口傷人，在立法會上猶如
市井無賴的咒罵，完全辱沒了議員的身份。黃毓民以
為冒犯特首可以做英雄，其實不過是自暴其醜。情況
就如癲狗在街上吠人咬人，路人群起而打之的只會是
癲狗，不會是被咬的人。黃毓民「癲狗症」發作，四
處咬人還沾沾自喜，恐怕病症已到了末期。
立法會議員的發言受《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
例》保護，但不代表議員可以公然冒犯、侮辱他人。
立法會議員所作的發言受到《議事規則》第41條規
管，議員的發言若有冒犯性及侮辱性言詞，即屬不合
乎規程，議員有機會被立法會主席譴責、要求收回、

甚至被逐出議事廳。不過，對黃毓民來說，逐出議事
廳不過是讓他提早收工。所以，立法會實應研究進一
步的懲罰措施，否則「癲狗症」不斷散播，到處亂
吠，立法會還是莊嚴的議事廳嗎？如果立法會主席不
正視問題，不維持秩序，就等如球場上的球證見到有
人犯規而不吹罰，這究竟是開明或是縱容，市民自有
公論。
特首答問大會本來是立法會議員詢問政府施政的平

台，機會難得，議員都會珍惜發問機會。然而，黃毓
民之流的激進派，將答問大會當作表演以至發癲的舞
台，每次答問大會前不是思考要詢問的政策，而是挖
空心思去策劃如何搗亂、如何羞辱官員，破壞會議進
行。近年，特首答問大會無一次不上演這種潑婦罵街
式的鬧劇，特首答問大會已經變質，如果不下重藥遏
抑「癲狗症」蔓延，只會進一步損害立法會的聲譽，
這並非各界所樂見。

黃毓民「癲狗症」病入膏肓不配做議員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責任編輯：甄智曄 2015年10月23日（星期五）

中英關係有超越雙邊的國際影響力
中英關係發展史既是一部東西方文明互通互鑒的歷

史，也是兩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重要國家相遇相知的
歷史。中英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個是世
界最大發展中國家和第二大經濟體，一個是工業革命
發源地和最早步入現代化的發達經濟體。中英關係是
國際上有重要分量的雙邊關係之一，並且已超越雙邊
範疇，越來越具有國際戰略意義和全球影響。在中國
對歐洲關係中，英國具有橋樑和樞紐的作用，有超越
雙邊的國際影響，會引起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對歐洲
其他國家以至美國都會產生影響。習近平此次訪英不
僅密切中英關係，而且為中歐關係乃至世界「和平與
發展」的時代走向，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目前中國是英國在歐盟外的第二大貿易夥伴，英國
是中國在歐盟內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一大投資目的國
和除香港外境外最大人民幣交易中心。英國作為歐盟
的重要國家，積極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建設，今年
初在西方國家中率先申請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習
主席此次訪英取得豐碩經貿成果，既有政府間協定，
也有金融機構和企業間合作項目，涵蓋眾多領域。中
英以高鐵、核電、金融項目為切入點，推動雙向投資
合作的深入發展。

在舉世關注的「一帶一路」建設方面，英方興趣濃
厚的參與，希望將英格蘭北部的經濟重心，同「一帶
一路」的建設對接。習近平引用「眾人拾柴火焰高」
展望「一帶一路」建設前景，表示中方願推進「一帶
一路」建設與英國相關規劃的對接，歡迎英國企業積

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鼓勵中國企業前往英格蘭
北部進一步開展投資。習近平此行，在「一帶一路」
與重振英格蘭北部經濟規劃方面擦出「火花」，將帶
動更多的西方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中英關係發展為兩國乃至世界帶來福祉
英國48家集團俱樂部主席斯蒂芬·佩里指出：「中

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中國尊重傳統的西方
世界體制和機制，並使一個新的增長模式在亞洲扎
根，以實現可持續增長……中國將會實現人民富裕，
也會帶動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共同繁榮……我們可以
從中得到啟迪，發展自己的22世紀願景，確保我們齊
心協力共創可持續的、安全的、繁榮的22世紀。」

的確，中英合作除了有經濟意義，還有巨大的政治
意義，就是對歐洲其他國家及美國起了模範作用。習
主席此訪必將成為中英關係發展史上的一座新里程
碑，並將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習主席同英國首相卡梅倫舉行會談，習主席在會談
之後的聯合記者會上表示：「英國有一句諺語『一個
今天比得上兩個明天』；中國人常說『時不我待，只
爭朝夕』。讓我們共同抓住機遇開拓進取，推動中英
關係不斷取得新的更大的發展，為兩國人民乃至世界
帶來更多的福祉。」卡梅倫則談到，現在中英兩國關
係達到了一個「黃金時代」，兩個古老的國家在二十
一世紀的關係不僅惠及兩國人民，還有整個世界。

習主席在倫敦金融城發表的重要演講中說：「我期
待英方繼續在對華各領域合作中做引領潮流、開放包
容的典範，成為西方同中國合作的領跑者，以實際行

動踐行『中國在西方世界的最
強支持者』。」事實上，在中
國與歐洲乃至與西方國家關係
中，英國具有橋樑和樞紐的作
用，有超越雙邊的國際影響，會引起一系列的連鎖反
應，英國踐行「中國在西方世界的最強支持者」，不
僅對法國、德國、意大利等歐盟強國影響極大，對其
他國家和美國也有積極影響。

兩國元首高度評價「一國兩制」
習主席和夫人彭麗媛出席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在白

金漢宮舉行的盛大歡迎晚宴。英女王致辭指出，正是
由於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遠見卓識，為在《中
英聯合聲明》下的香港回歸中國開闢道路。將近30年
後，鄧小平的願景取得豐碩成果。習主席在答辭中指
出，中英兩國在1997年創造性地成功解決香港回歸問
題，為兩國關係揭開新一頁。兩國元首高度評價中英
關係不斷發展利在兩國、惠及世界，一致強調要不斷
發展中英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比較起來，在中國對歐洲乃至世界的關係中，英國
具有橋樑和樞紐的作用，而香港在國家對英國對歐洲
乃至對世界的關係中，亦具有紐帶和窗口的作用，而
且可以說是橋樑中的紐帶和窗口。香港應該更加珍惜
和努力落實「一國兩制」，利用「十三五」規劃、
「一帶一路」等戰略機遇提升自身競爭力，充分發揮
香港作為國家和世界各地「超級聯繫人」的作用，既
為香港爭取進一步的發展機遇，也為國家作出獨特和
具時代意義的貢獻！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金秋十月是收穫的季節。對中英兩國而言，也是兩國關係發展成果收穫的時刻。習主席金

秋十月訪英，規格超常，收穫豐碩，意義重大。習主席此次國事訪問堪稱一次「超級國事訪

問」，不僅開啟中英關係的「黃金時代」，成為中英關係發展史上的一座新里程碑，而且用

實際行動再次發出「和平與發展」的中國聲音，推動國際關係走向「和平與發展」的新時

代。中英合作對西方國家尤其是歐盟以至美國都會起到很好的示範作用和推動作用。就像英

國今年初在西方國家中率先申請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發揮重要帶動作用一樣，習主席此行

在「一帶一路」與重振英格蘭北部經濟規劃方面擦出「火花」，將帶動更多的西方國家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中英關係更加密切，有利於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港人應該更加珍惜和

努力落實「一國兩制」，利用「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等戰略機遇提升自身競爭力，

融入祖國的發展，成為中英以至中國與世界各國合作的橋樑。

■盧文端

習近平訪英推動開創「和平與發展」新時代

千福謀區選「造勢」
密晤反對派讚「佔」

夏千福昨日出席了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民促會）
在香港會所舉辦的「閉門」午餐會，出席者包括

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李永達，「香港2020」召集人
陳方安生等。會後，各人均三緘其口，拒絕講述午餐
會的內情。有與會者私下透露，夏千福介紹了美國領
事館在港工作、角色，與在港美商保持聯絡。
席間，有出席者提及去年「佔領」事件的問題時，

夏千福聲稱，參與「佔領」的學生相當「Remark-
able」（卓越），又稱希望中央及特區政府能夠「尊
重」港人的意願。

陳鑑林：違法違民意竟稱「卓越」
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陳鑑林質疑，夏千福

提出所謂的「尊重港人的意願」，但反對派及學生
的表現才是完全不尊重港人意願的表現。在「佔

領」期間，多個民調顯示，絕大部分市民希望特首
普選方案能夠通過，及反對「佔領」街道，「試問
夏千福、反對派及參與的學生，有否了解港人的意
願？」
陳鑑林批評，參與「佔領」的激進學生漠視法紀，

根本談不上「Remarkable」（卓越），又呼籲夏千福
不要態度閃縮，而應明確表明是支持香港特區遵守基
本法，還是希望特區政府違反基本法。

陳勇：不該對港事說三道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認

為，夏千福的言論完全是為反對派區議會候選人「造
勢」，透過各種手段，令市民重新想起「佔領」期間
的情景，藉以爭取選票。他分析，若夏千福公然挺違
法「佔領」，擔心或會引起其他市民的不滿，於是透

過「私人派對」的場合為反對派打氣。
陳勇反問道，若其他人支持反對美國政府者，更形

容有關人等「Remarkable」（卓越），美國政府能否
如此大量？他促請夏千福履行總領事的角色，不要再
就香港事務說三道四。

何俊賢斥刻意挑起官民矛盾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今次為「千福的劇

本」，79天的「佔領」行動獲外部勢力參與，以極具
規模的手法搞亂香港社會，連策劃行動者事後都直認
「無功而退」，如何談得上「Remarkable」（卓
越）？他質疑夏千福突然對此作出高度評價，旨在為
反對派區議會候選人「造勢」，刻意挑起市民對中央
及特區政府的不滿，藉以增加勝算，達到外部勢力干
預香港特區內部事務的目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駐港總領

事夏千福多次與香港反對派「唱雙簧」。區議會

選舉今年舉行，反對派試圖「延續佔中情緒」撈

票，夏千福又「相當配合」，昨日出席一個「秘

密」午餐會期間，指參與「佔領」的學生相當

「Remarkable」（卓越）。針對夏千福的言

論，多名社會人士質疑，這反映違法「佔領」完

全是一套「千福劇本」，聯同香港反對派為外部

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搖旗吶喊，又質疑此舉是

為反對派參與今年區選「貼金造勢」。他們促請

夏千福不要再就香港內部事務說三道四。

■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密晤反對派支持「佔領」，繼續就香港
政制發展「指指點點」。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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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2015年區議會換屆
選舉進入如火如荼的階段，
出選深水埗麗閣選區的「冤
家師徒」民協馮檢基（阿
基）與黃仲棋（阿棋），不
斷隔空對罵。黃仲棋昨日突
然向馮檢基發出公開信，指
責馮檢基拒絕出席所有傳媒
安排的選舉論壇，質疑馮檢
基若真正奉行「民主」，就
不應該逃避與對手出席公開
辯論，表明立場云。
對於黃仲棋的「挑戰」，

馮檢基隨即發出聲明，稱黃
仲棋的指控失實。他聲稱，
已有傳媒機構邀請他出席深
水埗麗閣選舉論壇，只是該
區另一候選人、工聯會的陳
穎欣缺席，又稱自己非常樂
意出席所有論壇，故對黃仲
棋刻意針對，及作出「失
實、無意義」的批評感到
「非常詫異」云。

涉黑打人入「學民」「傘兵」反口拒退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有4名成員參與今屆區議會選舉的
「傘後組織」「屯門社區關注
組」，昨日爆出有成員退選並退
出「關注組」。出選屯門富泰選
區的何偉祥，前晚被網民揭發其
背景可疑，既曾與不良分子三五
成群，又曾是「學民思潮」成員，
之後加入立場親「本土派」的「關
注組」，「食十幾家茶禮。」「關
注組」於昨日凌晨發聲明，稱何偉
祥提出退選及辭去「關注組」職
務，但何偉祥本人昨晚卻聲稱不會
退選。
有網民前晚先後在高登討論區發
帖，指何偉祥的背景複雜，就讀中
學時操行欠佳，曾經留級，並公開
他與一名叫「乳牛」的不良分子及
其他人的合照。據報道，「乳牛」
是三合會組織「新×安」成員，
2011年底涉嫌參與襲擊同門，2014

年被判謀殺罪成立，終身監禁。網
民指何偉祥曾經加入「學民思
潮」，擔任「學民」在九龍的地區
聯絡人，之後退出，但與「學民」
中人保持友好關係，而他與「學
民」召集人黃之鋒及前發言人周庭
等人的多張合照，也在討論區被公
開。
有網民更轉載傳媒在特首梁振英

2013年到天水圍出席地區論壇時拍
下的照片，照片顯示一批身穿黑
衣、戴上口罩的男子在場外，其中
一名男子拉開口罩喝水。網民認
為，該名男子樣貌與何偉祥極度相
似。

「本土」急割席 何死撐不退
「屯門社區關注組」昨日凌晨在

facebook專頁發聲明，與何偉祥劃
清界線，承認未有詳細調查部分候
選人的背景，何偉祥提出退選及辭

去「關注組」所有職務，宣佈解除
何的職務。何偉祥前晚在個人face-
book戶口發帖，承認「對於13年既
（嘅）事，我係有參加過，但當年
我的確係對政治係好冷感」。
不過，何偉祥昨晚接受網媒訪問

時，聲稱將繼續參選，因提名期已
過，不能退選，加上對手是工聯會
成員，「唔想佢咁易贏」，故會以

獨立身份參選。他又稱自己在「佔
領」行動後加入「學民」，今年7
月退出。選舉事務處回覆本報查詢
時表示，根據法例，候選人只可在
提名期結束前退選。

疑扮黑人物搞事卸責建制
有地區人士昨日指，2013年在天

水圍發生的事件，令反對派及個別

傳媒有機可乘，炒作成建制派甚至
梁振英與「有背景人士」有關連，
如今爆出當日其中一個「黑衣人」
原來是「傘兵」，或反映當年事件
其實是個別人士為抹黑對手而設的
精心佈局，「隨時有不只一個『何
偉祥』。」
已報名參選富泰選區的候選人，

還有工聯會陳文偉。

▲▲何偉祥何偉祥（（右一右一））與黃之鋒與黃之鋒（（左一左一））及黃的女友錢詩及黃的女友錢詩
文文（（左二左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何偉祥（前排左三）與吳文遠（後排左二）、梁國
雄（後排左三）及黃浩銘（後排左四）。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