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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選新星

別人不做我來做別人不做我來做
勤力投入贏勤力投入贏「「巨巨人人」」

陳穎欣在訪問中形容，自
己性格樂觀、積極，在競選
期間「沒有怎樣頹過」，就
連其父親、工聯會前副理事

長陳志光也講過，女兒參選期間未曾向他吐
過苦水。陳穎欣說，自己從退役國家乒乓球
女將王楠身上，學懂了勝不驕、敗不餒，也
明白積極面對問題才是成功之道，致使自己
面對如「答問題要人教路」等的不實批評
時，也能一笑置之。
王楠在2000年悉尼奧運勇奪女單及女雙金
牌，2004年雅典奧運成功衛冕女雙金牌，至
2008年京奧奪得女團金牌後光榮退役，但她
吸引到陳穎欣的，並不是那些獎牌、功勛，
而是她的球品。自問「什麼運動都喜歡」的
陳穎欣說，最欣賞偶像「無論打順境波還是
逆境波，心理質素都很好，從來都沒有見過
她發脾氣，無論輸贏也看見她很開心的。」
她指，王楠自小對她影響頗深，自己待人處
事的態度就是從王楠身上學回來的。

對短片不實批評 一笑置之
「人怕出名豬怕肥」。陳穎欣擊敗馮檢基

後，有傳媒發佈短片，稱她當選後接受訪問
時，不時要身後的民建聯深水埗區議員陳偉
明「教路」，令人覺得她緊張、不懂應付傳
媒。她笑言自己不是緊張的人，「那段片出
街之前，大家也覺得我很淡定的」，而當時
票站十分嘈雜，自己根本聽不到陳偉明說
話，「我當然知道自己要說什麼啦！我答的
東西跟他講的東西不同，但收音收到他的聲
音，沒有辦法。」
她對短片一笑置之，「也頗有娛樂性

呢，加上那些配樂，真的頗搞笑」，也感
謝陳偉明關心作為後輩的自己。性格樂觀
的她又說，公眾看完短片，可能覺得她沒
有陳偉明在旁會不懂答問題，「有了一個
不太好的期望，但到最後發覺原來我是正
常的，可能會喜出望外呢！」

■記者 朱朗文

黃毓民就版權條例修訂草案提出903項修正
案，表明以「拉布」阻礙議案通過。昨日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決定「亮剪」，只批准黃毓民提
出的其中42項修訂，並指其餘大部分修正案均
屬「瑣屑無聊」。保護知識產權，推動創新創
意發展是全球大勢所趨，此次版權條例修訂案
增設多項豁免條款，充分保障創作自由，而且
刑責門坎高， 政府不會主動檢控，不存在民事
變刑事的問題。立法會主席果斷「剪布」，合
法合情合理。網民不要被謠言誤導，甚至在議
員審議草案時包圍立法會施壓，更不要以身試
法，做出破壞香港法治、衝擊社會穩定的行
為。

按照現時的版權條例，任何人士在未經版權
持有人同意而以業務為目的複製其作品，皆會
觸犯法例，侵權者要負上民事甚至刑事法律責
任。周三將在立法會審議的版權條例修訂案，
經諮詢民意後新增6項豁免，包括以戲仿、諷
刺、營造滑稽和模仿為目的、評論時事或引用
等用途可獲豁免，不用向版權擁有人取得授
權，在豁免範圍內，使用版權作品亦不會構成
民事或刑事責任。修訂草案對使用者的保障要
比現行版權法例更多。

如果侵權者只是將複製品自用，當中沒有涉
及任何業務或牟利成分，那麼複印書籍、網上
下載等事項並沒有觸犯刑事罪行，版權持有人
只能循民事途徑向侵權人士索償，政府不能作
出檢控。而且，須版權持有人提供證據才可檢
控，若沒有他們提出的證據，根本不可能確定
版權的存在，亦不可以證明版權的運用沒有得
到他們的批准，政府難以繞過版權人而提出刑

事起訴。因此，擔心修例成為「政治打壓工
具」之說根本是杞人憂天。

發展知識型經濟，以創新創意高增值產業帶
動經濟增長，為年輕人創造更大的才能施展空
間，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方向，這需要更好地尊
重版權、保護創新創意者的利益。香港完善在
這方面的法律保障，將增強對外來投資者的吸
引人，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不少外國企業、政
府官員、企業家和在港商會均希望香港盡快通
過版權修訂條例。修訂草案兼顧版權人利益和
本港創作自由，得到主流意見的認同，立法會
內不同立場的黨派大多數都支持通過修訂案。

黃毓民理屈詞窮，找不到合適的理由反對修
訂草案，「拉布」黔驢之技，竟然咬文嚼字，
提出一大堆純粹涉及行文及版面的修訂，與草
案主題毫無關係，不符合議事規則第57（4）
條的規定，完全不值得花費大量時間審議這些
無聊的修正案。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預先「剪
布」，有法可依，順應民意，及時阻止「拉
布」，維護香港整體利益。

當然，少數激進反對派阻礙通過版權條例修
訂案不會善罷干休，更有人在網上煽動網民包
圍立法會。去年違法「佔中」期間，曾經因網
上散播立法會將審議「網絡23條」的謠言，發
生過衝擊立法會事件，立法會大樓的玻璃門被
撞毀，影響極其惡劣。「佔中」以失敗告終證
明，香港是法治之區，違法暴力抗爭不得人
心，也不可能得逞。市民不要被毫無根據的謠
言所迷惑，更須明白，包圍立法會的行為極不
可取，犯法者必定會遭到法律的制裁。

（相關新聞刊A2版）

版權修例保障權益 網民莫受謠言誤導
據美國傳媒報道，加州聖貝納迪諾槍擊案夫

妻檔槍手的行兇動機，疑受到伊斯蘭教極端主
義思潮影響。美國總統奧巴馬昨罕有就恐怖主
義威脅發表全國講話，宣示要戰勝「伊斯蘭
國」（ISIS）等極端組織的決心。但追根溯源，
「伊斯蘭國」的迅速崛起，與美國錯誤的中東
政策有直接關聯。特別是2011年後，美國在中
東積極策動「顏色革命」，不惜扶持極端伊斯
蘭勢力為己所用，推翻一些國家合法政權，推
行所謂美式民主，更藉反恐之名企圖獨霸全
球，失去國際道義支持，令全球恐怖活動有增
無減。美國只有深刻反省其中東政策和全球霸
權主義的戰略，放棄在反恐行動中實行雙重標
準，與國際社會加強反恐合作，才能真正剷除
恐怖主義的源頭，給世界以及美國本身帶來真
正的和平與發展。

這次是奧巴馬上任以來發表的第三次重申反恐
決心的全國講話，凸顯其對反恐的重視程度。的
確，接二連三的槍擊案和恐怖襲擊，如懸於頭上
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威脅着美國平民的生命安
全。事實上，美國的反恐戰爭早在上世紀八十年
代就已打響。尤其是經歷「9·11」事件後，美國
當局更是將反恐作為國家戰略的頭等大事，先後
發動了對阿富汗、伊拉克的戰爭，聲稱要剷除支
持恐怖主義的所謂「危險分子」、「邪惡軸
心」，逐個清除對美的安全威脅。然而，美國國
內的各類恐襲非但未得到有效遏止，相反還有愈
演愈烈之勢。美國的反恐戰爭已經走入了「越反
越恐」的怪圈，歸根結底是因為其反恐指導思想
和策略都出現了嚴重偏差。

一直以來，美國借反恐之名，堂而皇之地以

強大軍事力量為後盾，行重塑地緣政治版圖、
劃分敵友、加強地區滲透、調整大國關係之
實。無論是強推「大中東民主計劃」也好，還
是肆意顛覆別國政權也罷，其目的無非是推行
稱霸全球的霸權主義，企圖把所謂美國利益最
大化，從中享受靠掠奪而來的地區資源和利
益。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新的殖民主義。另外，
為了實現所謂「重返亞太」戰略，拖住正在崛
起的中國等國家的發展步伐，美國還在反恐問
題上大搞雙重標準，以對自己有無威脅為標準
來進行區別化打擊，甚至包庇從事恐怖活動的
分離勢力，不僅激化了民族、宗教衝突，令恐
怖主義呈現出多元化和全球化的趨勢，還將恐
怖禍水引向了全球。可以說，美國雖然是恐怖
主義的受害者，但同時對於今時今日狼煙四起
的局勢，美國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以反
恐謀霸，以反恐夾帶私利的做法，更是令美國
在國際上失去道義同情，失去盟友信任。

恐怖主義已成為世界的主要威脅，ISIS是當前
各國人民的頭號公敵。美國應深刻反思導致
「越反越恐」的深層次原因，徹底扭轉單邊思
維，以多邊主義代替窮兵黷武的單邊主義，徹
底改變「以暴易暴」的反恐策略，拋棄雙重標
準，與世界各國組成廣泛的國際反恐同盟，建
立政治互信，確立反恐合作機制，與國際社會
一道，努力化解地區民族衝突、宗教爭端、政
見分歧和貧富差異等根本問題，以消除恐怖主
義滋生的土壤。美國若繼續奉行單邊主義和雙
重標準的反恐政策，即使投入再大的力量去反
恐，也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到頭來也
損害美國的自身利益。 （相關新聞刊A20版）

反恐「越反越恐」美國需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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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區選開始，工聯會一直派人到麗閣挑戰馮檢基，但
3屆區選都功敗垂成，直至今屆改變策略，派出陳穎欣迎

戰，方能完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2011年區選，麗閣的投
票率約50%，馮檢基當時取得2,528票，而工聯會范國輝則有
2,015票；今屆區選，麗閣的投票率上升至約58%，但馮的得票
不增反減，得2,432票，被取得2,531票的陳穎欣擊敗，而工聯
會比上屆多取了500多票。
成功扭轉局面的陳穎欣，被問到贏在哪裡時表示，街坊認

為應該做的事，他們做了，也盡力做到最好；而過往沒有人
做的事，他們都有做，「過往大家都以為麗閣是個長者區，
很多活動都可能只關心長者，但我們既關心長者，也關心不
同年齡層的需要，甚至是小朋友，也聆聽他們想要什麼。」

非「三分鐘熱度」指年輕非「大晒」
今年區選有不少年輕人當選，但作為

當中一員的她卻不以為然，直言年輕並
非「大晒」，因年輕人雖有拚勁、有新
思維，卻會被人質疑沒有經驗、會否
「三分鐘熱度」，必須要更加努力去證
明自己願意為社區付出。她認為無論什
麼年紀，如果願意全身投入，願意花多
些時間、心力在地區上，街坊是會見得
到的。
陳穎欣一直被稱為「小花」，但她認

為這稱呼予人柔弱、需要呵護的感覺，
「這會否讓人覺得不夠堅強？畢竟在一
些議題上，我們需要面對不同持份者，
必須要很硬淨。與其是小花，我更希望
做到一棵大樹，扎根社區，為街坊遮風
擋雨。」
雖然擊倒了「歌利亞」，但「大衛」
沒有因此特別高興。她說，在得知自己
當選的一刻心情複雜，因獲悉工聯會有
兄弟姊妹敗選，但高興的是有2,531個
街坊認同自己過往的工作，也期待以自

己未來4年的服務，感謝他們的支持和信任。

解屋邨欠水壓 續做「蝨王欣」
陳穎欣馬不停蹄，在選舉翌日已規劃如何落實政綱，
並計劃以解決麗閣邨的高層單位水壓不足及水管老化問
題，作為當選後的「處女作」。
她坦言，由於自己過往不是區議員，當約見屋邨經
理時，要等足足一個月才獲答允，解決不了即時問
題，「現時作為候任區議員，可能前一天去約他
們，第二天就願意和我們開會商討問題。」她強
調，有民意授權，有區議員的身份，加上累積一年
半的經驗，有信心地區工作會比過往做得更好。
她在麗閣服務期間，不時上門為街坊治理木
蝨，有「蝨王欣」之稱。當選後會否放下身段，
依舊親自為街坊滅蝨？她回答「一定會」，更笑
言麗閣「不容有蝨」。

跳出麗閣 關注深水埗整區
此外，陳穎欣將會跳出麗閣，關注深水埗
整區的不同問題。她說，深水埗公園泳池設
施老化，而公園第一期的噴水池已停用多
時，卻佔用不少空間，街坊只有圍着長期乾

塘的水池活動，可用空間緊絀，建議當局在這幾方面
作出改善。她又指，長沙灣高爾夫球練習場舊址將會改建
公屋，入伙時深水埗的社區設施及交通一定會有壓力，當
局必須作周全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聖經》記載了毫無作戰經驗的

牧羊童大衛，以石子就擊倒了驍勇善戰的巨人歌利亞，更令敵軍陣

腳大亂。今屆區選，冒起了不少擊敗反對派要員及資深區議員的

「大衛」，其中一個是工聯會陳穎欣—她在深水埗麗閣擊敗了民協

馮檢基，令馮不能第四度當選，更不能循「超級區議會」界別參選

下年立法會選舉。陳穎欣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自己贏在「人唔做

我做」，關心該區不同年齡層的需要，又指自己年輕並非「大

晒」，最重要是夠勤力，全身投入地區工作。被稱為「小花」的她

又說，自己寧可當扎根社區、為街坊遮風擋雨的「大樹」。

陳穎欣自言剛到麗閣服務時是「三零分

子」—零知名度、零支持度、零地區工作

經驗。由零開始，到成為該區候任區議員，她被

問到最想感謝、最受感動的人和事時，答案不是

工會及政界中人，而是一直對她呵護備至、在投

票日陪她「由朝踩到晚」的義工。

「他們基本上已跟我踩了廿個小時。」陳穎

欣在訪問中憶述，義工在投票日清晨5時已經開

始擺街站，落力為她爭取街坊支持，甚至在投

票結束後留在票站，陪她等待點票結果，直至

翌日凌晨兩時，「別忘記當日還要重新點票，

所以點票時間比較長。」她更指，有街坊因緊

張她勝選與否而睡不着，故下樓前往票站，為

她送上祝福，對此感受特深。

撇除選舉及地區工作，陳穎欣和義工們已建立

一段近乎親人的關係。她說，義工們甚至會關心

她的起居飲食及作息時間，有次有人問到她「吃

了飯沒有」，當她回答「沒有」時，竟然真的邀

請她到家中用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乒乓偶像「教路」
待人處事「未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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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穎欣指陳穎欣指，，更希望做更希望做
到一棵大樹到一棵大樹，，扎根社扎根社
區區，，為街坊遮風擋雨為街坊遮風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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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穎欣在選舉翌日已規劃如何落實陳穎欣在選舉翌日已規劃如何落實
政綱政綱，，着手解決麗閣邨高層單位水壓着手解決麗閣邨高層單位水壓
不足及水管老化問題不足及水管老化問題。。 梁祖彝梁祖彝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