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旺角暴亂，全城憤怒。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和漁農界議員何俊賢，昨日聯同多個漁民團體到灣
仔警察總部遞交請願信，要求警方嚴正執法，嚴懲暴徒，又祝願當日受傷的警員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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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昨日被控一項暴動
罪。而全國港澳研究會日前就旺角暴亂在港舉行座談
會，與會者憂慮香港司法機關輕判暴力行為，姑息暴
力。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迫不及待反駁，指全國港澳研究
會的說法「不尊重法治，意圖向法院施壓」。香港是言
論自由社會，市民有評論法官判決的自由，更有表達期
望嚴懲暴亂首惡、捍衛法治的權利。市民行使表達權
利，絕非向法院施壓，不會構成干擾司法公正。相反，
反對派動輒將檢控機關依法對暴徒的檢控扣上「政治檢
控」的帽子，為暴徒開脫罪責，才是對香港法治的最大
傷害。

旺角暴亂是「佔中」之後更加瘋狂的衝擊法治、損害
安寧的違法行為，性質更嚴重、社會影響更惡劣。香港
是法治社會，司法獨立，法庭責無旁貸執行法律、維護
法治精神。然而近年不論是衝擊立法會大樓，還是違法
「佔中」，大多數被告都獲輕判。對於違法暴力行為的
組織者、煽動者，本應予以嚴厲的法律制裁，才能阻嚇
違法暴力變本加厲。遺憾的是，即使對香港法治造成嚴
重破壞的「佔中」事件，其組織者、鼓吹者很多至今仍
逍遙法外。對暴力姑息縱容，違法代價低微，甚至可能
是「一本萬利」，結果必然導致挑戰法治的行為更加肆
無忌憚，暴力激進行動的搞手更加有恃無恐、得寸進
尺，完全不把法律放在眼裡。此次旺角暴亂可以說是姑
息暴力的「後遺症」。

法治是香港社會的基石，是香港最重要的優勢，是香
港繁榮穩定的最重要保障。如果沒有了法治，香港的民

主自由、安居樂業都將淪為空談；香港作為國際最安全
城市的形象將一落千丈，更不要說吸引外來投資者和遊
客。因此，捍衛法治、不放縱違法亂港暴徒，與市民切
身利益息息相關，更關乎香港的整體利益。從有識之士
到普羅大眾心急如焚，眾口一辭，強烈呼籲、渴望法庭
不要放過暴徒，傳遞香港不能容忍違法暴力行為的明確
信息，這是任何法治社會中主流輿論的正常反應，反映
了民心民情。

美國經常發生的駭人聽聞的槍擊案和種族歧視案，案
發後民眾遊行示威，要求法庭嚴懲兇手，只要以和平方
式表達不滿，都會得到警方的允許，也不會被視為干預
司法公正。同樣，香港的主流輿論對暴力氾濫表示憂
慮，並不是就特定個案在未判前向法庭施壓，當然就絕
不存在干預司法、妨礙司法公正的問題。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香港一些人的暴力行為之所以變
本加厲，與反對派政黨、政客姑息縱容有直接關係。反
對派顛倒是非黑白，罔顧事實，鼓吹「暴亂有理」，將
暴亂的責任推到特區政府身上，還將對暴徒的正常檢控
污名化為「政治檢控」，散佈「不義政府打壓正義行
動」的謬論，具有法律背景的公民黨一眾「大狀」更打
着「維護司法獨立公正」的名義，箝制要求依法嚴懲暴
力的正義之聲，分明是想為非法暴行「正名」，讓暴徒
逃避法律制裁。這種伎倆不僅不尊重檢控制度，更侮辱
了香港的司法制度。激進暴力行為無日無之，暴力事件
愈演愈烈，反對派難辭其咎，廣大選民必須用選票教訓
禍港政客，用強大民意震懾違法暴力。

市民呼籲懲暴 並非干預司法
近日圍繞無綫數碼85台普通話新聞採用

簡體字字幕一事，引發社會的廣泛討論。
事實上，無綫作為商業機構，為了照顧不
同觀眾的需要而有針對性地採用簡體字，
純粹是遵從市場原則的商業決定，不應被
過度解讀，更不應將其政治化，亂扣帽
子，強加罪名。文字作為一種交流工具，
是使用者的個體選擇，既沒有高下之分，
更無需分正宗旁門。更何況香港是一個多
元文化匯聚的國際城市，無論哪一種語言
文字，在這片土地上的流通和使用權利，
都應該受到尊重和包容。而從整體上而
言，香港未來要擔任內地與世界的超級聯
繫人，也應對簡體字有更多的認識。

TVB數碼頻道近日實施新安排，將高清
翡翠台改為J5，並將晚上的普通話新聞字
幕改為了簡體字。應該看到，正如英文頻
道播報新聞時，使用英語字幕一樣，普通
話新聞使用簡體字字幕，是順理成章的安
排，因為普通話與簡體字本來就是「天生
一對」。可以相信，TVB作出此等轉變，
出發點是「方便不懂繁體字的觀眾」，意
在藉此安排，鞏固這批慣於使用簡體字的
特殊觀眾群，以增強電視節目內容對他們
的吸引力，這是商營機構為追求市場效果
而進行的商業化操作。在自由經濟社會，

企業的自主經營權必須得到充分的尊重和
保障。社會和大眾，都應該理性平和地看
待這一商業決定，而不是以「陰謀論」的
眼光過度解讀，更不應上綱上線地進行政
治化炒作。因為，這樣做既是對本港自由
市場的一種傷害，亦是對社會上理性討論
氛圍的進一步擠壓，令政治化歪風更加氾
濫。

文字作為一種溝通和交流工具，本不存
在可比性，也沒有高低優劣之分。香港是
融合了多元文化的國際都市，不同的語言
文化在這裡匯聚一堂，相互包容，正正反
映了這個城市的大都會風範。為何以包容
和開放的精神，在面對簡繁之爭時就噤語
失聲了呢？任何一種文字，也有其生存和傳
播的權利，任何一個團體機構或個人，也有
選擇使用其熟悉的、慣用的文字的權利。這
並不是「東風壓倒西風」或者「西風壓倒東
風」的競賽，而應該是「各自精彩，融會貫
通」的一種交融。面對多元和變化，我們與
其拘泥於繁簡之爭，固守圍城，不如抱學
習的心態，以文字為鑰匙，打開另一片新的
天空。而且，在認識繁體字的基礎上，如
果又能掌握簡體字，無形中也可以增加香
港的競爭力，更好地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
用，又何樂而不為呢？

用簡體字是商業決定 不應政治化

「拉」慘工程界 恐砸百萬飯碗
業界：批出工程不足一成 失業隨時慘過「沙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面對反對派立
法會議員「拉死」《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引發民生議案「大塞車」，外界要求「剪
布」之聲不絕於耳。手執「剪布權」的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昨日坦言，經常接到市民要求他果斷
「剪布」，惟立法會主席不能扼殺議員發表意見
的權利，而根據議事規則也難以界定何謂「廢
話」，只得盡量加開會議，包括行政長官指令立
法會在今年7月會期完結後加開會議，惟建制派
會憂慮影響9月的立法會選舉選情，未必可行。
他為大量議案會被延至下屆立法會重新審議感不
開心，又相信拉布誰是誰非，市民自有判斷。
曾鈺成昨日與傳媒茶敘時指出，《2014年版權

（修訂）條例草案》單第一部分已經審議了73個
小時，傳召議員花了30小時，餘下的43小時雖
是辯論法案部分，但不少涉及中止辯論、成立專
責委員會等範圍。不少市民已向他反映，要求他
決心「剪布」，也有市民提到「剪布」後就會
「天下太平」，但實際情況並非這麼簡單。

議員沒「拉布權」只具「審議權」
他解釋，立法會議員沒有「拉布權」，有的是

「審議權」，但法院早前針對主席「剪布」決定
的判辭中，從沒指明立法會主席有「剪布權」，
而立法會議事規則也沒有規定議員不能在會議上
說「廢話」，因何謂「廢話」難以界定，加上在
過去的會議中，只有兩三名議員「車輪式」發
言，但在版權修訂條例的審議中，則有不同議員
發言，只要不離題，實難指他們違反議事規則，
情況和他過去「剪布」時不同。身為主席，他可
以做的是判斷議員發言是否明顯離題或冗贅重
複，故「剪布」與否和他的魄力或決心無關。
他指，要處理積壓的議題，目前只能靠加會處

理，他也不排除會加長會議時間由晚上8時延至
10時或午夜時才結束，但他預料建議會面對很大
阻力，因為反對派議員不會給予機會增加「剪
布」風險，惟有懇請建制派議員合作出席會議。
他續說，根據過往傳統，今屆會期約在7月18

日結束，但行政長官在理論上有權指令立法會在
七月下旬後加開會議，立法會主席必須遵從，但
這樣做會造成很大政治衝擊，因為9月是立法會
選舉期。根據慣例，選舉周期後不適合召開會
議，也難以要求建制派議員到立法會開會，同樣
會出現流會風險，而根據個人觀察，建制派也未
必這麼齊心，不惜代價非要通過有關法例不可。

相信市民明察誰是誰非
曾鈺成承認，身為立法會主席，自己未能做到

市民的期望，特別是在會期完成時，即使完成手
頭上所有的工作，還有大量議案被延至下屆重新
審議，實在感到不開心。然而，目前情況就是議
員互相指責，建制指反對派拉布拖延，令立法會
出現「大塞車」，反對派就把責任推到特區政
府，他相信，市民對此自有判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拉布導
致議會幾近癱瘓，社會要求修改議事規則的呼聲
日高。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坦言，不同黨派對
如何修改議事規則仍未有共識，倘建制派自恃多
數強行通過修改議事規則，也要考慮到被批評為
「行使議會多數暴力」，影響今年9月的立法會
選舉的選情。
曾鈺成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指出，要修改議事

規則需要「過幾關」，首先需要有一個建議，交
由議事規則委員會討論，在有共識後再提交內務

委員會討論，在內會討論並批准後再交到大會審
議，整個過程還要在政府法案中抽時段去處理，
即使一切順利也不會是三四個月內可做到的事。
被問及在有需要時，他會否辭去立法會主席職

務，投票支持修改議事規則來制止拉布，曾鈺成
未有正面回應，但強調立法會今屆會期尚餘日子
有限，但仍有大量政府法案和議案急須盡快處
理。他一旦辭去職務，立法會屆時就要補選主
席，令大會有一段時間無法召開會議，任何人都
必須判斷這是否負責任的做法。

修議規要「過幾關」非三四個月搞掂

■■曾鈺成曾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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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旺角暴亂事件
後，香港社會各界齊聲譴責暴徒。工程界人士昨
日齊聲指出，當日的暴亂根本不存在小販的問
題，而是背後有陰謀及有組織的，承襲自過往的
所謂「鳩嗚」事件，旨在打擊香港。
工程界社促會主席何鍾泰昨日舉辦研討會，讓

工程師表達對旺角暴亂的意見。工程界社促會理
事余建浩指出，旺角騷亂根本不存在小販的問
題，只是有人將不滿情緒發洩在政府上，有人
「為啖氣想威」，也有部分人是為選舉工程而
來。
他坦言，特區政府或身為長輩都有責任，又指

青年人容易受人唆擺且目光短淺，或是看見新聞
畫面有樣學樣，而政府的反應太過「慈悲為
懷」，應該以強勢「治亂世」。

工程監督及建設監理學會（香港）前會長陳普
森坦言，自己當晚整夜都難以入眠，又認為整件
騷亂背後有陰謀及有組織，承襲自過往的所謂
「鳩嗚」事件，旨在打擊香港，旅遊業所受的影
響最大。他指出，旺角區內有不少賓館，當晚有
為數不少內地旅客來港應節而住在那些賓館，準
備參與本地花車巡遊及煙花匯演盛事，卻於當晚
都親眼目擊旺角暴亂的場面，再將消息傳回內
地，對香港造成不可磨滅的打擊。
有工程師則認為暴亂事件現場有人煽動，認為

時下年輕人容易被好聽的說話蒙蔽，以為自己真
的為崇高理想前進，但其實猶如「小朋友發爛
渣」。但他認為，示威者的確對制度心存不滿，
特區政府應找機會好好與年輕人溝通，向他們灌
輸正面訊息。

冀政府強勢「治亂世」

工程界社促會主席何鍾泰昨日率領一批專業工程
師舉行研討會，討論立法會拉布帶來的禍害。

何鍾泰認為，很多人接收的資訊都不正面，當中一
些資訊批評部分工程需使用大筆公帑，是「大白
象」工程。但他指出，香港多年前興建地下鐵路及
新機場的時候，都因龐大的建築開支而遇上不少民
間的反對聲音，但到今天地下鐵路及新機場設施對
香港卻極之重要，「試想像如果現時沒有了地鐵會
如何？」
他指出，現時立法會批出的工程金額少，原本有
約 675億元工程，已批出的只有約 52億，不足
10%，與以往立法會批出共約值8,000億元的情況今
非昔比，認為香港「食老本好危險」。
何鍾泰表示，現時工程業界內約有35萬工作人
口，其中包括前線工人，35萬人也有家人，因此粗
略估計行業實際影響約100萬人的生活，擔心香港
若繼續「食老本」，工程業界會步向衰落，重回
2003年「沙士」時業界20%失業率，即5個人中便
有1人失業的慘況再次發生。

西鐵作喻 工程非「大白象」
在研討會上，有業界指出，拉布令工程被拖延，
業界深受其害，更無奈地說：「工程業界的工作不
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香港的發展。」他認為，現
時香港正在建造的工程並非大白象，「十多年前西

鐵正在興建時也有人批評工程是大白象，到今日西
鐵卻爆滿得要增加車卡，事實證明政府有遠見。」
他表示，自己是本地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對香港在
國際間愈見落後感到難過，希望政府能想辦法扭轉
劣勢。
拉布影響工程界以至全港發展是與會者共識。有
工程師直言拉布「停晒所有發展」，指香港近年都
沒有新的基建工程，坦言擔心往後幾年業界會開始
沒有工作。事實上，各大工程還牽涉很多東西，如
配套設施等小型工程，「如大的工程被叫停，自然
牽連其他相應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拉布戰場雖在政界，實際受害的卻是工程業界。專業工

程師昨日舉行研討會，討論立法會拉布帶來的禍害，並指現時批出的工程不足十分之

一，香港正在「食老本」，業界更有步向衰落，有重回「沙士」時的20%失業率，即5

個人中便有1人失業之虞，隨時影響100萬人的生活。

■■一批專業工程師昨舉行研討會一批專業工程師昨舉行研討會，，討論立法會討論立法會「「拉布拉布」」帶來的禍害帶來的禍害。。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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