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蘋果日報》造謠到走火入魔的瘋狂狀態，竟然不顧眾多港區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對張德

江講話的引述，以及本港眾多傳媒的如實報道，無中生有、歪曲事實、挑撥離間，不僅再次

暴露《蘋果日報》撒謊成性、報格卑劣，毫無新聞操守與道德，而且更暴露《蘋果日報》企

圖轉移旺角暴亂的性質和危害，以達到為暴力和「港獨」開脫的險惡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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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發起
「雷動計劃」，打算協調反對派與
「本土派」，在9月立法會選舉攻佔
過半數議席。儘管計劃受到各方冷
待，但戴耀廷似乎是愈來愈起勁，
近日更提出所謂「鐵票」計劃，即
是要求每區有一定數量的反對派支
持者同意交出其選擇權，成為戴耀

廷的「鐵票」，在選舉的最後時刻，再由他決定這
些「鐵票」投向哪位反對派候選人，以爭取最後一
席。看來，戴耀廷不但當自己是反對派「盟主」，
更將選民當作扯線公仔，可以叫他們投誰就投誰，說

明戴耀廷已經被權力慾蒙蔽了雙眼和理智，成為徹頭
徹尾的垃圾政客。
然而，筆者早已斷言，「雷動計劃」必定失敗，因

為9月立法會選舉是一場板塊移動的大戰，也是「本土
派」對傳統反對派取而代之的最好機會。政治一日已
經太長，誰知道4年之後「本土派」是否還有戲可唱？
如果現在聽從戴耀廷的協調，實際為傳統反對派抬
轎，做爛頭卒，之後被用完即棄，誰會可憐你？所以
「雷動計劃」必定失敗，因為在政治利益、議席利益
面前，並沒有調和的可能。
在日前的城市論壇上，「熱血公民」的二號人物鄭

松泰，就狂批「雷動計劃」是為了反對派「分議席，

分飯票」，指選民投票不是投議席，而是投理念，他
們絕不會參與云云。這種取向也見諸其他「本土派」
組織。簡單而言，凡是議席危險、受威脅的政客，
如「人民力量」、社民連以至民主黨、公民黨等，
都對「雷動計劃」持開放態度，目的是為了勸退這
些「本土派」，以免分薄他們的票。至於一些躍躍
欲試的「本土派」，「雷動計劃」對他們只是阻
礙。這樣，他們又怎會參與其中？再加上，戴耀廷
並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其立場又偏向傳統反對派，
誰會相信他會公正協調？所以，「雷動計劃」注定只
是戴耀廷的癡想。
「熱血公民」全力攻擊「雷動」，其實某程度也反

映了黃毓民的盤算。黃毓民在新界東補選翌日隨即公
佈其五區參選名單。顯然，他是早有準備，只待補選
結果一出就搶頭啖湯公佈。黃毓民揚言如果五區勝
出，他們就會立即進行「辭職公投」，而在現行條例

下，他們將不能再參選，意思是他們是預備了犧牲，
以此搶佔道德高地。但這是事實嗎？筆者認為這只是
黃毓民的「語言偽術」，五區都取勝就發動「五區公
投」？然則，如果只取得一至兩席呢？當然既無五
席，所謂「五區總辭」就無從說起。即是說，這個計
劃有一個前提，就是「黃毓民的名單」必定要五人都
出選才會實行，但這有可能嗎？
按其排陣，有把握的是九東九西的黃毓民與黃洋

達，「激進本土派」在港島市場有限，新界東西又是
混戰之局，根本沒有穩勝的把握。所以，「五區公
投」要落實機會極微。黃毓民的盤算，不過是以「五
區公投」作為單一的選舉議題，以此顯示他們比其他
「本土派」更激烈、更大膽。說穿了，不過是選舉工
程的一種。當選之後，要黃洋達辭職，放棄9萬多元月
薪，筆者第一個不信。新界東補選打開了反對派內鬥
的「潘多拉盒子」，好戲還在後頭。

戴耀廷的癡想 黃毓民的盤算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蘋果日報》造謠報格卑劣 為暴力開脫用心險惡

造謠手法十分卑劣

《蘋果日報》昨日社評稱，「據范徐麗泰等引述，
聽不到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譴責（旺角暴亂）事
件」，這種造謠手法十分卑劣，因為參與兩會的港區
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眾多，每一位委員和代表引述張
德江的講話都各有重點，不可能都引述張德江譴責
旺角暴亂的講話內容。而根據眾多港區政協委員和人
大代表多角度的引述，以及本港眾多傳媒的如實報
道，張德江對旺角暴亂的譴責和剖析，都是強烈和深
刻的。

張德江深刻剖析少數激進分子蓄意製造暴亂
3月4日，張德江出席港澳政協聯組會議時指出，有
少數激進分子蓄意製造暴亂，不僅威脅了市民的生命和

財產安全，也破壞了香港的法治和國際形象，這絕非香
港之福。對於衝擊法治底線的行為，絕不能姑息；構成
犯罪的，必須依法追究。
3月6日，張德江先後與港區人大代表及特首梁振英
會面。張德江與港區人大代表會面時，批評香港有人將
經濟、民生問題當成政治問題炒作，將所有問題泛政治
化，更走向街頭暴力，搞亂香港。
張德江與梁振英會面後，梁振英引述張德江對旺角事

件的感受：一是覺得很驚訝，驚訝香港作為一個法治社
會、文明之都為什麼可以發生這樣暴力的、反社會的事
件；二是覺得痛心，這些暴徒的行為令香港的法制、國
際形象受損，也令大批的警務人員同記者在這件事中受
傷，還要蒙受財物損失。
多位港區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均引述，張德江談及旺

角暴亂時說，有少數激進分離分子影響香港的國際形

象，又提醒香港不要「泛政治化」，指「泛政治化」和
街頭暴力非香港之福，強調香港有今天的地位是因為法
治、經濟、自由港以及背靠祖國，而「非靠街頭政
治」。
《蘋果日報》竟然不顧眾多港區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

的引述，以及本港眾多傳媒的如實報道，無中生有、歪
曲事實，造謠說「聽不到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譴責
（旺角暴亂）事件」，再次暴露《蘋果日報》撒謊成
性，報格卑劣，毫無新聞操守與道德。

《蘋果日報》挑撥離間自暴其醜
對張德江「充分肯定」和「十分滿意」梁振英和特區

政府的工作，《蘋果日報》造謠說是「梁振英自我肯
定」。但事實是，包括習近平主席在內的中央領導
人，都「充分肯定」和「十分滿意」梁振英和特區政
府的工作。這次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就引述張德江
在會上，高度評價梁振英及特區政府勇於擔當，克服
各項困難。
《蘋果日報》還挑撥離間稱，張德江的公開談話與梁

振英引述的談話，「基調、態度的軟硬差別甚大」，令
人懷疑張德江、梁振英誰是兩面人云云。事實是，張德
江的公開談話與梁振英引述的談話，對旺角暴亂的譴責

都是一致的，張德江呼籲不要
縱容非法行為，要依法處理，
不要縱容破壞和諧穩定的行
為，要支持香港穩定發展，強
調中央在這方面的態度很鮮
明。《蘋果日報》的挑撥離間
是自暴其醜。
《蘋果日報》無中生有、歪曲事實、挑撥離間，還暴

露《蘋果日報》企圖轉移旺角暴亂的性質和危害，以達
到為暴力和「港獨」開脫的險惡用心。旺角暴亂是一場
有組織、有預謀的違法暴力行為。2月11日，外交部將
此事定調為「由個別本土激進分離組織為主策動的暴亂
事件」。2月14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強烈譴責旺角暴
亂是「激進分離勢力越來越暴力化，甚至帶有恐怖傾向
的活動」。中央對旺角暴亂的定性一針見血，這是綜合
考量了香港「港獨」勢力結合「暴民政治」迅速蔓延的
實際情況。旺角暴亂顯示，激進反對派搞的已經不是單
純的「民粹政治」，而是「暴力」加「港獨」的複合
體。以暴力推行「港獨」，正是《蘋果日報》一貫鼓吹
和策動的險惡目標。旺角暴亂的性質和危害，成為今次
兩會關注的一個問題。《蘋果日報》企圖轉移視線為暴
力和「港獨」開脫，完全是徒勞的。

黎子珍

網民逐點踢爆
■Chan Thomas：香港是中國其中一個大城市，點
解吾（唔）可以用高鐵接駁呀？……無謂危言罄
（聳）聽，恐嚇港人嗱（喇），夠嗱（喇），吾（唔）該。

■Hui Chun Tung：其實解放軍一路都有係（喺）香
港架（㗎）啦！

■Byron Tse：呢個冇腦小麗仲on X，大大個軍營
插在市區，無高鐵，行出門已經到市區啦！

■Lam Kent：越（愈）嚟越（愈）覺得你系（係）白癡
無腦。解放軍嚟香港絕對唔會搭高鐵。搭高鐵系
（係）絕對危險的。衹（只）要一個炸彈就令軍隊進
退不得。困死系（喺）隧道內。提出喱（呢）個論點
的人，正白癡。

■Mandy Chan：香港本身一直都有註（駐）港解放
軍，嫌唔夠的話，經羅湖皇崗步行來港都過到來
香港啦，咪玩啦！

■Nunes Cheng：劉小姐，睇嘢唔好咁膚淺啦，解
放軍要嚟香港，使唔使坐高鐵呀？廣東省咁多註
（駐）軍，隨時坐車經任何一個口岸長驅直進啦，
仲有解放軍要嚟都唔係剩係隊兵嚟啦，仲有啲軍
備呀，軍車呢，唔通嚟到行路呀？

■Lawrence Fong：小姐，解放軍不用高鐵亦可隨
時來到，幾多都有，講嘢有多一點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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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部分鄉
事派成員聲稱要籌組「新進步聯盟黨」，
牽頭的上水區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昨日
稱，根據村代表選舉時的統計數據，鄉事
派選民在新界東和新界西兩區各有約二十
萬名，故在新界東出選的社民連議員「長
毛」梁國雄，及「新民主同盟」議員范國
威都要「小心啲」，因為「新進盟」和他
們都是爭取「乞人憎」的票源。
侯志強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稱，自己屬

於較「敢言、激進」的一派，派員參選並
非搶某一個黨的票，而是希望議會內有一
股「新聲音」。
他初步估計，今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新
界兩區只要取得7萬多票，就可以取得一
席，而以目前新界東、西的鄉事派選民人
數計算，最樂觀情況為「每邊衝兩席」
（即新界東及新界西各贏兩席，共 4
席），加上鄉議局的當然立法會議席，他
們最多可獲取5席。
他聲言，新政黨不會標明「新界」，主

要希望吸納「所有香港人」，又稱新界
原居民傳統權益目前被特區政府「金剛
箍一個個箍落嚟」。不過有聽眾提出新
界丁屋僭建的問題，侯稱「市區都有僭
建」，自己只是為不平事發聲：「你話
我大口氣咩？我每日都食蒜頭，每日一
杯。」

■侯志強聲
稱，在新界
東出選的梁
國雄及范國
威要「小心
啲」。
資料圖片

激進派高鐵調兵論
網民批為爭選靠嚇

激進派的劉小麗近日表現異常「活躍」，包括在
她透過電話游說一向在深水埗夜市擺賣的「腸

粉大王」及一眾檔主，在年初一轉到旺角朗豪坊對
出擺賣，是導致旺角暴亂的「元兇」之一，其後又
在全民退休保障計劃諮詢會上辱罵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等「豬狗不如」。

范國威劉小麗播謠言
劉小麗更聯同其他激進派中人，包括曾鼓吹所謂
「源頭減人」的「新民主同盟」區議員譚凱邦，及
稱有意參加今年立法會選舉的社民連成員黃浩銘聯
手「反高鐵」。她近日就在其facebook上聲稱，
「解放軍講到明，高鐵的興建是方便解放軍直達香
港，我們不要自己出錢自掘墳墓！今日的苟且，是
用子孫的血與自由換取的。」她更煽動反對派在立
法會審議高鐵追加撥款時，在立法會大樓外示威。
此前，運輸及房屋局已澄清，高鐵香港段的規
劃、設計及設置是完全作民用。任何認為高鐵香港
段的設置可能與軍事用途有關的說法均毫無根據。
有細心的網民發現，所謂「解放軍講到明，高鐵的
興建是方便解放軍直達香港」，實源自2011年期間
《解放軍報》的報道中，提到解放軍通過內地的高
鐵系統迅速調度，根本和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無關。

圖謀奪議席被鬧爆
不過，劉小麗等激進反對派繼續炒作高鐵議題，

相信與今年立法會選舉有關：她在接受最新一期
《壹週刊》訪問時直認，她正與同為反對派的「土
地正義聯盟」朱凱迪及其他「學者」，商討組織聯
盟，參加今年的立法會選舉。
網民質疑，解放軍本身已有駐港部隊在香港，根
本毋須待高鐵落成，要出動早已出動，無必要經高
鐵從內地「輸入人才」，批評她是為了今年的立法
會選舉而危言聳聽。

&1&1���� 立法會選舉將至，各路「牛鬼蛇神」紛紛出籠。引發旺角暴亂的激進

派分子之一、已表態有意參選今年立法會選舉的劉小麗，近日就不斷借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討論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撥款一事抽水，聲稱興建高鐵

是為了方便解放軍「直達香港」。不過，她抽水實在抽得太肉酸，被不少人批評她是

為了選舉而危言聳聽。 ■記者 鍾立

■劉小麗聲稱興建高鐵香港段是為方便解放軍「直
達香港」，被批評是為參選而危言聳聽。

象哥「水晶鍋」高永文話正
健康飲食愈來愈受現

代人重視。一向識飲識
食的立法會進出口界議
員「象哥」黃定光，昨

日宴請傳媒到上環中出會所，試食他改良
的「水晶鍋」。

中出會所以靚大閘蟹馳名，每逢大閘
蟹季節都高朋滿座，但大閘蟹的膽固醇偏
高，未必適合所有人。象哥昨日介紹，自

己兩年前到中山公幹時，中山市副市長邀
請他品嚐一道名為「桑拿鍋」的菜式。該
食肆生意極佳，即使是副市長光顧也要和
其他食客一樣「排隊」。他在品嚐過後，
發現可以引入香港，並在中出會所招待會
員。

象哥指，「桑拿鍋」分兩層，下層預
先放米，上層蒸海鮮，中間用一塊通窿鐵
板阻隔，在蒸海鮮時汁會流落下層，可以

煲粥。每套工具，包括蒸氣機連煲等工
具，只需約三千元人民幣。不過，由於內
地和香港的食材及食客的口味有別，中出
會所將食材調校到適合港人的口味。

他更「爆料」指，自己已邀請食衛局
局長高永文試菜，高醫生認為該食法十分
健康，可以在全港推廣，惟首名試菜的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則嫌食粥無油炸鬼。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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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定光
親自示範
他改良的
「 水 晶
鍋」。
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