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財委會果斷「剪布」，高鐵追加撥款申請獲得通過。此事不僅僅意味高鐵度過了

「爛尾」危機，更重要的是讓人們看到，香港有一批有遠見、有膽量、有擔當的建制派人

士，他們真心為了香港好、國家好，在關鍵時刻能勇敢地站出來，向「拉布」行為說

「不」。港人應對未來充滿信心，對落實「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充滿期待。

20162016年年33月月1616日日（（星期三星期三））A15 政情與評論■責任編輯：袁偉榮

旺角暴亂以及新界東補選對香港
政局的最大影響，就是加劇了反對
派內的板塊重組，梁天琦在補選取
得66,000票，不能簡單視作支持暴
力及「港獨」路線，主要是反映了
廣義「本土派」的基本盤。由於在
補選中只有梁天琦一人打出「本
土」招牌，令到不少未必認同梁天

琦的選民，在沒有其他選擇下投了他一票。因此，這
些選票基本上可視為支持「本土派」的市民。以比例
計，百分之十五的得票率，在五個區都可以取得一至
兩個議席。「本土派」奇貨可居，自然成為反對派垂

涎的肥肉。
為了取得這塊肥肉，反對派內也出現了一連串的重

組，黃毓民在新東補選後翌日隨即將梁天琦踢開一
邊，提出了5人出選的名單，迅速收割「人血饅頭」；
與黃毓民牙齒印甚深的社民連、「人民力量」為了保
住議席，加上同仇敵愾，也結成了選舉聯盟；甚至連
「香港復興會」陳雲的「愛徒」「中出羊子」也走出
來要參選。而近幾年聲勢甚盛的「學民思潮」和學
聯，也高調表示將組黨出選。
由「學民思潮」骨幹成員黃之鋒、周庭及黎汶洛；
學聯前秘書長羅冠聰等牽頭組織的政黨，將於下月誕
生兼公佈9月立法會參選名單。黎汶洛透露，新黨大約

有20名骨幹成員，年齡小至19歲的黃之鋒，到50、60
歲都有，新黨將主力推動2047年「前途自決」及將年
輕人想法帶入議會云云。所謂「前途自決」其實就是
推動於法無據的「變相公投」。顯然，這是一個鼓吹
「隱性港獨」的政黨。這個新政黨的首要工作就是爭
奪9月的立法會議席。因此，黎汶洛在新東補選時出力
為楊岳橋助選，更此地無銀地要退出學民以便助選，
其實不過是為了爭取曝光，政治抽水，為自己出選九
龍東作準備。但他的抽水行徑太過難看，結果遭到
「激進本土派」猛烈炮轟，大量惡搞改圖，成為政壇
笑話，可說是抽水抽出禍。
筆者早已指出，黃之鋒不可能永遠做學民召集人，

而他注定是要吃「政治飯」，肯定會搞出一個新平台
出來參選。但估不到的是，他的野心不小，不但要組
黨，更找來一班學民學聯舊人，企圖利用「雙學」僅
有的光環在五區各取一席，成為反對派一大勢力。黃

之鋒的算盤能否打響，不得而知，但可以斷定的是，
黃之鋒組黨之日，就是學民玩完之時。一方面大批學
民核心加入新政黨，他們不可能再參與學民工作，變
相將學民的核心成員抽走，學民將再難有發展；另一
方面新政黨成立之後，學民也將變成新政黨的衛星組
織，主要為其吸納青年學生，為政黨輸送義工。即是
說，學民將變成新政黨的附庸。一個附庸組織是沒有
前途的。
更重要的是，學民過去對於不少家長、青年、學生

有一定吸引力，主因是他們強調是學生自主，沒有政
黨背景。但現在學民變政黨，更是一個要大舉參選，
並且鼓吹「港獨」的政黨，這樣還有何光環可言？學
民變成另一個公民黨、工黨，將失去其最大本錢。因
此，新政黨成立之時，就是學民玩完之日，而這個新
政黨如果堅持走「港獨」路線，也不過是成為另一個
「本土民主前線」而已，影響不了大局。

之鋒組黨日「學民」玩完時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建制派成功「剪布」釋放三個積極信號

財委會日前審議高鐵追加撥款申請時，面對反對派一
次又一次的「暴力拉布」，財委會代主席陳鑑林果斷
「剪布」，高鐵追加196億元撥款申請最終獲得通過。
儘管反對派惱羞成怒，從「文鬥」升級為「武鬥」，以
種種方式發洩不滿，但市民對反對派的行為並不認同。
「剪布」成功釋放出三個積極信號，說明正義必勝，港
人應對未來充滿信心，對「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
充滿期待。

果斷「剪布」是正義之舉
陳鑑林此次果斷「剪布」是正義之舉，從情、理、法

三個角度看，均無不妥之處。
先說合情。如今的香港，政治生態非常糟糕，「泛政

治化」愈演愈烈，立法會的大堂已經變成了政治爭鬥的
「基地」，反對派議員逢中必反、逢特區政府必反、逢
特首必反，為反而反，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70多
項經濟民生項目因為反對派的「拉布」而久拖不決，一
些反對派議員甚至揚言，就是要「拉死」高鐵。可見，
在他們的心中，一黨一己之私利重於公眾利益，市民對
反對派的做法早已不滿，透過各種方式呼籲「剪布」，
陳鑑林此舉順應民心。
再說合理。高鐵項目事關香港長遠發展，北聯內地諸

省，南接東南亞，建成之後，香港將成為「一帶一路」
中一個重要節點，有利於香港扮演好「超級聯繫人」的
角色，搭乘國家發展快車，收穫發展紅利。如果高鐵被
「搞死」，則香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被邊緣化，機
遇盡失，無異於自毀前程。這麼一個簡單的道理，世人
皆知，反對派卻以種種理由阻止追加撥款，揚言寧可讓
工程「爛尾」，也絕不放行，在當日的立法會上，反對
派議員更是行為出格，或潑墨，或佔據主席位，或「大
聲公」不斷叫嚷，致使會議無法正常進行，不得不調換
議事地點，陳鑑林果斷「剪布」，亂中取勝，可以說仁
至義盡，也是被逼無奈。
最後說合法。「剪布」成功之後，反對派惱羞成怒，

一手組織人員圍攻立法會，一手要求所謂司法覆核。從
現在情況看，整個過程符合「議事規則」，反對派只顧
離座衝擊，等同自我放棄發言權利，主席再三警告無
效，立即進行表決及宣佈撥款通過，這是主席權限之內
的事情，「剪布」的操作程序完全合法。

港人對未來發展應信心滿滿
就在財委會通過高鐵追加撥款之時，國際評級機構穆

迪將香港的評級展望由「穩定」轉為「負面」，看似巧
合，卻有玄機。穆迪稱原因有三：一是經濟方面，香港

與內地間的貿易聯繫極為密切；二是金融體系方面，香
港的銀行體系參與內地業務；三是政治和體制方面，各
方對「一國兩制」存在不同的解讀，隨中國內地的影
響力提升，香港的體制長遠會失去其獨立性，對香港政
策的有效性和可信性產生負面影響。
把以上三條作為降低香港信用等級的理由，實在是

牽強。在筆者看來，以上三個因素不但不是香港未來
的風險，而是香港面臨的機遇。先說第一條，中國內
地的貨物進出口貿易已經連續三年居世界第一，世界
主要經濟體與中國內地的貿易聯繫都「極為密切」，
為何這些經濟體沒有風險，偏偏香港就有風險了呢？
這個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再說第二條，香港的銀行體
系參與內地業務不外乎有兩種途徑：一個「滬港通」
和即將啟動的「深港通」，另一個是香港把金融業的
先進經驗傳輸給內地。這兩件事的結果有二：一是內
地的資金可以便捷地進入香港，壯大香港金融業；二
是「香港經驗」提升內地金融業的整體水平，推動內
地金融業與國際接軌，香港在幫助內地推進金融改革
的同時，也可以賺取紅利。這對香港金融業是好事，
不是壞事。再說第三條，「一國兩制」的原則表明，
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卻是一個獨立的經濟
實體，香港的經濟制度從來沒變、也不會改變，中央
只有在香港遇到巨大危機、香港主動請求中央幫助的
情況下，才會從經濟上給予支持，比如1997年的亞
洲金融風暴衝擊香港，中央及時出手相助。「一國兩
制」使香港兼具「一國」優勢和「兩制」活力，背靠
祖國這棵「大樹」，有利於在危機時刻化解風險，怎
麼變成了「負面影響」呢？穆迪的評級，十分荒唐。

現在，有人把財委會「剪布」與
「穆迪降級」拉在一起說事，認為
二者之間有因果關係， 「穆迪降
級」理由不充分，大可不必在意。
「剪布」成功，高鐵項目將會快速
推進，一旦建成，定能給香港帶來
諸多機遇，港人對未來發展應信心
滿滿。

落實「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
近年來，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有變形走樣的

苗頭。對此，中央十分關注，港府和民眾非常憂慮。
「一國兩制」是一個創舉，一個新生事物在實踐過程中
遇到坡坡坎坎，也是預料之中的事情，符合事物發展的
規律。重要的是，每當遇到阻力的時候，有沒有正義的
力量排除阻力？此次「剪布」的成功，讓人們看到，香
港有一批有遠見、有膽量、有擔當的建制派人士，他們
真心為了香港好、國家好，在關鍵時刻能勇敢地站出
來，向「拉布」行為說「不」。這是值得讚賞的，也是
值得欣慰的，更是值得支持的。
客觀地觀察香港，儘管反對派「拉布」成癮，儘管激

進分離勢力暴力禍港，儘管一些外部勢力暗中「搞
事」，但真心實踐「一國兩制」的力量在香港仍佔據主
流，那些以往不關心政治的中間市民也漸漸覺醒，他們
看清了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的真實面目，看到了「泛
政治化」給香港造成的危害。香港不能亂，香港要發展，
已經成為大多數市民的共識，有這樣的民意基礎，「一國
兩制」就不會變形走樣，香港的美好明天值得期待！

屠 海 鳴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上海市政協常委

辱黃洋達妻係雞
長毛「本土」皆口臭

網民圍插「食花生」
圍插長毛派

Jani Cheung：咁樣侮辱女性，連最後的人
格都無埋。佢唔單只（止）無資格做議員，
連做人的資格都無，正PK（仆×）！

Yip Yip：邊有人咁下流講D（啲）咁嘅嘢！
你身為一個立法（會）議員黎（嚟）添！好
可恥！

Kenny Cheung：禍不及妻兒，係咪長毛自
己想多咗呀？

Winji Lo：長×毛！食人血饅頭食×到懵上腦
呀！

Samuel Chiu Wing Hung：氣急敗壞之勢已
令長毛失去理性……

Siu Nan：嚟（呢）個抗爭藝人係時間收工
啦！

Wai Cheung Poon：長毛你大×鑊，9月等
收工。

Michael Ho：9月社民連亡黨。

Patrick Ng：係咯（囉）長毛賊，繼續亂講
嘢啦，9月我寫包單你個仆×連憨（戇）×
中間超人（指黃成智）嘅票數都冇，聽乞米
啦冚×鈴（拎）！

Timothy Cheng：請支持9月用選票叫革命
友雄仔返去見切格瓦拉（捷古華拉）！

長春二子：相比起長毛狗賊鬧司徒華肺癌上
腦，華叔畀（俾）佢咒死，呢單係小事。

勁亮：肥佬黎（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
敵人就是長毛敵人，明白搵食為兩餐，但都
唔好把口咁賤。

「食花生」派

Man Man Fung：其實佢講呢D（啲）有乜
用呀？睇嚟長毛真係好驚無得撈喎。

黃蓋打周瑜：長毛同黃洋達一路貨色。

大投壼：鬼打鬼，真好睇！

snooboy：乜選戰開始左（咗）了？

moyy：×~咪上擂台玩鑊長毛狗大戰×縮達
（黃洋達）囉！

整理：記者 陳庭佳

楊全盛批莫乃光未為業界發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每

兩年一屆的醫學會會長選舉即將開
始，更適逢立法會選舉年。曾擔任
醫學會三屆會長的會董蔡堅昨日在
與傳媒聚餐時直言，醫學會立場不
鮮明又太「腍善」，自己已經「忍
夠了」，故他對參加今年立法會醫

學界選舉「有興趣」。
醫學會現任會長史泰祖對會長

職位已有退意，表明不會參加新
一屆會長選舉。
蔡堅則表示，他對自己勝出會

長選舉有信心。倘成功勝出，他
將會第四度擔任會長一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盛傳將會出選立法
會、挑戰現任科技界議員莫乃光的智慧城市聯盟召集
人楊全盛，昨日在出席活動時表示暫未決定是否參
選，但認為大家可拭目以待今年9月的選舉。
不過，他批評莫乃光作為業界代表，未能反映業界
聲音，反而只顧拉布及政治議題，不能代表他，在理
念上也無法認同。

蔡堅欲重掌醫學會選立會
■楊全盛
批評莫乃
光未能反
映業界聲
音。
劉國權 攝

梁國雄日前在網台節目中不停攻擊黃洋達，先批評
黃是編劇出身，接更稱：「（黃）早唞啦，你

老婆『佔中』嘅時候一雙玉臂千人枕，成日去搵溫
存。」梁國雄提到的「一雙玉臂千人枕」，出自《高
涼村婦盼郎歸情歌》，而詩中以此句描述妓女。
聲帶前晚開始在網上瘋傳，有網民批評梁國雄「賤
格」、侮辱女性，也有人指梁的支持者正被「熱狗」
吸納，「氣急敗壞之勢已令長毛失去理性」，有「熱
狗」支持者更放眼立法會選舉，稱「9月社民連亡
黨」、「長毛你大×鑊，9月等收工」。

黃妻揚言吹雞兜巴星
「千人枕」主角陳秀慧昨日在facebook回應稱，

「如果我約埋一班女人仔，去立法會圍尊貴的梁國雄
議員一次，然後大巴大巴摑×佢，你估佢會唔會打返
我或者報警拉我？」
黃洋達昨晚在網台節目上稱，「一雙玉臂千人枕」

對其妻是極大的侮辱，他身為丈夫感到十分憤怒，更
稱自己很想打梁國雄，而梁也應該很想他這樣做，
「咁不如打擂台吖，我讓你單手，打擂台又驚打死
佢，幾廿歲嘅一個阿叔，係咪？」

「首領」稱考慮告誹謗
不過，他謂自己要「保持克制」，「礙於整個環境
同局勢，我就唔能夠衝上去打×呢條×樣。」他又稱
可以控告梁國雄誹謗，而梁也會「中硬」，但要再和

律師研究，「睇吓我哋有無錢告你，但就唔係驚你無
錢賠喎，因為你有喎，你嚟緊有（立法會）約滿酬金
喎，睇吓點樣可以啱啱好索償你個約滿酬金。」

網民翻陳雲鹹濕舊賬
有網民就翻「本土派」舊賬，指陳雲在「佔領」行
動期間，曾在facebook分享當時中大學生會幹事石姵
妍發言的照片，更語帶相關地稱「行動果然『升級』
了」，石認為陳雲嘲諷她的胸部，「以這種手法攻擊
政見不同的女性實在可恥。」陳雲之後再將她的回應
截圖，更故意在「老師又鹹濕論政？」、「支持升
cup行動！齊在冬天穿熱褲表心跡」、「老師不想用
英文cup 啫」等回應讚好。

為了選票，社民連立法會議

員「長毛」梁國雄可以去到幾

盡？有意在9月立法會選舉競

逐連任的他，日前在網台開咪時，以「一雙

玉臂千人枕」等言辭，去形容「熱血公民」

「首領」黃洋達的妻子陳秀慧。黃洋達昨直

言想打梁國雄，並考慮控告他誹謗。不過有

網民「回帶」指「國師」陳雲也曾作出侮辱

女性的言論，說明激進反對派及「本土派」

其實不相伯仲。 ■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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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慧回應梁國雄言論時，提到「大巴大巴摑×佢」。
facebook截圖

■陳雲曾作出侮辱女性的言論，被網民翻舊賬。 facebook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