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成員曾健超於前年10月非法「佔中」期間，向警員淋潑有味液體並拒捕，被判囚5

星期。曾健超犯案當日，掩飾真面目挑釁警方，企圖逃避罪責，這也是反對派的縮影，既想

破壞法律、又想不負責。「佔中」如是、旺角暴亂也如是。曾健超被判囚5星期，說明真的

假不了，有罪逃不了，最終要受法律的制裁。法官判詞表明，曾健超的行為嚴重，用有味液

體潑警，侮辱警察，明顯挑釁，身為資深社工，等同慫恿其他人仿效不守法。因此定罪判監

禁，起阻嚇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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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曲《上海灘》而膾炙人口的歌星葉麗儀，
日前在電台評論拉布議員時表示，「我覺得他們
很跩」。葉麗儀指，他們打出民主的旗號，把香
港許多事情都搞壞了，治安搞壞了，民生搞壞
了，老人福利也搞壞了，讓很多香港人感到很不
開心。這樣的民主，對香港沒有好處。葉麗儀的
話，道出了大多數香港市民的心聲，拉布議員阻
撓政府施政，實際是把700萬港人當成人質，折

磨、虐待港人，損害民生，妨礙香港發展，這種
有破壞無建設的行為，不單止「很跩」，簡直神
憎鬼厭。
廣東人對於「很跩」的人，內心是非常厭惡
的。葉麗儀在電台評論那些反對派議員，指他們
不走正路，表現囂張狂妄，目中無人，損害了港
人的利益，很洋洋得意。人應懂得區分是非黑
白，但是反對派議員做了壞事，絲毫沒有愧疚之

心，反而覺得要脅了政府，自己很厲害。很跩，
就是說他們不會自我檢討，還會一直跩下去。港
人忍無可忍，唯一的辦法，就是在選舉的時候，
把這些「很跩」的議員趕出立法會。
立法會議員每個月的工資和補貼達到20多萬

元，遠遠高於一般市民收入。他們都是香港市民
所供養的。現在我們養了這一批「蛀米大蟲」，
不做有利市民的事，天天倒港人的米。他們白領
人工，不僅自己不開會，不盡議員的職責，還不
斷製造流會，癱瘓議會，阻止各項有關經濟民生
政策的通過、落實。
做議員不為港人服務，不處理公務，搞到香港

政爭無休止，這不是民主，而是社會公害。民主
的真正意義是什麼？是通過選舉制度，選出民意
代表，堅持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監督施政，解
決香港經濟和民生問題，提高香港競爭力，讓選
民安居樂業，享受繁榮穩定的成果。少數人橫行
霸道，挾持議會，狙擊施政，損害市民利益，這
絕對不是優質民主，而是少數人不講道理、凌駕
社會整體的暴政。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選民
應用手中的選票懲罰那些「很跩」的議員，好像
大浪淘沙一樣，把那些只領高薪不做事的「蛀米
大蟲」趕出立法會，為香港除害，讓立法、行政
運作重回正軌。

議員亂港不止議員亂港不止「「很跩很跩」」而且神憎鬼厭而且神憎鬼厭 徐 庶

真的假不了 有罪逃不了

曾健超襲警戴口罩處心積慮違法
被告聲稱因警員放棄和平手段改為執行武力，但他卻

以武力手法侮辱警員，法官認為有點諷刺，並認為不應
該。法官判刑後指現場前線警員只是聽從指令執行職
務，法庭有需要保護他們。
曾健超在非法「佔中」行動中，戴上口罩掩飾真面
目，在龍和道隧道上將有味液體潑向花槽下方正在執勤
的11名警員，曾健超襲警又拒捕，大批警員喝止不
果，警員才不得不將他制服。當時多家媒體報道：「據

現場目擊者指出，曾健超戴上口罩涉嫌向警務人員揮
拳，以及站在天橋高處向橋下的警務人員潑淋液體，液
體帶有異味，疑為糞水或尿液。」曾健超戴上口罩是處
心積慮違法，有如蒙面賊打劫行兇，無膽量露出真面
目。

曾健超企圖倒打一耙逃避罪責
在美國被執法者必須無條件配合警察，這已經成為一

種婦孺皆知的常識。「舉起手來！」──是美國警察常
用的口頭禪，被執法者必須立刻把雙手放在頭上一動不

動，否則就可能遭遇武力執法，還有可能被警察當成重
大罪犯開槍擊斃。比較起來，曾健超襲警又拒捕，大批
警察喝止不果，才不得不將他制服。警察克制執法，絕
非曾健超和反對派誣指的「警方濫用武力」。事後曾健
超報稱被毆傷，投訴警察打人云云，這是企圖倒打一耙
逃避罪責。
曾健超是公民黨成員，擔任外展社工多年，應懂得基

本的禮儀，但這個外展社工活像爛仔流氓。事實上，曾
健超被稱為公民黨的「長毛」，是一名典型的潑皮暴
徒。曾健超的流氓暴徒行徑多不勝數，令人髮指，他大
搞野蠻暴行時，經常藏頭露尾，掩飾真面目，試圖逃避
刑責。2010年1月高鐵撥款一役，曾健超戴頭巾指揮
示威者衝擊鐵馬，行徑激烈與「人民力量」、社民連等
無分別。在「反國教運動」中，曾健超是衝在前面的
「爛頭卒」。曾健超的流氓暴徒行徑，令公民黨年輕成
員「丐幫化」、「蒙面化」，成為「政治流氓」和「無
賴潑皮」。

掩飾真面目欲逃罪責是反對派縮影

曾健超襲警時，戴上眼罩
及口罩，不敢以真面目示
人，這也是反對派的縮影。
例如，2011 年 9 月，社民
連、「人民力量」一幫暴徒
暴力衝擊填補立法會議席空
缺方案論壇，他們戴V煞
面具和罩袍，搗毀會場內物
品，向保案員行兇叉頸，對他人身體
構成危險和傷害。2014年「佔中」期間，一批戴口罩蒙
面示威者，以鐵馬及石磚等撞爛立法會大樓玻璃，一度
衝入大樓，致使多名警察受傷。今年春節旺角暴亂，一
批戴口罩或蒙面的暴徒肆意擲磚、縱火、毀壞公物，造
成逾120名警察及市民受傷。
各界人士建議香港仿效外國，訂立「禁蒙面法」。儘

管各國或地區法例內容不盡相同，但立法目的都近似，
就是不縱容違法者以不同方式隱藏身份、逍遙法外，讓
執法者搜集證據和辨識違法者時有法可依，讓真的假不
了，有罪逃不了。

黎子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立法會換屆選舉9月進行，
由前公民黨成員湯家驊籌組的
「民主思路」，或會推薦三名年
輕成員出選是次選舉，包括「民
主思路」聯席召集人劉培榮，理
事黃梓謙及曾任港大學生會會長
的理事麥嘉晉。面對反對派多名
宣佈退選的現任議員聲稱會為黨
內新人「抬轎」，湯家驊就明確
表示不認同這種方式，自己也不
會排第二為成員助選。
湯家驊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

說，年輕人參政應該憑自己力
量，自己只會落區去幫忙拉票。
他反問︰「如果選舉過程中排第
二助選，選民是投票給自己，還
是投票給排第一的年輕人呢？」

選舉經費最少需400萬
他指出，2012年立法會選舉

時，公民黨就是以「抬轎」方式
參與選舉，結果只是獲得15萬票
和2個議席，並不值得。此外，
湯家驊又指，「民主思路」有三
個年輕人，自己排在任何一人後
面，都對另外二人不公平。對於
選舉經費，他認為三個人最少需
要400萬元，而現時仍在籌備。
湯家驊表示，正極力鞭策年輕

人在短期內拿出一套完整的政策和
立場。一同出席節目的黃梓謙也表
示，現時「民主思路」最急切要做
的就是制定清晰的政策定位，而未

來5年至10年的計劃仍在建構當中。
他說，「溫和民主」只是一個路線，不
是一個全面的政策和定位。他又表示，自
己是 80後，希望藉此能與 80、90後對
話，共同建構香港願景。
雖然未正式宣佈參選，但同場的麥嘉晉
表示自己已經辭職，以顯示參選誠意。黃
梓謙則說，自己從2月開始已經沒有收
入，專注落區和做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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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直聲
稱願意與中央政府溝通的民主黨，其主席
劉慧卿昨日揚言，若自己不能「自由進
出」內地，就絕對不會跟隨立法會發展事
務委員會到廣東考察東江水。另一方面，
劉慧卿就準備帶 6 名黨員向日本「叩
門」，於下周一到當地考察6天。
劉慧卿更興奮稱黨友相當喜歡到日本，
對此行反應相當踴躍云云，顯示該黨對遊
日與往內地溝通的態度截然不同。
劉慧卿昨日與傳媒茶敘時稱，早前與日本
駐港總領事松田邦紀飯局，松田邦紀說起香
港是日本食品最大出口地，劉慧卿隨即提出
該黨有意率團到日本訪問，對方隨即答應並
安排行程。她又稱，今次外訪主要參觀日本
交通和安老事務，並會與日本外交部代表、
自民黨議員等午宴，開支一律由民主黨自費，
由該黨資助旅遊巴、傳譯等開支，其餘則由
訪問團成員負擔，估計每人要付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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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過去兩年政治爭拗和暴
力抗爭令社會撕裂，矛盾激化，令不少遊客因此卻步，
再加上外圍經濟環境影響，香港的旅遊業因此雪上加
霜。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日前就約同立法會議員陳恒
鑌，一起在香港國際機場向旅客推介香港的名勝景點，
身體力行為旅遊業出一分力。
根據政府統計處最新公佈的數據，與旅遊相關行業的

失業率升幅顯著，當中零售業及住宿服務的失業情況明
顯惡化，兩個行業合共接近2萬人失業。為表達對旅遊
業及相關行業的關注，周浩鼎日前與陳恒鑌一起到香港
國際機場，向旅客推介香港的名勝景點。
周浩鼎表示，香港被喻為「購物天堂」及「東方之珠」，

絕大部分市民都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而本港亦有很
多獨特景點，認為旅遊發展局應積極透過市場推廣、籌劃
更多大型活動及其他與旅遊相關的項目，提供多元化的選
擇，吸引各地旅客，令他們來港及留港消費。

振興本港的旅遊業，可令零售及飲食等行業一同受
惠，從而帶動本港的經濟發展。周浩鼎更引用大家耳熟
能詳的宣傳口號說：「熱情香港，好客之道，又點少得
你呀」，呼籲全港市民「為香港出發」，一起努力，給
旅客多一分笑容，多一句問好，多一點幫忙。

鼎鑌機場「迎賓」推景點振旅業

■周浩鼎（右一）與陳恒鑌（左一）到機場向旅客介紹景
點。

「熱狗」遊行「十萬伏」
「國師」亂解「比卡超」
&1&1����

■網民製圖揶揄「熱血公民」的遊行無謂。 網上圖片

「熱血公民」昨日發起遊行，由遮打花園遊行至領事
館，要求日本政府向任天堂「施壓」，保留港台譯

名，推出「真正在地化」的中文版遊戲。

死撐「遊戲也是政治事件」
他們稱，任天堂今次改譯名未有徵詢香港人的意見，是次

變動是「踐踏港人文化」，希望日本企業會「尊重粵語」。
「熱血公民」頭目黃洋達更稱，即使是遊戲產品，若涉及
「本土文化」，「就會是一個政治事件」。
雖然「熱狗」眾人嘗試將事件上升至道德高地，更以為打

「香港」和「卡通」旗號可招徠不少網民支持，但昨日遊
行據稱只得20人參與。示威活動更是唱「寵物小精靈」廣東
話主題曲，及撕爛寫有「皮卡丘」、「寶可夢」的紙張，聲
稱要「向噁心譯名說不」，被網民批評手法無聊幼稚。

屈「比卡超承繼超人」遭恥笑
此外，陳雲昨日也跟風抽水，稱香港的譯名「比卡超」是
意譯，內地譯名「皮卡丘」是音譯，更吹噓說「比卡超是承
繼超人的超字，卡是卡通片」，有「我與天比高的志氣，充
滿兒童的幻想力」，而「皮卡丘」則是「自己的皮脫了，卡
在山丘上」。

不過，多數網民對「熱狗」遊行和陳雲的說法均予以負評，
不少網民均指出他們根本不了解有關卡通片而「亂噏廿四」、
揶揄他們無人響應，更有人批評他們硬要將事件政治化。

9月立法會換屆選舉臨近，各黨各派都各出奇謀爭取曝光，泛政治化更

「衝出香港，邁向國際」。「熱血公民」等就趁着日本公司任天堂最近

將「寵物小精靈」系列更名為「精靈寶可夢」，昨日遊行到日本駐港總

領事館請願，要求日本政府向任天堂施壓，保留港台兩地的譯名。原本以為打着「香港」

和「卡通」旗號可招徠不少支持，豈料參與者卻寥寥可數，更被網民恥笑道︰「『熱血公

民』使用十萬伏特大遊行……沒有效果。」「城邦派國師」陳雲也抽水稱香港譯名為意

譯、內地譯名則為音譯，而被網民指出錯處，批評他「扮代表」。 ■記者 甘瑜

網民批「熱狗」及「國師」
■Nathan Tan︰「熱血」真係越攪
（搞）越騎呢，走晒樣。

■Eric Lee︰笑×住撕紙，唔系（係）炒
作系（係）咩，夠姜（薑）咪好似樓下咁
講，燒遊戲機同GAME（遊戲）卡啦！

■Ronald Wong︰睇見攞台灣當做大
陸共產黨來反，真係笑死我。

■Andrew Tsai︰十萬伏特大遊行。
（意指參與有關遊行與中招無異）

■Miles Prower︰玩日文既（嘅）
pokemon 可 以 成 為 真·pokemon
fans，冇人迫你選中文。仲要上升到政
治層面，邊個會睬？收×啦！

■Franco Wong︰點啊究竟遊行定罷
買有用啲？有無一千人參加？

■Sheryl Ken Leung︰好似廿個。

■Volar Cheung︰無根無據，純粹將
「仇共」視線移去個以音譯名問題度，
按照讀音理解香港都係音譯。

■Amlo Plus︰嗯……台灣人小時回憶
是皮卡丘，你們的回憶是比卡超。我們
井水不犯河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