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克強總理在接見參加第八屆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的僑界領袖和華人精英時，提出

三點希望，為全球華人同築「中國夢」指明方向。廣大海外華人成為中外友好合作的「金絲

帶」的時機已經成熟，成為中國創新發展的參與者是一次歷史機遇，成為祖國和平統一的

「連心橋」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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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事務處公佈臨時選民登記冊，
當中一些數字頗引起外界關注，例如
資訊科技界新增選民大增八成，選民
增至超過12,000人。對於有關情況，
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隨即表
示「擔心有人種票企圖操控選舉結
果」，但同時他又指「可能是業界從

業員自發登記成選民」。這種說法自相矛盾，如果是
「種票」，就肯定不是從業員「自發登記」；如果是
「自發登記」，就肯定不是「種票」，兩者只有一個
是對，但莫乃光卻「左右通殺」，這不但反映其邏輯

混亂，更暴露其別有用心。
首先，資訊科技界選民大幅增加並非沒有原因，過

去幾屆資訊科技界的選民都錄得顯著增長，一方面反
映不少從業員都希望登記成為選民，投選該界別議
員；另一方面也說明資訊科技界近年發展迅速，有不
少市民投身該界別，自然令到選民人數增長。當然，
也不能排除近年政治氣氛升溫，過去對政治不感興趣
的從業員都紛紛登記成為選民，以表達自身的聲音，
這些都是資訊科技界選民人數大增的原因。
然而，莫乃光身為業界議員，對於選民人數上升，
沒有研究也沒有分析，就一口咬定是有人「種票」，

要「操控選舉結果」，這種信口雌黃的說法極不負責
任。香港有一套嚴格的選民登記制度，要進行所謂
「種票」極為困難，成本也極高，根本很難進行。而
且，從事資訊科技從業員，都有一定的知識，怎可能
會如傀儡般聽從他人投票指示？莫乃光將新增選民都
說成是「種票」，這是對選民的極大侮辱，理應受到
譴責。
諷刺的是，莫乃光在上屆參選時，同樣指選民人數
大增是有人「種票」，但最終他卻成功擊敗原來議
員。如果他的說法成立，他就是「種票」的最大嫌疑
人，是否應該向廉署舉報？當然，候選人呼籲支持者
登記成為選民，合情合理，也沒有觸犯法例，但這與
「種票」相差十萬八千里。為什麼莫乃光呼籲支持者
登記成為選民，就是推動「業界從業員自發登記成選
民」；其他人呼籲支持者登記，就是「種票」？如此

雙重標準，盡顯莫乃光其人的從政品格。
其實，莫乃光是現任議員，有現任優勢，在選舉工
程上理應比政績、比政綱，不要大搞泥漿摔角。但他
卻是「種票」不離口，亂發各種陰謀論，令人有黔驢
技窮之感。又或者他知道其4年所作所為不得業界心，
尤其是一方面以設立創科局作為參選政綱，但及後竟
然因為政治目的而阻撓創科設局。同時，他配合反對
派議員拉布，損害業界生計及發展，也令不少業界從
業員不滿。今屆選民登記人數急升，不排除是業界人
士要走出來對莫乃光說不。因此，他才要將這些選民
都說成是「種票」，肆意抹黑，手段低劣。他以為此
舉可以先下手為強，搶佔輿論陣地以攻擊潛在對手。
誰不知反而得失更多選民，更暴露其4年任期無所作為
的困境。所以，究竟誰人才最需要「種票」保住議
席，還說不準呢？

選民增加是「種票」 莫乃光侮辱選民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李克強三點希望為全球華人同築中國夢指明方向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會
見參加第八屆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的僑界領袖和
華人精英時說，隨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為華僑華人
發揮聰明才智提供了更大舞台，廣大海外華人要成為中
外友好合作的「金絲帶」、中國創新發展的參與者、祖
國和平統一的「連心橋」。總理這番話情真意切，為全
球華人同築「中國夢」指明了方向。筆者作為參會的代
表，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親耳聆聽了總理的講話，深深
感受到總理發自內心的熱誠和對廣大華僑華人的殷殷期
盼。「中國夢」是國家夢、民族夢、人民夢，也與世界
夢緊緊相連。全球華人攜手築夢，必能書寫令世界矚目
的新篇章。

做中外合作交流「金絲帶」時機成熟
知己知彼，才能當好友誼的使者。李克強總理希望全
球華人作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的「金絲帶」，說
到了華人的心裡。隨國家實力的增強和中華文化影響
力的提升，海外華人今非昔比，當好「金絲帶」的時機
已經成熟。
中國人遷徙海外經歷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十六世紀
末，中國東南沿海商販和勞動力「下南洋」；第二次是
十九世紀中葉，華工成為黑奴替代品被販賣到海外；第

三次是1979年之後，隨中國改革開放後國門打開，
許多中國人移居海外和留學興業。歷經三次移民大潮，
如今，海外華僑華人分佈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
人數達到6,000多萬，這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
這個人數龐大的群體，是世界其他任何國家無法比擬
的，這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重要力量。
客觀地分析，海外華人的作用不可低估。首先，海外

華人的構成重大變化，各類專業人才活躍在發達國家的
科技領域，海外華人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和整體形象
得以改善和提升，在各國受到普遍歡迎和尊重。其次，
華人社團的凝聚力大大加強，形成了以宗親同鄉會和同
業公會為主體，以僑團、僑校、僑媒為支撐的組織架
構，各國僑社的參政數量和層次不斷提高，社會影響力
越來越大。再次，海外華人的生存環境日益改善，隨
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世界各國對華僑華人高看一眼，
對華僑華人的政策日益寬鬆。與此同時，海外華人的文
化和民族認同增強，與祖（籍）國聯繫更加緊密。這一
切說明，海外華人完全有條件成為中國與所在國之間合
作交流的紐帶。正如國務委員楊潔篪在大會開幕式致詞
中所說：「海外僑胞既了解中國歷史文化和現實國情，
又深諳住在國政治和社會環境，熟悉住在國民眾思維的

模式、語言習慣以及文化背景，是推動住在國與中國交
流合作的民間大使。」

做中國創新發展參與者機遇寶貴
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大背景下，中國的發展離不

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許多國家的大企
業、大財團看好中國機遇，希望搭乘「中國快車」。李
克強總理希望全球華人作中國創新發展的參與者，體現
了中央對海外華人的關切和期盼。海外華人可以抓住以
下三個方面的機遇，在參與國家發展中實現自身價值。
一是「一帶一路」的機遇。由中國倡導的「一帶一

路」戰略，涉及到亞、非、歐三大洲和沿線60多個國
家，在未來20年裡將重塑世界經濟版圖，這些國家的
華僑華人應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在「中國和所在國之
需」和「自身特長」之間尋找合作點，發揮自己熟悉當
地情況的優勢，提早謀劃，在合作中實現共贏。
二是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機遇。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一

場前所未有的變革，依靠投資、出口、消費三架馬車拉
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經成為「過去時」，創新成為驅動
發展的第一動力。這意味中國在許多領域進行深層次
的改革，身居發達國家的華僑華人站在科技創新的前
沿，可以依托各自優勢，與中國的企業和政府進行合
作。
三是中國實施「十三五」的機遇。「十三五」末，中

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將由「貿易大國」轉變為「貿
易強國」，將深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將全面提升
製造業的水平……這一切，都蘊含巨大機遇。海外華
人具有視野開闊、聯繫廣泛的優勢，可以在中國實施

「十三五」中找準自己的定位，發現
合作的「共振點」。國務院僑務辦公
室主任裘援平在大會開幕式作主題報
告時表示，國務院僑辦將努力推進僑
務法治建設、改善僑胞生存環境、扶
助僑胞事業發展、致力改善僑界民
生、豐富僑胞文化生活、助力傳承中
華文化。

做祖國和平統一「連心橋」責任重大
團結統一的中華民族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根，博

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魂，中華民
族的偉大復興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夢。李克強總理
希望全球華人作祖國和平統一的「連心橋」，言辭懇
切，語重心長。筆者認為，當好「連心橋」是海外華人
不可推卸的責任。
每一位海外華人都不能迴避一個問題：我們從哪裡

來？無論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移居海外，我們都不能
忘記自己從中國來，我們的身上流淌中華民族的血
液，我們的頭腦裡留中華文化的記憶。 中國人勤
勞、智慧、質樸、堅韌的個性，讓我們經歷了無數艱難
困苦而立於不敗之地，一直走到了今天；中華文化「以
和為貴」的處世原則、「和衷共濟」的公德意識、「和
氣生財」的商道哲學，讓我們受益匪淺，生生不息。守
住根基，反哺鄉梓，是我們應該做出的不二選擇。在中
華民族和平統一的大業中，海外華人有責任、有義務、
有能力貢獻一分自己的力量、實現一個自己的價值、完
成一項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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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民圍插河童鋒
Robbie Chun Kit：各位街坊，黃之鋒又派膠喇！
Geo Lun：原本唔洗（使）中箭既（嘅）事你（黃之
鋒）都要爭住出黎（嚟）中，何苦呢？
Yiu Sing Lee：得罪講句，黃之鋒真係越撈越X，成日擔
心人地（哋）忘記自己咁，自我存在價值有冇咁低呀？
Days Chan：得啦得啦，係人都知你個香港中箭用呢
隻綠啦，俾（畀）個叻叻你！
Allen Man：大鑊啦幸福，用時光機抄中箭，關公災難！

劉德亮：邊有人學到中箭，只有中箭抄人，個LOGO
改個圓角當係自己嘅！
Roro Bordeaux：隻色人地（哋）用先又關你gif（黃之
鋒）咩事？以為人地（哋）跟你用呀？……攔（躝）返
去中箭度專心籌款啦！
David Chung：唔好跳出黎（嚟）X啦好嗎，有時係忍
唔住笑.JPG
李風韻：幸福醫藥你搞到人地（哋）又身敗名裂喇。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記者 鄭治祖

向ICAO遞信無人理
譚文豪「撞車」乞憐

����&& 特區行政長官

梁振英女兒的行

李事件，在機場

管理局公佈調查報告，在完全無

真憑實據證明有人濫用特權並沒

有對航空安全構成威脅下，已經

逐漸冷卻。不過，有意在今年9

月立法會換屆選舉循九龍東出選

的「飛機師」譚文豪，繼續咬住

這議題不放，想盡辦法博見報機

會。昨日，他到泰國向國際民航

組織（ICAO）亞太區總部「直

接遞交請願信」並要求會面，結

果無人理睬，備受冷待，要做

「撞車黨」才能向一ICAO不知

名職員遞信，最終面懵回港，真

係陰公豬。 ■記者 鄭治祖

借藥公司抽「色」水 河童鋒自作孽
人總是要犯重複

的錯誤，想選立法
會，不如專心做事
啦。「香港眾志

（中箭）」秘書長黃之鋒（河童
鋒），未到全盛時期所得罪的人已經
夠坐滿大球場，仲要係自己攞嚟先至
夠抵死。昨日，有某藥業公司出post
介紹其facebook會有實習生協助面書
Admin。因該公司使用的顏色和「中
箭」類同，河童鋒就無端端在人主場
留言抽水話「隻色揀得好」，即被恥
笑其存在感真係低落，係要「爭住出
（嚟）中箭」。
「幸福醫藥」的 fb Admin 一出

post，河童鋒就霸頭位，讚人「隻色
揀得好」。未知該Admin是否對河
童鋒曾因批評激進派示威者「冇槍
咪搞革命」而被改花名「U no

gun」一事印象深刻，即時回覆道：
「U no like？ Yes like？」方丈份人
好小氣㗎，為公司搞公關的Admin
竟敢寸河童？
幸好，Admin 叫做唔使孤軍作
戰，不少網民加入「聲討」河童
鋒，指公司在廣告一直使用該種顏
色，更狠批河童鋒驚人唔記得「中
箭」而借「色」抽水。

晒Like多 又惹火
當「Felix Yiu」留言揶揄，「×，

做到人地（哋）1% 公關先再諗啦中
箭！」河童鋒馬上中二病發，即上載
其個人fb賬戶cap圖，顯示其賬戶有
300,690個likes，其後又貼圖顯示「幸
福醫藥」只得33,052個likes。
人哋講關公，你就講like數，真係

牛頭唔搭馬嘴，結果引來更多的批評
和恥笑。真係唔該，如果「中箭」有
「關公」，應該同黃之鋒講：「走
啦，我唔想搞大件事呀！」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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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公民黨欽點為黨魁梁家傑「接班人」、但在去年
區議會選舉中落敗的譚文豪，一直只能靠「飛機

師」身份爭取在傳媒曝光，但講航空以外的議題則無人
理會，故只得不斷回帶。他此前高調在facebook指，去
信國際航空組織 ICAO、ACI（國際機場協會）和
IA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要求各組織跟進行李事
件，惟ACI和IATA回信稱，回覆的責任在於ICAO。3
個組織中，兩個都唔想理，可見其投訴有幾流。

不過，譚文豪只有這議題可見報嘛，於是「鍥而不
捨」，稱要到ICAO總部，要求對方跟進行李事件。在
預告此行時，他更煞有介事地在有關貼文中，標示「唔
敢用staffticket驚上唔到機」、「買定泰航機票出發」、
「一定要見到負責人」等主題標籤（＃hashtag）。

ICAO閂閘 唔畀譚返入去
昨日泰國時間11時，譚文豪終到達位於泰國的ICAO

亞太區總部。他聲稱，「我哋出發之前一直有同ICAO
聯絡，亦有講過今日呢個時間會遞信，但當我係（喺）
保安室打畀ICAO職員時，對方表示全個office職員都
開緊會，唔會安排會面或落黎（嚟）接信，更加唔肯透
露自己姓名。之後更趁我離開保安室打個電話返香港之
際，閂埋大閘同玻璃門唔畀我再返入去。完全無法想像
一間國際機構，竟然會以咁惡劣態度處理訪客。我會繼
續搵方法，務必將信交到佢地（哋）手上。」

竟做「企街」等ICAO職員離開

如果個個閒雜人等都要求見負責人，咁國際組織阿頭
咪好唔得閒？雖然「面係人哋畀，架係自己丟」，但既
已大言「一定要見（ICAO）負責人」，譚文豪點都要
做足全套戲，於是就在ICAO大閘門外「企街」，等候
ICAO職員離開。不過，如果負責人冇返工或開通宵，
譚豈不是要等足三日三夜？所以他十分「精乖」地，見
有人乘車離開大樓，好似幾高級吓，就扮「撞車黨」攔
路，最終向對方「成功遞信」，又稱該「職員」接信並
承諾將信件交予秘書長手上。
該信最終是否「情歸垃圾桶」就無人知，但譚文豪既
然已「成功爭取有人接信」，戲又做完，相都影完，當
然就收工返香港啦。有譚粉就護主心切，認為ICAO冷
待這位不是官員、不是議員、不是業界代表的譚文豪就
是錯，更遷怒ICAO亞太總部所在的泰國。
網民「Robert Chen」開罵：「What the Fxxk！

ICAO =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Association
Organisation？」「Pauline Leung」稱，「點解置於泰
國，就係唔想正規辦事。」「Tin Cool」更聲言：「泰

國呢d（啲）鬼地方，小心公安拉你屈×你販毒，終身
監禁呀！」哈，睇留言，你就會知道：公民黨的支持者
質素，真係好鬼死高嘅啫！

■譚文豪做「撞車黨」迫人接信。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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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惡搞圖
片揶揄黃之鋒
借 「 色 」 抽
水。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