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田新城市廣場為「六一」國際兒童節舉辦的湯馬仕小火車展覽，事先安排跨境學童家長

會組織的20個家庭參觀，並邀請廣州電視台和網站採訪，場地暫停開放15分鐘，協助媒體

拍攝工作。香港旅遊業發達，給予遊客便利是應有做法，但此事卻被一些人炒作為「對香港

人的羞辱」，「香港內地化」、「新城市已忘記自己立足香港」。如此炒作事件有違香港待

客之道，藉此挑撥港人與內地的關係，更是自毀香港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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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
賣力推動的「雷動計劃」，搞了幾
個月仍然「雷打不動」，權力慾作
祟的戴耀廷似乎未有收手之意，日
前聯同18個來歷不明的組織組成所
謂「公民聯合行動」，揚言未來數
月透過媒體和街站向市民解釋「雷
動計劃」，並透過手機應用程式進

行「雷動聲納」互動民調，讓市民作出策略性投票云
云。「雷動計劃」其實只是口號，真正目的是為反對
派政黨組織配票，由戴耀廷儼如反對派盟主般，把票
數「分配」予不同參選名單，以爭取最多議席，其潛

台辭就是把選民當成傀儡，成為戴耀廷的扯線公仔，
不但違反選舉精神，更是打着民主旗號反民主，暴露
的是戴耀廷的獨裁思維。
先從法律上講，戴耀廷直認「雷動計劃」為了「配
票」，目的是讓更多反對派中人當選，為了達到這目
的，「雷動計劃」肯定會在選舉期間向反對派支持者
或是他們所謂的「聰明選民」發出「指示」，要求他
們投給某些名單。否則，「雷動計劃」根本不可能發
揮作用。但衍生法律問題—既然「雷動計劃」為了
「促使」或「阻止」某些人當選或不能當選，這便構
成選舉行為及「選舉宣傳」，成本應該計入候選人選
舉開支。即是說，如果「雷動計劃」要求選民支持范

國威，范國威就要把「雷動計劃」開支計入選舉經
費，否則就是違法。假如范國威指「雷動計劃」與他
無關，只是戴耀廷個人行為。根據現行法例，假如發
佈選舉廣告涉及開支，而發佈者非候選人也非候選人
選舉開支代理人，該發佈者便可能觸犯《選舉（舞弊
及非法行為）條例》下的非法行為，即戴耀廷要「落
鑊」。市民應向廉署投訴。
從選舉倫理看，投票是選民自主行為，也受法律保
障，絕不容他人左右。現在戴耀廷的「雷動計劃」，
說穿了就是要奪取選民選擇權，不讓他們選出最心儀
的候選人，而改為聽從他們的民調、他們的推薦。戴
耀廷並為他們取了有趣的名字：「聰明選民」。然
則，不聽從戴耀廷的「指示」，根據自身喜好投票，
就是「愚蠢選民」，是「浪費選票」？戴耀廷憑什麼
主導選民投票？如果投票不能根據自身喜好，反而要
聽從所謂「指示」，要「策略投票」，這樣還是民主

投票嗎？戴耀廷之流開口閉口就是爭取民主，但「雷
動計劃」徹頭徹尾就是反民主、侵奪他人選擇權的行
動。戴耀廷最無資格講民主。
再者，反對派各黨各派，又怎可能把自身議席都寄

託到戴耀廷手上？「雷動計劃」主要依據，是所謂網
上民調系統，但這套系統如何確保公平，不會有人在
背後做手腳？選票是政黨生命線，在一黨之內要分票
尚且難度極高，更遑論要把選民交給戴耀廷，而這個
戴耀廷又難以令人信任。因此，反對派大黨根本不會
聽戴耀廷所言，相反是小黨、投機者，對於「雷動計
劃」卻相當有興趣。原因很簡單，正面戰場難有勝
算，不如利用這個「雷動計劃」，爭取反對派「聰明
選民」，還有一博之機。這個「雷動計劃」已經成為
反對派投機者最後希望，難道這就是戴耀廷的民主
觀？

戴耀廷把選民當傀儡打着民主反民主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炒作新城市廣場事件 有違香港待客之道

「六一」國際兒童節期間，沙田新城市廣場舉辦湯馬
仕小火車展覽，有網民在facebook個人專頁上載短片，
指正打算進場參觀「Thomas火車」展時，職員卻告知
將有記者採訪需要「封場」，要求往後排隊，但原來商
場安排了內地家庭和內地媒體入內參觀。該網民質疑商
場優待內地團。

事件炒作為「內地團優先」欠準確
短片旋即被瘋傳，多個fb群組轉載，轉載更高達近
500次。不單事件中的投訴人批評商場「羞辱香港
人」，本港一些網民也對這安排大感不滿，質疑對內地
團「特事特辦」、「好睇唔起我哋香港人」。有人趁機
藉此挑撥港人與內地的關係。
據網民找到的內地網站資料，活動由跨境學童家長會

組織，並由內地房地產資訊網及內地論壇支持舉辦，另

有兩個相信是跨境學童團體冠名承辦，早於上月中已在
網上討論區供有興趣家長報名。由跨境學童家長會組織
的家庭參觀展覽，或包括跨境學童和其家庭，他們也是
香港居民，因此把事件稱為「內地團優先」，質疑對內
地團「特事特辦」、「好睇唔起我哋香港人」，已欠準
確。

給予遊客便利是應有做法
況且，旅遊業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都給遊客提供種種

便利，例如提供簽證旅行便利、優先安排遊客參觀景
點、設施和展覽，甚至舉行「開心着數大行動」──價
格優惠。通過旅遊業為遊客提供的便利服務活動，已成
為當今規範化旅遊模式。旅遊者常常會把旅行所得的便
利條件通過各種形式傳播，從而吸引更多遊客到該國家
和地區旅遊。

香港旅遊業發達，給予遊客便利是應有做法。香港是
著名旅遊城巿，曾是好客之都。當年林子祥主唱的
《Friendly HK, You Make a Difference》，其歌唱「熱
情香港，好客之道，又點少得你」，「你燦爛的笑容，
你親切的問候，你每個小小的幫忙，都帶給我們的旅客
最難忘的回憶」，表達了港人好客之道。曾幾何時，內
地民眾一提到出境遊，首選幾乎都是香港，距離近、語
言無障礙、購物優惠多、無假貨、氛圍友善又安心，無
論是購物遊還是親子遊，香港無疑是最佳選擇。

香港好客之都形象遭到破壞
但是，近年一系列針對內地遊客行為，如「驅蝗」、

「反水貨客」、「鳩嗚」等，已讓香港多年辛苦經營的
「好客之都」形象徹底遭破壞。最近雅虎旅遊網站所進
行的「最不友好城市」調查，香港排名全球第四，亞洲
第一。這不能不說是香港的恥辱。
行政長官梁振英不久前出席中學生多角度辯論比賽，

與學生談旅遊業發展時，提到「心理容量」。他說：
「香港人的心，能裝下幾多旅客。」「香港內部要處理
好心理問題，要想好幾多旅客是太多，幾多是太少，要
接待多少外來客人，而不是『踢篋』或『拖篋』等『行
為藝術』來表現我們不歡迎旅客。」網絡上炒作新城市

廣場事件，反映小部分網民
的心已裝不下內地旅客，甚
至裝不下跨境學童和其家
庭，這有違香港多元開放的
文化和作為旅遊大都會的待
客之道。

挑撥港人與內地關係
是自毀香港

炒作新城市廣場事件，藉此挑撥港人與內地的關係，
更是自毀香港的行為。旅遊業是香港重要產業，對香港
GDP貢獻為4.7%，是法律、會計、工程、建築、測
量、醫療等之和。不能忽視旅遊業對香港經濟，尤其是
對解決基層市民就業所作出的貢獻。若旅遊業萎縮，大
批基層市民便會失業或者處於半失業狀態。香港當務之
急，是盡快挽回旅遊形象，讓全世界都再次感受到香港
依然是好客之都。為了重建香港好客之都形象，特區政
府撥款約8,400萬元，包括向旅發局撥款拍攝新宣傳
片，推廣香港正面形象。香港作為世界旅遊之都、好客
之都，旅遊業發展對香港經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重塑
香港在世界的好客形象，每一位市民都責無旁貸：「熱
情香港，好客之道，又點少得你！」

黎子珍

李慧琼fb動畫「團結」勝龍舟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昨日是端午節，民建

聯主席李慧琼在facebook上載一套名為《團結一心奪錦
標》的龍舟比賽動畫。片段中，參賽隊伍分別為團結
隊、番民隊及勇武隊。雖然番民隊「偷步」、勇武隊
「掟糭」，但最終由團結隊獲得最後勝利。

番民隊偷步 勇武隊「掟糭」
李慧琼分享短片名為《團結一心奪錦標》，指由團結

隊、番民隊及勇武隊爭奪賽龍舟比賽冠軍，怎料「番民
隊一開始就好似偷步」，但比賽繼續進行，比賽中段
「包尾」的勇武隊突然使出「撒手鐧」，就是向前方團
結隊「掟糭」，企圖減慢團結隊速度，而前面番民隊員
更「食花生」，「睇得好開心，隊員仲幫埋手為勇武隊
打氣。」不過，團結就是力量，這些「旁門左道」最終
未能阻止團結隊後來居上，奪得冠軍。

■團結隊龍舟賽最終獲勝。

■勇武隊茅招「掟糭」，番民隊食花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副秘書長岑敖暉
牽頭籌組的「香港列陣」，出師未捷
身先死。近日，多名「香港列陣」成
員均稱，計劃以獨立身份參加9月立
法會選舉。「土地正義聯盟」執委朱
凱迪昨日稱，正積極考慮以個人名義
在今年9月出戰新界西。
朱凱迪聲稱自己有意參選，希望在目
前這政治關鍵時刻，讓港人「決定自己
的未來」，以及監察特區政府土地規劃
云云，而自己是否「去馬」，將於下月
才宣佈，主要考慮為資源問題，及是否
有足夠後援人員。他又表明，不同意
「佔中」三丑之一、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副教授戴耀廷提出的所謂「雷動計
劃」，認為不應該阻礙選民投票意向，
而要令選民有「真正選擇」。

「雙學」光環退「列陣」猢猻散
有「列陣」成員透露，由宣佈籌組
至今，有關人等一直「各自各精
彩」，良久未有確實成立日期，有指
「列陣」出現分歧，令成立無期，亦
有指「雙學」政治光環迅速消退，其
孖生組織「香港眾志」成立首天開
始，即遭到四方八面攻擊嘲笑，「同
路人」攻擊尤其猛烈，周、岑眼見
「眾志」變成「香港中箭」，令他們
對全身投入從政有疑慮。
他續指，岑敖暉早前已縮沙，表明

不會參選。正所謂「樹倒猢猻散」，
大家即時分道揚鑣，劉小麗正積極備
戰九龍西、朱凱迪選新界西，已放棄
中文大學教職的姚松炎，則「積極考
慮」參選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朱凱迪擬戰新西 批「雷動」阻選民意向 反對派「碎片化」社民連願併合「人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
法會換屆選舉將於今年9月舉行，新
界西疑似參選名單已超過二十張，不
少反對派政黨直指選情混亂，「出現
碎片化」。為爭取選票，社民連外務
副主席黃浩銘昨日聲稱，「不抗拒與
『人民力量』合併。」
正積極考慮出選新界西的黃浩銘，

面對激進「本土派」步步進迫、票源
勢被分薄，不但會與「人民力量」現
任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合組名單出戰，
昨日更在電台節目上稱「不抗拒與
『人民力量』合併」，因為「『泛
民』出現碎片化」，「夾返埋一齊係
好事。」
上屆在新界西失利的民主黨，正積

極考慮由副主席尹兆堅出選。尹兆堅

在同一節目稱：「睇數據上屆民主黨
有58,000多票。」不過，他承認，目
前新界西選舉形勢「已經好混亂，有
廿幾張名單」。被問及反對派出現
「碎片化」，加上不少激進「本土
派」組織出選，他則稱民主黨一直是
主流路線政黨，代表中間最多的人。

自由黨周永勤擬爭新西青年票
至於聲稱要在議會擔當建制派及反

對派橋樑與「和事佬」角色的自由
黨，就積極考慮派出元朗區議員周永
勤出選。周永勤被問及知名度及人氣
不足會否影響選情時稱，選舉包含很
多因素，自己「主力工作於青年，讓
青年有上游機會」，意指爭取新界西
年輕選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被指向廣華醫院高
層「施壓」，令懷孕太太成功轉院，更
以「公院價」享受私家頭等房服務。
雖然廣華醫院及陳恒鑌一再澄清，但

激進反對派組織「熱血公民」成員鄭松
泰，為了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前日拉
隊到陳恒鑌荃灣地區辦事處示威「抽

水」。不過，由於鄭松泰遲到，更「發
晒瘟、記錯嘢、講錯嘢，甩晒稿、亂晒
籠」，最後「hea」了15分鐘就草草收
隊離場。
在鄭松泰前日到陳恒鑌荃灣地區辦事

處示威後，有在場網民踢爆，示威者本
已甚少，鄭松泰當日更遲大到，令示威
行動推遲，而辦事處職員已全部外出午
膳，所以無人接待。鄭卻就厚着臉皮
稱，民建聯不理睬他們云云。
同時，鄭當日明顯「無備而來」，嗌

口號時一時喊「醜聞」，一時又喊「緋
聞」，「發晒瘟、記錯嘢、講錯嘢，甩
晒稿、亂晒籠，真係笑死街坊！」
示威者人數雖少，但大廈進出口通
道更小。他們堵住通道，阻礙居民返
回大廈，最後要報警求助。鄭松泰見
狀，即草草收隊離場，示威過程僅15
分鐘。
陳恒鑌回應指，他已清楚交代事件，

不想沒完沒了，加上涉及太太病情私
隱，希望大家尊重。

赴陳恒鑌議辦「抽水」「熱狗泰」hea做15分鐘

■「熱狗泰」示威hea做15分鐘。

「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昨日在電台節目論
壇聲稱，中央過去未有依照承諾落實

「一國兩制」，給予香港高度自治，因此港人必
須尋求出路，更聲言香港絕不能再犯下以往錯
誤，「把自身前途交託予中國」，「中共過去把
香港從殖民地名單中剔除，令香港在1997年失去
『獨立』機會。『自決』是要聆聽香港市民聲
音，『獨立』絕對是其中一個選項去討論。」

郭榮鏗稱訟黨推「本土」政策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則稱，只有「真普選」

才可令香港得以「自治」、「自決」，但認為中央
政府過去的行為已令港人對民主發展失去信心。
他又聲言，公民黨推動以「香港人優先」的「本
土」政策，才可解決現時香港的社會矛盾。

反對派撐「佔」失商政改空間挨批
梁美芬指出，「一國兩制」對國家及香港均是

新事物，是需要大家共同建立的制度，更是對國
家及香港均最有利的政策，期望港人好好珍惜，
「即使去到2047年，我仍然相信這制度對國家及
香港最好。」她強調，「獨立」不是香港討論的
選項，「香港從來都沒有『獨立』條件，因為英
國及國際社會過去從來不認同香港是『獨立』的
地方。」
她又認為，香港政制發展最大問題，是香港與

中央政府缺乏互信，批評反對派過去支持違法
「佔領」，令香港失去討論政改空間，「如果你
們再不反省過去的所謂策略，香港政制將永遠失
去進步。」

「港獨」無討論空間
「一國兩制」最有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基本法保障「一國兩制」在港實

行，並且「50年不變」，但部分反對

派借題炒作所謂「2047二次前途」問

題，聲言香港應在2047年「自決」

前途，暗煽「港獨」。經民聯立法會

議員梁美芬昨日指出，社會可討論未

來將以什麼方式生活，但「獨立」絕

不是香港討論的選項。她強調，「一

國兩制」是對國家及香港均最有利的

政策，港人應好好珍惜。

梁
美
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