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協日前發表2016年言論自由年報，以「一國兩魘」為主題，聲稱「中國意識形態控制

『越過深圳河』入侵香港，『一國兩制』受嚴峻威脅」。這是危言聳聽。回歸後香港言論自

由得到中央政府、基本法的充分保障，香港的言論自由較回歸前有過之而無不及。記協歪曲

事實，危言聳聽，妖魔化中國政府，製造白色恐怖，企圖煽動對抗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情緒，

迎合「外國老闆」的口味和需要，顯然成為反對派攻擊「一國兩制」、給香港添煩添亂的政

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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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一遊行慘淡收場，遊行人
數再次崩盤式下跌，已經敲響了反
對派的喪鐘。現在就看反對派會否
汲取教訓，認清民意向背，改弦易
轍；還是一意孤行，繼續挑起政
爭，製造對立，自陷絕路。
七一遊行的過程乏善足陳，各政
黨政客的精力都放在籌款「吸水」

或者黨同伐異之上。然而，在遊行結束之後，卻上演
了社民連「大戰」「本土派」的一幕。事緣「人民力
量」、社民連眼見「本土民主前線」、「香港民族
黨」、「青年新政」宣稱會在遊行當晚包圍中聯辦，
為了搶奪風頭，「人社」突然在遊行完結後，號召支

持者突然轉往禮賓府示威。由於遊行並沒有預先申
請，屬於非法集會，因而遭到警方阻止並爆發衝突，
警方更要多次施放胡椒噴霧驅散人群。「人社」眼見
勢色不對，於是立即撤回滙豐總行附近繼續集會。始
終，他們為的是抽水，如果在選舉前夕惹上官非，還
如何參選？
「人社」示威騷本來只想「假戲假做」，但中大學

生會會長周竪峰及十多名中大及理大學生卻要「假戲
真做」，突然衝到社民連集會現場，要求社民連等人
繼續堵路，將行動升級，社民連斷然拒絕，更呼籲學
生停止行動，惹來學生不滿。及後，周竪峰與多名學
生更趁社民連主席吳文遠接受傳媒訪問時，上前指摘
社民連阻止學生堵路，吳文遠反駁「我家無阻你去

堵路，叫佢哋(學生)去囉！」
雙方在駡戰期間，據稱有社民連成員被指踢了周竪

峰一下，雙方即爆發激裂衝突。社民連成員四五十人
窮追對方十多名學生，揚言要捉周竪峰到中聯辦堵
路，現場情況非常混亂。最後周在同學掩護下逃入港
鐵中環站，事件始平息。
事件至今餘波未了，兩邊陣營繼續在網上火併。事
件誰是誰非我們不在現場難以判定，但可以肯定的
是，如果雙方不是早已劍拔弩張，關係緊張，就算出
現一些爭執也不會演變成這樣一場衝突。這次事件反
映的，其實是傳統激進派政黨與激進「本土派」之
爭。
在反對派的政治光譜中，激進票源就是一成多，但
現在五個區至少有超過十張激進名單出選，個個都摩
拳擦掌搶位，僧多粥少，要吸納激進支持者，自然要
比其他激進組織表現得更激更癲。早前網上流傳一份
「本土民主前線」內部事件，詳述七一當晚如何衝擊

中聯辦，當中更包括縱火、襲警等行動，如果文件屬
實，反映激進「本土派」確實打算大幹一場，以顯示
他們最激進的定位。同時，「人民力量」與社民連結
盟後，也打算在立法會大展拳腳，為搶佔激進市場，
才要急急搞一場禮賓府抗議騷，趁「本土民主前
線」、「香港民族黨」、「青年新政」七一當晚包圍
行動無功而返之下，搶佔鎂光燈。
對於「人社」圖謀，激進「本土派」自然深惡痛
絕，而周竪峰就是「本土派」一員，他當晚突然到禮
賓府門外要求「人社」升級行動，目的其實就要給設
下陷阱，如果行動升級，「人社」一眾必將難逃刑
責，便可借刀殺人；如果「人社」不升級，就可以嘲
笑他們無勇無膽。說穿了，周竪峰目的就是為了攪
局，但社民連等人卻沉不住氣，演變成「全武行」。
這說明激進市場實在搵食艱難，各激進派政黨為了9月
選舉，當前首要打擊的是其他激進派組織，原因是怕
多隻香爐多隻鬼。

社民連「大戰」「本土派」激進市場搵食難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記協言論自由年報危言聳聽 純屬抹黑國家

記協的言論自由年報誣衊中央將意識型態伸入香港、
控制傳媒。這是先定立場和觀點，然後羅織罪名的伎
倆。現在香港的報紙針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批評和負面
報道無日無之，不顧事實，違反新聞操守，遠遠超過港
英管治的時候。回歸前，港英政府隨時可以向報紙攻擊
政府的行為發出警告信，提出起訴，再通過法庭重判。
當年，記協連哼也不敢哼一聲，好像啞巴一樣。

年報添油加醋 盡情抹黑
回歸以後，記協立即改換了一副面孔，時時刻刻不放

過任何機會攻擊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2002年發表的

《言論自由的新威脅》，2005年的《言論自由在香港面
對新挑戰》，2008年的《香港言論自由面臨潛在威
脅》，2010年發表了《香港言論自由受壓》，2011年
發表了《香港表達自由岌岌可危》，2012年《香港表達
自由挑戰重重》，2013年的《烏雲壓城──香港言論自
由面對新威脅》，2014年的《新聞自由危城告急》。這
一系列年報添油加醋，盡情抹黑。如果真的如記協所
言，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早就完蛋了。
事實並非如此。反而是香港反對派挑戰法律底線、極

具煽動性的言論不斷升級，變本加厲，如今更出現鼓吹
「香港獨立」、「香港自決」企圖顛覆中國主權的言

論。香港言論之寬鬆到令人難以置信，還說沒有自由，
根本是睜眼說瞎話。記協還拿近期的「銅鑼灣書店事
件」說事，形容「銅鑼灣書店事件」反映內地的意識形
態控制入侵香港，嚴重打擊「一國兩制 」。記協言論
自由年報的編輯麥燕庭指稱，在「一國兩制」下中國及
香港原本是河水不犯井水，但「 家河水不斷侵犯井
水，意識形態控制越過深圳河嚟到香港」。
記協的指控根本與事實不符。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指

出，「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返港後召開記者會，單
方面批評中央政府，傳媒報道亦沒有打折扣，若然指香
港言論及自由受威脅，則感到奇怪，事實是相反。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認為，現時香港的言論自由比

回歸前更好，林榮基的見報率比她還要高，不可能說言
論自由被扼殺。事實勝於雄辯。如果香港的言論自由受
威脅，林榮基還可以暢所欲言，《蘋果日報》還可以肆
無忌憚地攻擊中央和特區政府，記協還可以年復一年地
對中央和特區政府指指點點、評頭論足嗎？

迎合「外國老闆」攻擊中國的需要
記協不僅要利用言論自由的話題搶奪道德高地和話語

權，而且要「井水侵犯河水」。在記協眼中，香港就應
該出版鼓吹顛覆中國政權的書籍，而且應該暢通無阻地
越過邊界，在內地販賣，更不應受內地的法律約束。記
協打捍衛言論自由的旗號，要把香港變成顛覆內地的
橋頭堡，恐怕這才是記協心目中的的言論自由。
記協一方面指，內地商人來香港收購報紙，操縱和控

制了香港的傳媒，另一面承認三分之二以上的傳媒的營
運資金與中資無關，這是自打嘴巴。記協一年一度的
「香港沒有言論自由」年報，罔顧事實，天馬行空，亂
講一通，誤導市民，卻不用承擔任何法律上、專業上乃
至道德上的責任，難道還不足以證明香港高度的言論自
由嗎？
記協的年度言論自由報告，背後有國際人權組織的扶

持，報告的對象是美英政府和媒體。美國、英國的議會
或者政府所發表有關香港人權和自由的報告，當中大量
資料就來自記協的言論自由報告。記協充當什麼角色，
一目了然。記協的言論自由年報了無新意、老調重彈，
年年都渲染香港「言論自由危機」，不過是為迎合「外
國老闆」的口味。言論自由是西方抹黑攻擊中國的慣用
工具，老闆最需要什麼，記協當然識做了。

高天問

李慧琼籲「藍黃」棄成見
邀各界赴圓桌坐低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電視網
絡主席王維基昨日宣佈參選今屆立法會港島
區直選。他稱已開設競選網站並上載100頁政
綱，但明言自己「仲係一個人」，「睇唔到
任何一個政黨有詳細政治理念」，故無意加
入任何政黨。

王維基稱自己有計劃在新一屆立法會選舉
中，爭取到35席「反梁」。
有網民質疑他是出於私怨，王維基回應

「唔係私怨咁簡單」。事實上，自從政府否
決向香港電視發出免費電視牌照後，王維基
便常高調批評政府施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主席、立法會議員劉
慧卿在今屆立法會任期完結後，將不再角逐連任，結束其25
年議員生涯。劉慧卿聲稱，非常懷念當年議會各黨派組成的
「八黨聯盟」，不同黨派合作通過多項利民議案，可惜情況自
2004年後已不復見。
劉慧卿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聲稱，身為議員最重要的是達到

巿民的要求，才能得到支持，但通過撥款或草案等必須獲得議
會內大多數議員的支持。
被問到民主黨於2010年進入中聯辦商討政改方案，被部分

反對派批評，是否議員生涯中的「污點」。她對此否認，「不
是污點，同意與大陸（內地）溝通，但操作上可以做好點，例
如地點可以不在中聯辦。」

劉慧卿無意連任 憶無拉布「那些年」 王維基選港島「唔係私怨咁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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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社民連與激進
「本土派」的中文大學學
生會會長周竪峰在7月1日
當晚發生衝突，周竪峰不
滿社民連等拒絕堵路而上
前「講數」，結果被圍
罵，周其後在 facebook聲
稱自己遭「壓倒人數」包
圍及拳打腳踢。社民連主
席吳文遠昨日直斥，周竪
峰只是「插水」，「唔好
成日用學生學生，用學生
光環胡亂指摘其他人。」
他又批評，現在所謂的
「本土派」是「偽本土
派」，主張以煽動群眾不
滿和仇恨作出發點，並只
會以否定其他人做的事來
肯定自己。

吳批周濫用學生光環
吳文遠昨日在電台節目

中回應7月1日當晚衝突，
直斥周竪峰「講大話」，
作為學生會會長很不負責
任，「唔好成日用學生學
生，用學生光環胡亂指摘
其他人。」他強調，這是
非常嚴重的指控，倘周竪
峰認為事件確實有發生，
歡迎拿出證據來，不應憑

空誣衊。吳文遠又稱，周竪峰事前曾
公開呼籲市民參與中聯辦集會，不明
白他為何會出現在禮賓府，「唔知為
何他出現在中環『踩場』，『踩』另
一個『和平集會』。」
對於社民連被指「溫和化」，吳文

遠對此並不認同，認為整體社會在違
法「佔領」行動後較以往激進，但不
應是「鬥激進鬥威」、「為做而
做」。
他聲言，相信大型和平群眾運動仍

是有抗爭行動，「大型和平群眾運動
給予共產黨的政治壓力，遠遠大過野
貓式和非常不負責任的小型衝突。」
吳文遠並批評，現在所謂的「本土

派」是「偽本土派」，指他們政治主
張以煽動群眾不滿和仇恨作出發點，
並以否定其他人做的事來肯定自己，
但自己也未必做到所承諾的事。

李慧琼昨日出席民主黨舉
辦的網上錄影節目時，

談到如何突破目前的社會困
局。她認為，必須充分相信無
論過去、現在、未來， 「一
國兩制」對國家和香港都是最
有利的安排。她強調，香港需
要的是回到「一國兩制」設立
的原意，即在維護國家統一和
領土完整的前提下，保護香港
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
式不變。她認為，國家不需要
將香港變成另一個內地城市，
香港必須維持其獨特性。

反對派倡「港獨」挑戰中央
李慧琼呼籲，反對派不應該
「單向性」批評、拒絕放下成
見。她舉例指，去年討論政改
方案期間，她本人曾與民主黨
主席劉慧卿碰面，商討先行通

過有關方案，可惜劉慧卿拒絕
讓步，最後拉倒離場。李慧琼
指出，除建制派需要反思之
外，反對派亦要「捫心自
問」，是否刻意倡議「港
獨」，及故意挑戰中央的底
線。

與激進勢力切割回應善意
李慧琼還說，張德江委員長

今年5月中來港視察時，專程
與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會面，證
明中央亦願意與不同黨派溝
通。既然中央已釋出善意，反
對派議員亦須與激進勢力切
割。她指各人應該「反求諸
己」，未來日子，民建聯亦會
較為主動，包括舉行「圓桌會
議」，重拾理性包容、求同存
異的香港價值；追求優質民
主，改善議會運作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議員在立法

會大肆拉布，阻撓各項民生議案通過，令香港發展

停滯不前。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提出「放下對立，走

出困局」，無論「泛藍或泛黃」，都應該放下成

見，平心坐下來，共商對策，「即使面對困局，但

總有出路。」她指出，「一國兩制」已經在港實施

了多年並取得極大成功，證明「一國兩制」能夠維

持社會經濟繁榮穩定；而民建聯率先倡議「新願

景、新希望」圓桌會議，廣邀各界人士，就不同社

會範疇，共商對策。

倡議「放下對立、走出困局」，讓
香港能夠走出困局的民建聯主席李慧
琼，昨日首次到訪民主黨總部，出席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主持的網上節目。

兩名不同年代、不同性格的黨主席難得「碰頭」，討論
政事，火花四濺。以「惡死」見稱的劉慧卿，就以「大
聲」壓制對方；而李慧琼亦不甘示弱，採用說理、講事
實策略，多次破解劉慧卿「以偏概全」的言論。

每天新聞多 何來有掣肘
節目中途，劉慧卿稱，擔任立法會議員25年之久，從

未與民建聯、工聯會議員坐下來飲過一杯水，食過一餐
飯，步出立法會會議廳恍如陌路人。李慧琼說：「沒有
這回事，你（劉慧卿）一叫我做節目，我就立即答應出
席，而且不是第一次了。」劉慧卿隨即又講到，香港傳媒
受到很多掣肘，很多新聞無法見報云云。李慧琼反駁指，
「若真的受到控制，每天就不會有如此多新聞」。

此時，劉再次追問，民建聯舉辨的「圓桌會議」有
何成果，又沒有邀請反對派議員出席云云。李慧琼立
即回答，「『圓桌會議』可以集合各界別、政黨的人
士出席，交流意見，民主黨李永達也曾獲邀；不邀請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主要因為大家在立法會內時有碰
面，隨時可以交換意見，應該把機會給其他人，並希
望反對派與中央政府、建制派等，能夠建立真正的互
信關係」，劉沒有作出回應。

在訪問前還發生一段小插曲。李慧琼須完成今屆立
法會會期最後一次人事編制小組投票，出發去民主黨
總部時就遲了一些，加上正值傍晚市民放工時段，路
面交通擠塞而未能準時趕及，令「火爆」的劉慧卿更
加「火爆」。劉慧卿在民主黨總部內「走來走去」，
如「熱鍋螞蟻」般，還要求在場記者，致電給李慧琼
了解情況。最後，李慧琼遲了十多分鐘到場。首次到
訪民主黨總部的李慧琼形容，「地方很舒服，更用了
自己喜歡的白色為主調顏色。」 ■記者 鄭治祖

說理講事實 大破「惡女卿」

■李慧琼昨
首次到訪民
主黨總部，
出席劉慧卿
主持的網上
節目。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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