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獨」違憲違法，是亂港之源頭，香港的最大民意是「香港不能亂」。此次立會選舉選

管會要求參選人簽署「確認書」，把「港獨」拒之門外，是排「獨」防亂之策，是遵憲守法

之舉，是順應民心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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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在即，某些政黨政客唯
恐天下不亂，掀起了一股「反梁」風
潮，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打出所謂
「ABC」（Anyone but CY：除了梁
振英外的任何人）政綱，目的是要阻
止梁振英連任。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
俊則表示，該黨將以「反對梁振英連

任」作為競選口號，自由黨還聲稱，若按民調結果，
料該黨在選舉時倒梁將「有得加分」云云。
以「反對梁振英連任」當作競選政綱，可說語出驚
人，怨毒甚深，但以事實所見，梁振英出任特首以
來，雖未盡如人意，但也沒有任何行政失當及貪污腐
敗的指控。相反，他做事惟恭惟謹，任勞任怨，在立

法會應對得體，不卑不亢。他「適度有為」的施政理
念，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特別在土地房屋、養老
扶貧等方面，採取了很多新舉措，也取得了初步的成
效。尤其值得一讚的是，這三四年來香港反對派刻意
製造分裂，社會動盪已到達臨界點，梁振英都能站穩
陣腳，化險為夷。事實上，即使是那些口口聲聲要拉
他下馬的人，也說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最大的罪名
不外是作風強硬，未能「好好地團結反對派」而已。

不能向反對派的要求妥協
不過，附和這種看法的人也應該看清客觀現實，今

日香港的反對派到底是一些什麼人？是大公無私的君
子？是顧全大局的智者？還是堅持真理的鬥士？令人

遺憾的是，在他們當中，我們只看到西方強國的代理
人、結黨營私的政客及以破壞為榮、以搗亂為樂的政
治流氓。是誰製造了立法會流會？是誰無休止地拉布
妨礙政府施政？是誰將政府官員的尊嚴踩於腳下？是
誰衝擊「一國兩制」，將香港置於危難之中？這都是
香港反對派做的好事。為了顧全大局，三任特首及各
政府首長已極盡克己之能事，但仍未能取悅於反對
派，換得和諧的局面，這說明了一個事實，反對派並
非想通過協調，搞好香港。而是想政府官員下馬受
綁，為我所用。事實上，回歸以來反對派一直活在不
切實際的幻想中，他們企圖在香港實行政黨政治，輪
流做莊。堅持原則當然會被其恨之入骨，即使步步退
讓，也一樣會橫加罪名。再說，反對派的要求能滿足
嗎？不符香港基本法的「公民提名」能通過嗎？暗藏
「港獨」意識的「本土」主張能支持嗎？學校不能升
國旗，不能教普通話，不能推行國民教育的逆天所為
能默許嗎？既然無法妥協，那唯一正確的做法就是向

反對派說不，當中沒有半點折衷妥協的空間。2014年
習近平主席以「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一語評價
梁振英，說明中央政府目光如炬，決不會被反對派製
造的亂局模糊了視線。

用好手上的選票決定未來
立法會選舉關乎700萬人的福祉，是非常嚴肅及重

要的事，並非一句嬉皮笑臉的「ABC」所能涵蓋
的，真正熱愛香港和關心自己命運的人，絕不能附和
荒謬的「反梁」口號，必須實事求是，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不想看到所謂社會精英的虛偽嘴臉，不想
忍受政治流氓的醜惡表演、不想香港社會被黑金政治
操控，不想我們的將來被瘋狂的「港獨」主張摧毀，
我們就要好好運用手上的一票，將這些政壇的魑魅魍
魎抹去。香港的發展前途，我們子女的未來，只能
交託在真心愛護香港，踏踏實實為香港服務的人手
上！

以「反梁」作政綱乃無知怨毒的併發症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拒絕「港獨」參選立會充分顯示强大民意

選管會近日公佈「確認書」後引起反彈。有反對派人
士又拿「言論自由」說事，有「港獨」分子狂言「絕不
簽署」、「分裂立場絕不改變」。香港絕不允許「港
獨」分子混進立法會，借現有體制的平台來反體制，這
個原則底線合法合情合理。這是維護現有憲制秩序與選
舉制度的正確做法，對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與長治久安
具有深遠意義。雖然有人跳出來反對、指責，但此舉得
到了本港市民的廣泛認可，顯示出强大的民意基礎。
民意不可違。目睹了兩年多來的政治爭鬥，拒「港
獨」，挺法治，去亂象，已是港人的理性選擇，强大的
民意將推動此番立法會選舉嚴格依法行事，步入良性軌
道。

「港獨」是亂港之源
香港的亂象源於何處？非法「佔中」之前，一些市民
的認識是模糊的，隨着「港獨」從言論到行動、從隱蔽
到公開、從口水到暴力，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清楚地認識
到，「港獨」是亂港之源、「禍港」之根。 因為，
「港獨」反體制、反法治、反民意，與香港繁榮穩定之
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
「港獨」企圖推翻「一國兩制」，廢除基本法，嚴重

違憲違法。「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由中央政府提出和制
定，得到內地和香港民衆以及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是

香港繁榮穩定的「定海神針」；基本法在香港具有憲制
性地位，是香港之舟破浪前行的「壓艙石」。「港獨」
要拔掉「定海神針」，搬掉「壓艙石」，推翻現有體
制，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民主問題，而是嚴重的違憲違
法行為。雖然現在他們的勢力不大、支持者不多，但如
果允許其存在，必然會誤導公衆，特別是誤導不諳世事
的年輕人，誤以為「港獨」也是香港民主的一部分，令
「港獨」勢力一天天坐大，後果不堪設想。如果一個社
會連違憲違法行為都可以容忍，這個社會就沒有了底
線，法律就沒有了尊嚴，政黨就沒有了良心，這個特區
不崩潰才怪！
「港獨」扭曲「本土意識」，割裂族群，破壞和諧。

為了獲得更多的支持，「港獨」常常打着「本土」的旗
號出現，其實，這是其使出的障眼法，「港獨」嚴重扭
曲了「本土意識」。香港雖然被英國人統治百餘年，但
根在中國，血濃於水，無論是抗戰時期的同仇敵愾，還
是回歸之後的患難與共，香港與內地攜手抗擊金融風暴
和非典，證明港人與內地同胞心相通、情相繫、血脉相
連；香港能够發展成為全球金融、貿易、航運中心，面
向世界，海納百川，證明港人歷來視野開闊，胸懷博
大；香港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文化多樣，利益多元，
和諧相處，證明港人尊崇法治，文明素養很高。而「港
獨」宣揚的所謂「本土意識」，排外拒內，畫地為牢；

錙銖必較，狹隘自私；挑撥離間，撕裂社會。此乃「僞
本土」，而非「真本土」，香港主流民意完全不予認
同。

「香港不能亂」是最大民意
儘管香港現今的民生難題成堆，儘管香港社會各界

有各種各樣的訴求，儘管香港一些市民對現實狀况頗
有怨言，但大家卻有一個最大共識：香港不能亂！這
是香港的主流民意。因為，港人越來越明白以下兩個
道理。
其一，如果香港亂了，是禍不是福。反對派策劃的非

法「佔中」，「港獨」勢力策劃實施的「旺角暴亂」，
激進「本土」勢力的暴力趕客，已經讓人們清楚地看到
了街頭政治、街頭暴力的巨大危害；立法會頻頻拉布、
流會，諸多民生、發展項目一再擱淺，錯失時機，抬高
成本，已經讓人們清楚地看到「立會政治」的實質是某
些政黨政客爭權奪利，而非為民謀福祉。如果這些現象
得不到遏制，則香港會陷入內亂，蹉跎歲月，民怨越積
越多，將到難以收拾的境地。
其二，如果香港亂了，最終由港人買單。許多跡象表

明，某些境外勢力在暗中支持「港獨」，包括資金支
持。可一旦香港亂了，經濟滑落，民生凋敝，他們會為
香港慷慨買單嗎？看看現在的中東、北非、中亞，一切
就明白了。非法「佔中」79天給香港造成逾百億的經濟
損失，最終還是由香港人自己買單。香港是中國的香
港，香港是香港人的家園，港人生於斯、長於斯，越來
越多的民衆認識到，堅守「香港不能亂」的底線，就是
保護自己的錢包，就是保護自己的幸福生活，就是保護

香港的長治久安。

拒「獨」乃防亂之策
本届立選提名已經開始。我們不妨

作一個假設，假如「港獨」分子借本
屆立會選舉之機成為立法會議員，將
會造成什麽後果和災難？
首先，借議員身份搞死立法會。

香港特區立法會的權力是由基本法授權組成的，如
果有立法會議員的政治主張卻是廢除基本法，這豈
不是很可笑、很荒唐嗎？那麽，持這種政治主張的
議員，就會借立法會的合法平台做違憲違法之事，
處處與特區政府為敵。如今反對派的拉布、流會、
點人數，還只是癱瘓立法會，「港獨」分子則會搞
死立法會。
其次，借「民意代表」身份假傳民意。立法會議員是

民意代表，如果「港獨」分子成為議員，他們就會借此
身份，拋出各種奇談怪論，否定「一國兩制」和基本
法，策劃實施分裂活動，推動「港獨」勢力坐大，還可
堂而皇之地宣稱這是民意。到那時候，他們翻手為雲覆
手為雨，民意被其玩弄於股掌之間，民衆將追悔莫及。
凡事防患於未然，乃上上之策。明知「港獨」違憲
違法，不符合政治邏輯和法律邏輯，明知「港獨」是
亂港之源頭，香港的最大民意是「香港不能亂」。如
果還不將「港獨」拒之門外的話，就是選管會的最大
失職。因此，此番要求參選人簽署「確認書」，是排
「獨」防亂之策，是遵憲守法之舉，是順應民心之必
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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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改革醫委
會的《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最
終未能趕及在本屆立法會會期通過。反
對草案、誓要拉倒草案的立法會醫學界
議員梁家騮（怪醫），竟將草案能通過
的原因，歸咎於政府與病人組織寸步不
讓。他表示，支持設獨立醫療投訴機
制，分割投訴及註冊制度，及設立秘書
處協助投訴人處理行政程序，甚至安排
調解。被指是罔顧病人權益的梁家騮表
明，不會競逐連任醫學界立法會議員，
卻提醒候選人需放下個人利益，盡可能
為大眾爭取利益。
梁家騮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聲稱，自己

在社區接觸的行外人，絕大部分均對他表
示支持，將立法會未能完成審議條例草案
的責任，歸咎於政府及病人組織寸步不
讓。他表示，支持將來設獨立的醫療投訴
機制，將投訴及註冊制度分割；效法司法
機關的審訊程序，加入隨機陪審團成員或
不同界別人士，以作平衡。
出席同一節目、支持政府草案的醫學

會前會長史泰祖，對草案未能通過感到
非常失望，因為市民需要一個獨立、公
平、公開的醫委會。他又指，政府今次
提出的草案諮詢不足，未與業界有充分
討論，引致今次的誤解及抗爭。
他認為，未來香港可參考外國的調解

仲裁機制，不用事事訴諸法律，令醫患
可在庭外和解。他亦認同另外設立機制
處理醫療投訴，減少醫委會處理投訴的
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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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壹傳媒創

辦人黎智英被揭向反對派議員作過多宗捐

款，當中不少涉事議員更無主動作出申

報，引起「黑金」收買疑雲。「反黑金關

注組」昨日到廉政公署總部請願，要求署

方加快調查黎智英涉嫌以「黑金」收買反

對派議員一案的進度，並要求嚴格查處涉

及黑金案的所有政壇人物，強調承擔後果

的貪污者「一個也不能少」。

肥黎涉收買反對派
市民促廉署速查

政治人物言談太過
做作，很可能會引起
四方八面譏諷。民主
黨鄺俊宇日前報名參

選俗稱「超級區議會」的立法會區議會
（第二）功能界別選舉時，多番用「鄺
俊宇」去表述自己，說出「鄺俊宇是一
個比較特別的故事」、「鄺俊宇不會
怕」等句子。網上仿效揶揄之作亦因此
湧現，其中facebook專頁《診所低能奇
觀》就貼出疑似潮文，當中寫到「曉童
唔舒服呀」、「曉童幾點可以嚟
呀？」，有網民立即留言問︰「喂，其

實係咪鄺俊宇黎（嚟）架（㗎）？」
鄺俊宇言談極具個人風格，早被網民揶
揄為「鄺體」，但日前他在宣佈參選時太
過做作，引來廣泛的戲仿。其中fb專頁
《診所低能奇觀》就貼出疑似潮文一則，
任職護士的發帖者稱，日前有一女生打電
話致診所，向護士說「曉童唔舒服呀」、
「曉童幾點可以嚟（睇醫生）呀」、「可
唔可以同曉童登記咗先呀」等。當護士着
「曉童」要自己來登記時，致電者才說
「我係曉童呀」。
帖文一出，就有逾5,000個讚及逾300

個留言。網民「Abby Chan」立即貼上

日前鄺俊宇受訪的新聞截圖，並問︰
「喂，其實係咪鄺俊宇（嚟）架
（㗎）？」「Sidney Detca」則說︰「你
呢度係咪精神科門診？」

沈旭暉：自信或自戀棄「我」
此外，沈旭暉亦在其fb專頁，模仿極
多逗號的「鄺體」作文，解釋「鄺俊宇
不會怕」這種以第三人稱呼喚自己的文
體叫「Illeism」，並引述史上曾如此為之
的知名人士，揶揄道︰「以下，這十一
位Illeists，包括Elmo，都因為自信，或
自戀，放棄了『我』。」

已報名參選區議會（第二）的名單還
包括民建聯李慧琼和周浩鼎、公民黨陳
琬琛、民主黨涂謹申、民協何啟明和
「街工」梁耀忠。 ■記者 甘瑜

鄺俊宇「鄺體」做作「低能奇觀」恥笑

■有網民上載鄺俊宇日前受訪圖片，問
「曉童」真身是否鄺俊宇。 網上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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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組約二十名成員昨日下午帶同印有反對派議員肖
像的旗幟及橫額，到廉署總部請願，高呼「今日香

港亂象生 黑金議員是禍根」、「黑金袋住港人呃住 廉
署拖住香港亂住」，及「肥黎要伏法 黑金要埋葬」等
口號，並向廉署代表遞交請願信。關注組表示，他們為
反黑金政治「揭竿而起」至今已接近兩個年頭，但調查
進度音訊全無，因此要求廉署加快調查，盡快讓公平及
公義獲得彰顯。廉署派代表接信後，眾人和平離開。

赴肥黎寓所外呼「鏟除黑金政治」

及後，關注組又前往黎智英位於何文田的寓所外請
願，並高呼口號：「鏟除黎智英！鏟除壹傳媒！鏟除黑
金政治！」關注組成員指，壹傳媒集團協助外國反華勢
力引入黑金政治，企圖影響香港政壇運作，影響特區政
府的有效管治，種種破壞行為令香港鬧市大量店舖關門
結業，民不聊生。成員在請願期間用鎚打爛飯碗，寓意
成千上萬的打工仔飯碗因此被打爛。
關注組批評，黎智英不只毀壞了年輕人的價值觀和道

德觀， 還將港人集體綁上了自絕於祖國、自絕於中華
民族的懸崖峭壁。他們強調，如果港人繼續無動於衷，

香港將會家不成家，對不起獅子山下艱苦創下今日成就
的上一代，更對不起中華民族的列祖列宗，所以一定要
鏟除黎智英及壹傳媒。
對於廉署前署理執行處首長李寶蘭離任一事，有人對

外洩密而引起公眾揣測等問題，關注組指出，一間企業
或機構人事的任免，遵循「從善如流，能者居之」的原
則，這本應為保障辦事效率、提高生產力的不二法門，
然而有人卻把事件變得政治化。政府機構某些職位的
「送舊迎新」，往往被有心人拉入政治角力場，關注組
促請廉政專員白韞六徹查洩密事件，並嚴懲違規人士。

■「反黑金
關注組」到
廉政公署請
願，促加快
調 查 黎 智
英。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