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6年年88月月2323日日（（星期二星期二））A7 ■責任編輯：謝孟宜2016立法會選舉9 月 4 日 (星期日)

反對派候選人縱容校園播「獨」
建制批以「言論自由」混淆視聽 促教師保政治中立守法教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港獨」魔掌伸向

校園。在立法會新界西選

舉論壇上，各反對派候選

人試圖轉移視線，稱鼓吹

「 港 獨 」 是 「 言 論 自

由」。各建制派候選人指

出，行使言論自由必須以

合法為前提，有人將鼓吹

「港獨」與「言論自由」

對立是刻意混淆視聽。他

們強調，身為教師者應該

保持政治中立，以「一國

兩制」框架及香港基本法

為前提來討論「港獨」的

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過去4年，立法會
幾乎被反對派用拉布拖垮，不少市民關注的條例
草案，包括規管骨灰龕等均未能在會期內完成。
民建聯立法會區議會（第二）候選人、民建聯主
席李慧琼昨日在其facebook網站上載短片，兩名紅
磡街坊在片中批評反對派用拉布作為政治籌碼，
犧牲當區居民多年來爭取陰宅與陽宅分開的訴
求。李慧琼承諾，自己若重返議會，必會重推該
條例。
反對派拉布使多項民生議題無法正常討論，影

響普羅大眾的福祉。李慧琼昨日在片中表示，立
法會最後一次會期陷入拉布的死胡同，為了拉倒
改革醫委會條例草案，犧牲了規管骨灰龕條例草

案。紅磡居民一直致力爭取規管骨灰龕，希望劃
分區內的陰宅與陽宅，但反對派任意妄為，最終
未能通過該草案。
紅磡街坊丁姐在短片中表示，區內長期經營殯

儀生意，不少街坊感到不吉利，精神更備受困
擾。她批評反對派：「什麼都拉一餐！不如將餐
飯拉長一個月嚟食！」她批評，對方為了拿取政
治籌碼，任意妄為，不理市民死活。
在旁的李慧琼指居民多年訴求原本可以上屆立

法會討論，但是不幸地需要再等下去。
潘姑娘批評反對派用拉布阻礙日常工作進行，導

致骨灰草案胎死腹中，感到十分氣憤。她指出，當
區的殯儀生意嚴重滋擾居民日常生活，如店舖將棺

材「周圍放」，市民行路及生活亦不方便，當孕婦
看見更需要「兜路走」，加上附近的花店經常弄濕
地下，不少老人家行路怕滑倒。她懇請反對派不要
再用拉布影響香港政府，影響居民福祉。

林德成：居民冀條例通過「等到頸長」
民建聯紅磡區議員林德成表示，自己一直透過

不同平台關注區內居民對規管骨灰龕的意見。事
實上，居民期待該條例通過，改善生活環境，可
謂「等到頸都長！」他們對於反對派的拉布做法
感到不滿，希望下一屆議會可以順利通過草擬條
例，還市民舒適居住環境。李慧琼則承諾倘自己
重返議會，必會重推該條例。

街坊批反對派拉倒龕例 慧琼誓重推

■李慧琼（左一）聽兩名紅磡街坊投訴，批評反對派用拉
布作政治籌碼，犧牲居民利益。

「假如你是老師，在校園內與學生討論
『港獨』議題時，你是否認為政治

正確比言論自由更重要？言論自由即是開放
結論，學生有什麼結論都可以。」民協候選
人馮檢基、街工黃潤達、公民黨郭家麒、
「青年新政」黃俊傑等，均將鼓吹「港獨」
演繹為「言論自由」，聲稱「言論自由」遠
較「政治正確」重要。民主黨尹兆堅則稱，
「港獨」可以討論，又相信老師有專業操
守、在政治中立下教導學生。
「熱血公民」鄭松泰更聲言，「港獨」

思潮出現是因香港被迫走上絕路，而言論
自由重要是讓社會得到「撥亂反正」的機
會。社民連黃浩銘則聲稱，言論自由是香
港社會基石，教師應給予學生獨立思考能
力，開放討論，不應受任何「政治壓
力」。
民建聯新界西候選人梁志祥指出，「政

治正確」與言論自由並不存在矛盾，身為
老師都應與學生討論正反兩方面的理據，
以達到共識。民建聯另一候選人陳恒鑌也
指，「要擺事實講道理，香港不能實施

『港獨』，言論自由與政治正確沒有對
立。」

麥美娟：應令學生擁正確價值觀
工聯會候選人麥美娟認為，言論自由重
要，但老師也有責任令學生擁有正確的價
值觀。在涉及「港獨」討論時，教師必須
提供足夠的資料、背景，才再展開討論。

田北辰：為人師表應政治中立
新民黨候選人田北辰認為，所謂「政治
正確」一詞很負面，應是「政治中立」較
言論自由重要。為人師表應該保持政治中
立，在「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的框架
下討論「港獨」問題。
獨立候選人何君堯指出，言論自由也需

要在合理、合法原則下行使言論，而在學
校討論「港獨」問題，必須視乎學生就讀
的年級。中小學生需要輔導，由於「港
獨」話題「口味太重」，對他們來說未必
承受得來，應該做好其他基本教育工作，
「唔係隨便咩話題都可以講。」

九龍西候選名單：
蔣麗芸、梁美芬、狄志遠、黃碧雲、
毛孟靜、譚國僑、黃毓民、吳文遠、
劉小麗、朱韶洪、何志光、李泳漢、
林依麗、關新偉、游蕙禎

新界西候選名單：
梁志祥、陳恒鑌、麥美娟、田北辰、
何君堯、周永勤、尹兆堅、李卓人、
郭家麒、馮檢基、黃潤達、黃浩銘、
鄭松泰、黃俊傑、高志輝、朱凱廸、
呂智恆、鄺官穩、湯詠芝、張慧晶

區議會（第二）候選名單
李慧琼、周浩鼎、王國興、涂謹申、
鄺俊宇、關永業、梁耀忠、何啟明、
陳琬琛

不同的病人組織
均希望醫委會改
革，加快處理病人
投訴，但在反對派

故意拉布下，有關的條例草案最終
未獲通過，其中新界西現任議員、
競逐連任的郭家麒，被批評偏幫醫
生，是條例草案未能通過的罪魁禍
首。一直協助病人權益團體爭取盡
快落實草案的工聯會新界西候選人
麥美娟，及新民黨田北辰批評，郭
家麒及公民黨反對醫委會改革議
案，沒有還病人一個公道。
麥美娟昨日在立法會新界西候選

人選舉論壇上質詢郭家麒。她指
出，在今屆會期休會前，立法會密
鑼緊鼓與時間競賽，希望趕及在會
期完結前成功通過醫委會改革議
案，當時無論病人團體、關注病人
權益關注組織都不斷逼迫立法會通
過有關議案，但郭家麒及其所屬的
公民黨視而不見，繼續拉布。

為醫生利益拉布阻草案
田北辰亦加入戰團。他形容，自

己一向不喜歡把事情政治化，而今
次實在忍不住氣。他指出，社區組

織協會及19個關注組織當時聯合要求公民黨
支持草案，但郭家麒只理會一萬多名醫生的
利益，阻礙草案通過：「既然郭家麒這麼照
顧醫生權益，為何不參選立法會醫學界功能
界別？」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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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候選人出席電台的立法會新界西選舉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齊心就事
成！民建聯立法會新界西候選人陳恒鑌聯
同區議會（第二）候選人周浩鼎近日拍攝
短片，以二人三足方式行樓梯，比喻二人
於議會內拍住上，為香港市民謀福祉。勤
力的陳恒鑌又以鏡頭記錄民建聯競選團隊
走遍新界各區大街小巷，直言「陳恒鑌團
隊，梗有一位喺左近」，全心全意為居民
街坊服務。

籲投民記 雙雙入局辦正事
「16、809，一定幫到手！」二人齊心
的短片昨日上載至周浩鼎的 facebook專
頁。短片中，他與陳恒鑌以二人三足方式
行數百級樓梯，齊心合力步步向上，終登
上終點。他們呼籲選民綑綁式投票，兩票
全投民建聯，讓他們雙雙入局，於議會內
辦正經事。
關心長者的陳恒鑌昨日也在其專頁發表
了針對長者的政綱。他指出，上一輩為建
設香港付出青春和汗水，讓銀髮族迎接有
尊嚴、無憂的退休生活，是整個社會的共

同責任。他提倡五點保障長者，包括用醫
療券年齡降低至65歲，退休長者自住物業
豁免差餉；長遠爭取生果金、醫療券、2
元乘車優惠等長者福利進一步調低資格至
60歲，以配合退休年齡。
他並要求推動社會共同承擔可持續的

「全民退休保障」，確保基層長者能優先
受到保障，確立合理穩健的福利制度；將
長者生活津貼引入「廣東計劃」，並開設
「福建計劃」，讓香港長者退休生活選擇
更多元；爭取公營中醫門診收費與中醫看
齊，減低長者及市民的醫療開支。
一名成功的立法會議員除了要熟悉社區

議題，也要聽取居民的意見及得到他們支
持，方能適時將民意上達。陳恒鑌日前舉
行了誓師大會，逾50名居民出席，更邀得
民建聯顧問譚耀宗及多名福建社團代表為
其站台打氣，包括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
好、新西分會會長林銘森、執行常務副會
長吳換炎，林氏聯誼會會長林香星，平潭
同鄉會監事長林雄等人。
他們齊聲高呼口號：「為香港，創出

路，向前陳恒鑌！」希望齊心將其送入議
會，為新界西居民發聲。

走遍新界各區「梗有一位喺左近」
陳恒鑌在其個人專頁發表了另一段短片，

使用最新款的鏡頭，記錄他與其他民建聯競
選團隊走遍新界各區大街小巷，「陳恒鑌團

隊，梗有一位喺左近。」他指，過去4年，
自己在荃灣、葵青、離島各區開設辦事處及
聯絡處，全力擴大地區網絡及團隊，全心全
意為居民街坊服務。深耕細作從來都是陳恒
鑌與民建聯的處事作風，若要延續務實正氣
的議會文化，就要在9月4日出來投票，共
同為香港創出路。

浩鼎恒鑌拍住上「一定幫到手」

所謂「一雞死一雞鳴」，當「香港
眾志」多次中箭倒下後，「青年新
政」似乎大有潛質取而代之。繼「青
政」黃俊傑將自己錯誤卸膊「本土」

網媒而要辭任發言人後，「青政」女神「游BB（游蕙
禎）」也連番出醜，一開口就請到「關公」。近日她接
受電視台訪問時，要人「通水」才識答修改議事規則的
問題，已被網民狠批常識欠奉；出席網媒活動時，她更
聲言「青政」立場與社民連相近，隨即被質疑「青政」
一時似「本土民主前線」、一時又似「時代力量」，
「其實『青年新政』既（嘅）理念係乜？」
游BB日前與多名立法會九龍西選區候選人接受有線新
聞訪問，題目為《如果你可以改一條議事規則……》，
多名候選人都各抒己見，唯獨游BB說「改一條議事規則
啊？我要諗一諗先。」最終卻是有人在耳邊通水教她答
題，之後游蕙禎再一本正經地背誦答案，這些畫面都被
電視台播放出街。

被指「未夠班」「冇料」「絕對不會選佢」
不少網民都對游BB的表現感到「驚嘆」，紛紛狠批她
常識欠奉，要人「通水」至識答。「William Ngan」

說︰「假如被這名禎BB入到立法會，港人真是抵被叫港
豬了。」「Irene Chiu」則說︰「老實說，游小姐真係完
全未夠班。在生死存亡的一次選舉，絕對不會選佢。」
「Kinman Cheng」也加入道︰「起（喺）選舉論壇上已
經睇得出游蕙禎係冇料，有講錯佢咩？議事規則呢啲
咁×基本嘅嘢都要人通水先答到！」「Amon Chau」則
揶揄︰「游BB真係令人驚嘆！假如入到立法會做代議事
（士）係咪要請個代代議事（士）通水呢？!」
說「青政」似「後起中箭」，「關公災難」當然不只
一單。游BB日前出席網媒「毛記電視」的選舉活動時，
與社民連的吳文遠對談，其間她竟然說「『本土派』唔
係激進嘅，我哋只係攞返我哋應該要有嘅嘢，同你哋社
民連嘅理念其實係好相似，即係我哋其實只係做緊我哋
認為正確嘅事。」

談「青政」理念 各說近似不同政團
「熱普城」支持者「Edward Ho」就質疑，「其實『青

年新政』既（嘅）理念係乜？」他稱，早前「青政」梁頌
恆就說該黨理念與「本民前」是「99%相似」；游BB則說
該黨「同社民連理念好相似」；前發言人黃俊傑則稱該黨
與台灣的「時代力量」「理念較為相近」，「喂，我真係

想問，咁係咪『青年新政』、『本民前』、社民連、『時
代力量』全部都係理念相近既（嘅）政團？」
不少網民都留言批評游BB及「青政」，認為他們燒盡

「本民前」的「光環」，直言「其實救得幾多次」。
「Alvin Liu」就說︰「琴晚聽神駒（仇思達的直播）都
知義工開始不滿呀遊（游）小姐。睇嚟佢地（哋）繼續
hea（敷衍）答立場嘅結果係義工會開始跳船。」「Fred
Lai」則說︰「游主任今屆冇架（㗎）啦，磨練下（吓）
充實下（吓）自己先，四年後再返來啦。」
「熱普城」粉絲也乘機「抽水」。「陳雨」就謂︰
「同『熱普城』唔似就得啦，千祈咪黐埋黎（嚟）……
睇住班『支持者』日日幫『青政』拆彈就覺得為難，呢
班×頭，真係行近d（啲）都死。」 ■記者 甘瑜

答問題靠「通水」游蕙禎無常識出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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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製圖留住游蕙禎的窘態。 網上截圖

■陳恒鑌和周浩鼎的團隊拍住上，齊心為市民謀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