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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白粉」恐嚇信 葛珮帆譴責
內含辱罵字條 警爆炸品課立會封樓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中，於

新界東直選成功連任，更以

58,825票蟬聯該區票后的葛珮

帆（EQ），勝出選戰翌日即面

對暴力恐嚇。葛珮帆的議員辦

事處昨日收到一封匿名信件，

內有白色粉末及辱罵字條。葛

珮帆報警求助，警方爆炸品處

理課到場處理，初步調查指粉

末是麵粉，暫時無人被捕。葛

珮帆強烈譴責事件，強調絕對

不能接受任何人以恐嚇、威脅

他人的方式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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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代替「本土民
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出選立法會的「青年新
政」梁頌恆贏得新界東議席。他昨日在接受電
台訪問時，自爆連串將在議會進行的「行
動」，包括在宣誓時讀到「擁護基本法」等字
眼時會「做一些動作」，又會本着「有原則無
底線」，故一定會搶佔主席台，也可能弄響火
警鐘，並會在議案加入「港獨」字眼。
梁頌恆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自稱不喜歡

被稱作「議員」，又稱「這個選舉不配產生議
員，包括我」，承認選民選他的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梁天琦。

稱宣誓擁護基本法時有「動作」
被問是否擔心做立法會議員要宣誓擁護基本

法，他大言不慚地稱「宣誓我唔擔心」，因為
參照「外國案例」，當選者在宣誓時可以就個
別字眼「做一些動作」，顯示自己的「特別的
意思」，但就擔心宣誓前政府還有行政權力
「搞我」。對於會針對哪些字眼，梁頌恒就稱
在讀「擁護基本法」字眼時會有動作，但就
「未揀定」要做哪些動作，又稱YouTube上有
很多影片可作參考。

擬在議案中加入「港獨」字眼
梁頌恆聲言，他進入議會後，會立即就6名立

法會選舉參選人選舉提名無效是否「違憲」提
出討論，同時本着「有原則無底線」，故搶佔

主席台等事「一定會發生」，而弄響火警鐘可能是部分方
法。將來，他會嘗試在議案中，加入「港獨」等字眼，及
利用資源在地區宣揚理念、創立屬於自己的媒體和著書立
說，推動香港「自決」或「獨立」。
不過，他擔心宣誓之後再提「自決」和「港獨」，會被

特區政府控告「發假誓」，更稱自己「下一屆選舉可能沒
有那麼順利」，甚至會被取消資格。
被問是否有興趣加入哪個委員會，梁頌恆稱，策略是加

入全部委員會，期望可以在某個委員會「揸旗」。被問到
與傳統反對派的關係時，他稱「泛民會議」是綑綁形式，
相信自己不會加入，但在個別議題上有「合作空間」，但
會就個別議題而定，「鋪鋪清」，「啱咪一齊囉，如果傾
唔埋，勉強一齊對大家都無好處。」
作為「Plan B」的梁頌恆進入議會，當然要「投桃報

李」。梁天琦在同一節目中稱，兩人是「團隊合作關
係」，自己或會做梁頌恆的議員助理，但「要佢（梁頌
恆）肯先得。」不過，他稱，梁頌恆一日未宣誓，仍未是
定局。
他又稱稍後會就自己的選舉提名被選舉主任裁定無效，及
大埔和將軍澳尚德有票站多出300票，提出選舉呈請。

「小學雞」擾王國興議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反對派中

人以各種手段、包括「小學雞」式騷擾政見
不同者，已經司空見慣。繼民建聯葛珮帆議
員辦事處昨日收到白色粉末恐嚇信後，在今
年立法會選舉競逐「超級區議會」議席落敗
的工聯會王國興議員也遭無聊人「惡搞」。
有人在網上發起昨晚到王在小西灣的辦事
處，「慶祝」王國興落選。惟現場所見，到
來採訪的記者人數較響應網民還要多。
有網民近日在facebook設立「全港各界熱

烈慶祝王國興落選委員會」專頁，呼籲網民
下午約5時到王國興位於小西灣邨瑞益樓地
下的區議員辦事處「贈慶」，有400多人聲
稱會出席活動。至晚上約8時，辦事處外空
地聚集者卻不足100人，其間有人播放網上
惡搞歌曲及叫口號，又撒冥錢點香，警方派
出十多名警員到場戒備。

傻根落敗賴「天意」「建國」變為「建國民」
自覺能「呼風喚雨」的「國師」傻根（陳
雲），未能當選立法會議員，對他而言似乎
是一大衝擊。傻根落選後多番在facebook上
發帖，將事件歸因於「天意」，聲稱「上帝
已經離棄香港」，更瞬間變得「玻璃心」兼

「巫師上身」。面對揶揄嘲笑，他聲言︰「在我面
書惡意留言意圖羞辱我者，將落地獄，而且在終命
之時歷盡魔劫。我的話語將會成為現實。各位不要
試探。」在不同帖文，他也「警告」網民不可留
「惡性的攻擊留言」，否則「皇天必會擊殺」。
雖然玻璃碎滿一地，但傻根並無就此放棄其
「建國偉業」，昨日下午又發表一大堆「偉論」，
包括「牧養香港選民的大業」。他「反思」是次落
選後稱，「建立國體的路失敗了，要改行國民建設
的路，由建設香港國民做起。」他繼續愈講愈興奮
謂︰「剛才的貼文出來之後，雨停了，太陽也出來
了。我去曠野走一轉，聆聽上帝的話語。稍後再公

佈全面撤出社運及政壇鬥爭，返回『國民心靈建
設』的計劃。」睇嚟，即使傻根做唔成議員，單係
諗佢嘅「大計」，都夠佢忙啦！

不滿「文忠公」拖後腿割席
他又「褫奪」另一「獨派」分子、網媒「本土

新聞」董事曾焯文的「文忠公」封號。事緣9月1
日，「本土新聞」刊登一則報道，標題指傻根宣稱
「『辭職公投』是備用方案」，即他們當選後不會
「辭職公投」，被譏笑龍門搬出外太空。不過，
「熱普城」支持者堅稱傻根在同一段話中還有「若
五區候選人當選後，未能『永續基本法』，（『熱
普城』）便會冒險『辭職公投』，再不行就是『武
裝革命』」，「本土新聞」的標題「明顯誤導」。
結果傻根在fb公開稱對方在選舉期間拖其後腿，
要與「三十年老朋友」曾焯文絕交，至昨日終「褫
奪」其「封號」。 ■記者 甘瑜

葛珮帆位於中區立法會道1號立法會綜合大樓
的立法會議員辦事處，兩名女職員昨日下午

收到一封匿名信件，拆開後發現內有白色粉末及辱
罵字條，在向葛珮帆報告後，基於事態嚴重，決定
報警求助。

中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警方於約3時接報，到場調查後先封閉6樓，由

爆炸品處理課到場處理，兩名女職員因曾接觸粉末
需暫時隔離。據悉，該粉末信的所有字句均用打印
機列印，沒有寫明寄信人資料。警方經初步調查，
相信該些粉末是麵粉，案件列作為求警調查，暫時
無人被捕，現由中區警區刑事調查隊五隊跟進。
葛珮帆指出，自己獲女同事告知收恐嚇信，得悉

該信抬頭寫明由自己接收，但沒有寫政黨名亦無署
名。葛珮帆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是次事件。她強
調，香港是法治社會，絕對不能接受任何人以恐
嚇、威脅他人的方式表達意見。

EQ強烈譴責暴力行為
她昨日在其facebook專頁直播事件時表示，她的
同事在接受信件時十分驚慌。早前，在立法會選舉

期間，有選舉主任收到白色粉末信件；想不到選舉
前日公佈結果後，翌日自己辦公室再收到同類型信
件。
雖然當時尚未知道粉末有否危險性，但葛珮帆認

為無論如何都是嚴重的暴力及威嚇行為，「香港是
個法治地方，香港人都希望香港是安全及人人都可
安居樂業的地方，不希望有人用任何藉口作出暴力
及威嚇行為表達意見」，她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用合
法及和平的方式表達，指如果民主社會不尊重選舉

結果，香港很難發展優質民主。
她對是次事件感到心情沉重，為香港的未來感到

擔憂，呼籲大家一起譴責暴力行為，又希望事件不
是暴力升級的第一步，並希望香港繼續是安全的城
市。
另外，報稱早前曾兩度受到恐嚇的民主黨候任立

法會議員尹兆堅，昨日再收到刀片恐嚇信，其中附
上一張尹兆堅的競選單張，又寫上尹的寓所屋苑地
址及「出入平安」字句。民主黨報警求助。

■警員到場調查。 劉友光 攝

■■警方接報後警方接報後，，出動爆炸品處理出動爆炸品處理
課到場處理課到場處理。。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梁頌恆(中)揚言進入議會後，一定會搶佔主席台。

■■葛珮帆強烈譴責事件葛珮帆強烈譴責事件。。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落幕後，議會政治生態成為
關注焦點。議席變化形成的新生態和更多元的政
治光譜，將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今後四年的行政立
法關係和政府管治。建制派創下佳績，顯示主流
民意仍是求穩定、盼發展、望改善；傳統反對派
席位大減、多位「大佬」出局，和至少6位激進
本土人物上位，則是變動中的複雜多元民意共同
作用的結果，這中間既有對傳統反對派搖擺不
定、投機取巧、阻礙施政、靠攏激進等等作為的
不滿情緒，也顯示選民、尤其是年青選民因不滿
現狀而求新、求變、求異的取態。無論如何，選
舉結果揭盅，局面已經形成，無論是政府還是新
一屆議員，都要認真思考和做好準備，在「一國
兩制」和基本法的規範下，在尊重行政主導原則
的前提下，努力構建既制約又配合、溝通合作順
暢、富有建設性的行政立法關係。這其中的關
鍵，應該是大家努力相向而行，即使政治主張不
同，也應努力尋求認同點，努力形成推動香港社
會向前發展的合力，避免產生令社會停滯甚至倒
退的破壞力。

新一屆立法會議員的組成，大致可以分為三大
板塊。一個板塊是包括愛國愛港政團代表和中間
友好人士的建制派，他們在議會中繼續擁有過半
多數，是維護議會正常運作、保持香港社會繁榮
穩定的最核心力量，可稱為中流砥柱；第二個板
塊是傳統反對派，他們近年來為自己的政治利益
屢有悖逆主流民意的動作，甚至靠攏激進主張，
或明或暗支持、庇護違法動亂，因而被不少中間

支持者離棄，議席和得票都大減，多位「大佬」
紛紛落選，面臨空前危機；第三個板塊是一些新
晉激進本土勢力，他們利用了部分年輕選民不滿
現狀、急於求變的心態，用激進和出位手法贏得
較高知名度和支持者，既獲得不少青年首投族選
票，也撬了部分傳統反對派選票，但他們縱然一
時風頭頗勁，如若不能迅速改善政見、作風、視
野、根底，或只會是過眼雲煙。

無論如何，這種新的政治生態，必然會對今後
香港的政治發展和行政立法關係產生影響，包括
特區政府在內的香港各方面都需要正視並且謀求
妥善應對。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天表示，他同特區
政府都歡迎新一屆立法會的26位新人，重視同
他們的合作。他認為，大家有不同理想及抱負是
好事，只要符合香港憲制地位，採取合法目的及
手段，他同政府都非常願意同70位立法會議員
合作。梁特首這番話，表達了政府方面努力尋求
與新一屆立法會構建良好工作關係的積極態度，
值得所有議員給予正面的回應。

事實上，在基本法所設定的政治架構之中，行
政居於主導地位，而行政與立法之間，既是存在着
制衡和監督的關係，但更多的應是互相支持與配
合。在改善和構建建設性的行政立法關係方面，
居於主導地位的特區政府應扮演更為主動的角
色，包括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以及決策之前，要更
多地聽取議員們的意見；主動向議員們解釋政策
原意、爭取支持；在施政遇到困難和阻礙時，積
極爭取議會內主要政團和議員們的支持與協助。

在支持政府依法施政、促進香港社會向前發展
方面，在立法會政治版圖中繼續佔有過半優勢的
建制派議員，需承擔更大的責任及發揮更積極的
作用。建制派是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核心力
量，是香港繁榮穩定的中流砥柱，是香港社會繼
續前行的最主要推動力量。因此，面對着日益錯
綜複雜的政治環境，一方面，建制派議員應以大
局為重，專心致志、全程投入、敢作敢為、勤政
勤力、盡職盡責，全面加強與廣大市民的聯繫，
密切與特區政府的溝通協調，全力支持特區政府
促進經濟、改善民生的施政部署，為香港落實
「一國兩制」，確保繁榮穩定保駕護航；另方
面，特區政府也無需顧忌別有用心的說三道四，
應採取有效措施，理直氣壯地把進一步加強與建
制派的合作制度化和常態化，為特區政府有效施
政增添保駕護航的力量。

傳統反對派在這次選舉中遭到重挫，議席和支
持度都大為減弱，說明他們近年來左右搖擺的政治
投機，不但換不來年輕激進選民的支持，反而令長
期支持傳統反對派的中間溫和選民失望反感，基本
支持盤大量流失。事實已經證明，在政治舞台上的
首鼠兩端、毫無原則的政棍作為，也許能得逞於一
時，但絕不會長久。面對目前的狀況，奉勸傳統反
對派應痛定思痛，在新的政治格局中找準自己的定
位，改變過去為反對而反對的做法，真正與特區政
府進行有效合作，做有建設性的反對派。如果能作
出這樣的調整，既對香港社會發展有益，相信也能
夠贏回中間選民的支持，繼續在香港廣闊的政治光

譜中佔有相應的地位。
至於在這次選舉中獲得一定席位的激進本土

派，更應該不昧於一時的光環和掌聲，冷靜清醒
地判斷形勢和大局。香港社會需要的是繼續前
行，廣大市民需要的是安居樂業和更多的發展機
會，這一定是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如果想做一
個負責任、謀長遠的政治人物，就不能再靠激進
口號，更不能訴諸暴力對抗。廣大市民期待你們
進入議會，成為特區立法機構的一員之後，與政
府採取務實合作的態度，共同努力促進香港的社
會進步和民生改善，特別是在政府主動伸出橄欖
枝的情況下，你們要以真誠的態度來積極回應，
真正在議會上為市民做實事、做好事，不要成為
莊嚴殿堂的「破壞王」。至於這兩天還在揚言要
把「港獨」帶入議會的個別當選者，更要看清楚
立法會議員的就職誓辭，認清「香港為中華人民
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這個現實，收回其違
憲違法言行。否則，必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和香港
社會主流民意的唾棄。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香港
到了關鍵的發展時期，面對內外錯綜複雜的環境
和日益嚴峻的挑戰，需要廣大港人同心協力，克
服困難，以全面落實「一國兩制」和保持長期繁
榮穩定，新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在其中肩負着重大
責任。廣大市民衷心期待這些受民意委託而進入
議會的議員們，不負眾望，恪守職責，在新的政
治生態下與特區政府加強合作，共同把香港帶入
一個不斷開拓前行的新境地。

回應立法會新政治生態 構建建設性行政立法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