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屆立法會尚未運作，多名以「本土自決」為政綱的新當選議員中，有些人的「狂躁

症」已經發作。如何學會當議員？有必要提醒他們勿越四條底線：擁護基本法，勿當「反中

議員」；遵守法律，勿當「暴力議員」；廉潔奉公，勿當「黑金議員」；盡忠職守，勿當

「飯桶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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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入會，勿越底線

新一屆立法會有多名「本土自決」人士當選議員。他
們都是20多歲的年輕人，這固然反映出一部分選民求
變求新的心態，可以理解。但從最近數天的情形來看，
新一屆立法會還未運作，一些「本土」當選議員的「狂
躁症」已經發作。有的宣稱將以佔領主席台、「拉布」
等方式衝擊立法會；有的宣稱以不真誠的方式宣誓成為
議員；有的宣稱就選管會「剝奪」主張「港獨」者參選
權一事提出議員議案；有的宣稱將推動「公投」、「自
決」，甚至有的還宣稱要顛覆議會，等等。尚未宣誓，
已經宣戰。一派戰鬥姿態。凡此種種，暴露出某些「本
土」當選議員尚不具備履行議員職責的基本素養，當務
之急是學會當合格議員，第一課是明確底線。
立法會議員就任儀式上必須宣讀誓詞，誓詞如下：
「我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立法會議員，必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
務。」這其中就劃清了四條底線，所有議員都必須遵守
之。

擁護基本法 勿當「反中議員」
誓詞中說：「必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這是劃出了「一國兩制」的底線。基
本法是根據憲法原則制定的，在香港具有憲制地位，擁
護基本法是立法會議員必須堅守的第一條底線。
首先，擁護基本法，就是承認議員議政權力的合法
性。基本法第二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
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
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由此可見，

基本法確定了「高度自治」的原則；在此原則下，確立
了香港行政、立法、司法的制度架構；有了這個架構，
才賦予了立法會諸多權力；在具體運作中，立法會的權
力又由70名議員來行使。由此可見，議員議政的權力
是基本法賦予的。擁護基本法，就是承認議員議政權力
的合法性，這是非常明確的法理邏輯。
其次，擁護基本法，必須維護「一國兩制」。基本法

第一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
分離的部分。」第五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
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
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
「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對照此三條原則可以看出，一些「本土」當選議
員的言論已經觸及底線。
比如，「港獨」分子違憲違法，「本土」當選議員卻
口口聲聲表明聲援「港獨」分子。又比如：基本法說
「五十年不變」，並未明確「五十年後如何變？」，而
釋法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那麼，「本土」當選議員
私自設置「公投」、「自決」偽議題，並狂言要從全國
人大常委會手裡「奪回」基本法的解釋權，「還給」香
港高等法院，云云。
「本土」當選議員必須明白：基本法是香港特區和香

港立法會的立身之本，也是每一位議員的立身之本，任
何有違基本法、挑戰「一國兩制」的言行，都是自我否
定，都是拆自己的台，都是打自己的耳光。

遵守法律 勿當「暴力議員」
誓詞中說：「遵守法律」，這就劃出了法律底線。立
法會議員理應成為遵守法律的楷模，而不應是違憲違法

行為的示範者，甚至引領者。議員議事要講法理依據，
法律底線不可逾越。
上屆立法會大堂上，曾屢屢出現「搶話筒」、「掟茶

杯」、「扯衣領」、佔據主席台、當眾辱罵等事件，號
稱「文明社會」、「法治社會」的香港，自稱「社會精
英」的議員，竟然屢屢上演「全武行」，令全體港人蒙
羞，讓支持他們的選民懊悔。
但客觀的說，上屆立法會裡的某些反對派議員尚能尊

重和認同國家主權、中央憲制和民族尊嚴，從未提過
「完全自治」、「港人自決」等分離、分裂主張。而新
一屆立法會的「本土」議員，大都是回歸後長大的年輕
人，更為激進，是「街頭政治」的明星，長於炒作政治
議題，製造轟動效應。破壞性言行眾所周知，建設性意
見尚未展現；大話空話喊得不少，議政能力不知如何；
善於處處發出「不」的聲音，拙於事事找到「行」的辦
法。「本土」當選議員會不會衝擊法律底線、日後成為
「暴力議員」？值得質疑。
「本土」當選議員必須明白：就職宣誓是一項必須對

後果負責的法律行為，如果違反誓言，必將付出沉重代
價。

廉潔奉公 勿當「黑金議員」
誓詞中說：「廉潔奉公」，這是劃出了廉潔的底線。
立法會議員為香港特區服務，每人每月薪金約9萬元，
另有350萬元辦事處開支及津貼公帑，除此之外，不應
該有任何來源不明的收入。行公權而不謀私利，是每一
位議員的本分，包括新當選的「本土」派在內的所有議
員，都應堅守這條底線。
上屆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就曾爆出「黑金醜聞」， 壹

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先後兩次共150萬元給李卓人，
李以個人戶口「袋住先」，卻未申報。此事經曝光後，
令市民憤怒，李卓人也因此成為反對派的「負資產」，
最終無緣此次立法會選舉。而「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
也涉嫌收取不菲的資金，用於非法「佔中」，被爆該資
金由境外某機構透過神秘渠道提供。

近日，有人拍攝到被取消參選資格的
梁天琦與美國外交官私會的照片，而美
國 國 會 及 行 政 當 局 中 國 委 員 會
（CECC）近日發表聲明，指摘香港特
區政府在選舉前「似乎隨意取消參選人
資格」。種種跡象表明，個別國家已視
香港為圍堵中國內地的一枚棋子，基於
這一清晰定位，這些國家極力在香港政
治架構中尋找政治代理人，而「本土」議員無疑是最佳
人選。那麼，「本土」議員會不會淪為其工具？對此，
應該有足夠的防備。
「本土」當選議員必須明白：拿了香港納稅人提供的

薪水，就不能再拿其他任何來源的「薪水」，切勿出賣
良知，淪為「黑金議員」。

盡忠職守 勿當「飯桶議員」
誓詞中說：「盡忠職守」，這是劃出的職責底線。基
本法規定立法會議員有十項職能，這正是議員為市民服
務的落點；如果拋開這十項職能，或空談其他議題，
或熱衷於「街頭政治」，或忙於「私務」，就是沒有盡
忠職守，有違誓言，最終將淪為「飯桶議員」。
上屆「票王」、反對派范國威淪為「飯桶威」就是前

車可鑑。上屆立法會選舉前夕。由民主黨「變節」出
來、成立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贏得不少選民支持，被
譽為「票王」，但當選之後乏善可陳，要麼大搞「拉
布」、癱瘓議會，阻滯發展和民生項目；要麼在議會之
外與公民黨成員「趕客」，其所言所行盡失民心，此次
選舉中被選民踢出。又如前民主黨成員鄭家富，由於上
屆「私務繁忙」，不務正業，白白浪費納稅人的錢財，
此番也被選民拋棄。
「本土」當選議員必須明白：進入香港的政治架構
之內，就要按規則出牌，盡心竭力服務港人，不能碌
碌無為，也不能不務正業。「本土」議員，勿越底
線，是規則，是標準，更是職責，全體選民都會監督
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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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治祖）新一屆立
法會共有26張新面孔，標誌「政壇新世
代」已經來臨。一眾「新人王」放下早前選
舉論壇充滿火藥味、「硬橋硬馬」的表達方
式，改以憑歌寄意，透過輕鬆手法，訴說未
來的願景。其中，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就向
市民送上一首英文老歌，由Oasis 主唱的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不要憤怒回
望）》，希望議員放下戾氣，共商政事。
周浩鼎透露，該首名曲為廿多年前，他赴
英國留學時最喜歡聽的歌曲，亦很配合目前
議會的生態環境，希望不同黨派、政見的議
員，能夠放下成見，不要凡事都擺出一副
「anger（憤怒）」的模樣，大家心平氣和處
理問題。除此之外，新民黨新界東候任議員
容海恩選了楊培安的《我相信》，認為只要
大家本為香港好，彼此放下成見的話，香
港才能向前行，社會才會穩定，經濟才能平
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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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新一屆立法會有不少新晉議員，
候任議員何君堯律師（見圖）也
是其中一名新丁。他日前接受網
媒《港人港地》訪問，直言未來
四年議會的運作「肯定不會太和
平」，但他個人會展示最大的善
意，希望與議會內的同事，找出
和衷共濟的辦法，發揮最大作
用。
名為「是其是、非其非」的短

片訪問中，何君堯表示自己不屬
於任何政黨，進入議會目標十分
明確：「便是為市民服務。」面
對議會內不同政黨，他明言，自
己會抱持「是其是、非其非」的

態度，笑言：「無論飯盒會又
好、三文治會又好，或者午餐會
都好，我都會願意去，只要是有
利於工作上的需要，即使不食
（飯），只講工作一樣可以。」
他又指這份工作如何困難都

好，自己都有責任去做，且會盡
量嘗試。
對於自由黨立會候選人周永勤

選前突然宣佈因受壓而棄選，該
風波矛頭直指何君堯與對方棄選
有關係，何君堯批評這種醜聞
式、抹黑式的手法，永遠不是主
流選舉應有的。
何君堯認為對方應該向廉政公

署交代清楚，例如受了什麼壓

力、壓力來自哪一方面，「整件
事一定要很清晰地交代。」他亦
認為今次是一個很好的經驗，自
己已將該危機處理得相當恰當，
並形容自己「愈戰愈勇，遇強愈
強」。

何君堯盼和衷共濟議事

劉國勳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暢談
未來工作時表示，特區政府希望推

出的政策順暢，地區意見相當重要，最
明顯的例子，就是覓地興建公營房屋。
他指出，過去一段時間，當局在興建
公營房屋的計劃中，經常遭到區議員反
對，認為政府若在規劃前期便能吸納地
區意見，讓區議員參與其中，協助居民
和政府達成共識，情況會更為順暢，故
希望政府能夠提高區議員的職能。

邵家輝冀議會多理性尋共識
出席同一節目的批發及零售界的自由
黨邵家輝指出，本港零售市道連續下滑
超過10個月，除了因為政策變動外，也
受早前「反水貨客」等兩地矛盾問題所
影響，打擊內地旅客來港的意慾。
他希望來屆議會能夠以理性的角度，
討論有關問題，尋求共識，吸引更多內
地個人遊旅客訪港，令市民也可以從中

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出席同一節目的社會福利界邵家臻則

針對社工薪酬問題稱，現時整筆過撥款
制度「扭曲業界生態」，影響社工的薪
酬和人手編制，故希望在有關制度上推
動大型改革。
成功連任的教育界葉建源則稱，關注

合約教師的問題，認為現時有合約教師
縱教了七八年亦未能穩定下來，預計將
出現「斷層」危機。
就特首梁振英邀請26名首次當選的候

任議員會面，邵家輝稱，已和自由黨其
他黨員與梁振英會面，認為溝通永遠較
不溝通好，會面期間曾向梁振英表達業
界的想法，希望對方在政策上提供支
援。
劉國勳則認為，與梁振英會面不用事

先商定議題，有時討論過程可能會找到
主題，從而找到解決方案，「未必一嚟
就硬橋硬馬嘅。」

冀增區員職能
政策更易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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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剛過去的4年中，立法
會拉布、流會亂象頻生，令施政停滯不前，不少人都期望
新一屆立法會能有一番新氣象。接黨友葉國謙棒、成功當
選立法會區議會（第一）功能界別議員的民建聯劉國勳
表示，來屆其中一項主要工作，是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增加
區議會職能，讓區議員能參與地區事務的前期規劃，及提
供地區意見，藉以協助居民和政府順利達成共識，令有關
政策或建設均能順利執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成功連任立法會議員的新民黨主席
葉劉淑儀昨日表示，自己無意擔任
立法會主席，因不喜歡處理程序問
題，不希望投放太多時間在管理議
會秩序，倘在立法會內只執掌議事
規則，會感到很辛苦。
至於建制派在今屆立法會選舉

席位輕微減少，是否與梁振英有
關，葉劉淑儀認為成因複雜，不

可只歸咎一個人，形容梁上任數
年有努力工作，土地及房屋供應
亦有增加。
候任新界西立法會議員朱凱迪日

前稱收到死亡威嚇，提出入住立法
會大樓。葉劉淑儀稱，同情朱凱
迪，亦相信他確實受到威脅，相信
警方會盡力保護並調查事件，但立
法會的土地用途並非居住，故朱凱
迪的想法不實際。

葉太：無意任立會主席

外交部駐港公署：
堅決反對外力干涉港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發言人11日回答記者問時重申，香港是
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
政，堅決反對任何外國政府、機構和個人以任何
方式干涉中國內政。
日前，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發

表聲明，對香港立法會選舉表達關注。公署發言
人說：「我們注意到香港特區政府已就此作出回
應，強調特區政府一直嚴格依法行事，確保公共
選舉在公開、公平和誠實的情況下進行。美方有
關機構發表的聲明，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罔顧
事實、蓄意抹黑。」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10日已回應此聲明，發言
人說：「外國議會不應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候任新界西立法會議
員朱凱迪聲稱受到死亡威嚇，政府發言人昨日發聲明
重申，政府絕不容忍任何威嚇市民人身安全的行為，
警方就朱凱迪案件正積極展開全面調查，並採取適當
措施保障朱凱迪及家人安全。
有團體昨日於警察總部外集會，要求警方嚴正處理

及為朱凱迪提供適當保護。政府發言人昨日就集會回
應稱，政府十分關注和重視朱凱廸的案件，警方正採
取適當措施和安排，以保障朱凱廸及其家人的人身安
全。警方已就案件展開全面及積極調查，全力維護法
紀，保障市民安全。
特首辦昨晚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梁振英已致電朱

凱迪了解其近況，對他和他家人的安全表示關注，並
聽取了朱凱迪對新界事務的意見，會責成不同部門跟
進。特首辦又說，梁振英歡迎朱凱迪就其安全問題和
特區政府的施政，隨時直接聯絡他。

朱：前晚接梁振英致電問候
朱凱迪昨亦表示，前晚收到特首梁振英電話問候其

狀況。他稱對話氣氛輕鬆，梁振英也願意聆聽和作出
回應，情況比預期要好，冀將來可有更多對話機會。

朱凱迪讚特首願聆聽

■劉國勳希望，政府能增加區議員職
能。 資料圖片

■邵家輝希望來屆議會多能以理性角
度尋求共識。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