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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夾擊西九故宮 毛孟靜舉報無理涉違法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昨日高調向廉署舉報，指稱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與建築師嚴迅奇在西九故宮項目
上涉及私相授受及利益輸送。反對派為狙擊、推倒
西九故宮，多路夾擊，不惜採用無中生有的違法手
段，並全面抹黑林鄭月娥。反對派攻擊西九故宮項
目，再次顯示典型的政治化操作，充分暴露其為反
而反，不惜阻礙香港發展。毛孟靜向廉署的舉報毫
無理據，而且舉報後向傳媒通報相關內容已經涉嫌
違法。
上周五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
議，清楚解釋了興建西九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來
龍去脈，坦白交代基於保密的責任和理由，為何在
與內地簽訂備忘錄之前，不便展開公眾諮詢和直接
聘用嚴迅奇開展前期工作。政府亦已決定本周就西
九故宮的設計、營運和未來發展進行公眾諮詢。林
鄭月娥的解釋入情入理，釋除了公眾疑慮，本來有
關爭議應該平息，輿論的焦點宜聚焦到如何建設西
九故宮。但是，反對派視西九故宮為攻擊政府的新
戰場、新武器，如狼嗜血，窮追不捨，瘋狂攻擊一
浪接一浪而來。
首先，毛孟靜向廉署的舉報並無事實證據支持，
只是其主觀臆測，借向廉署舉報，先行製造林鄭月
娥與嚴迅奇嚴重違法違規的假象，令被舉報人聲名
受污；「廉署調查，密密實實」，毛孟靜向廉署舉
報後立即向傳媒放料，某些別有用心的傳媒心領神
會配合報道，大搞「輿論公審」，明顯違反《廉政
公署條例》的保密規定。其實，利用廉署搞「政治

宣傳騷」是反對派的慣用伎倆，他們無視法例的要
求，罔顧有關做法影響廉署調查，傷害受查人的名
譽，把香港的廉潔、法治當作打擊異己的政治工
具。毛孟靜操弄向廉署舉報，實在是對香港廉潔、
法治又一次嚴重傷害，並且已經涉嫌違反廉署條
例。
反對派對西九故宮的圍攻，當然不僅僅毛孟靜一
人出力，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已揚言，不排
除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跟進故宮文化博物館事件；
沉寂多時的支聯會「忽然活躍」，在港鐵的故宮展
覽處發起悼念「六四」的活動。種種跡象表明，為
抹黑、推倒西九故宮，反對派已啟動一系列的狙擊
工程，議會、街頭裡應外合，個別議員、律師打着
程序公義的旗號，虛張聲勢，千方百計設置陷阱和
障礙，企圖令西九故宮興建寸步難行，甚至功敗垂
成，重演過往香港不少重大項目被推倒重來、蹉跎
歲月的覆轍。
興建西九故宮不但可促進中西文化交流，更可吸
引中外旅客，對香港旅遊業有巨大裨益，本港社會
各界樂觀其成。新界校長會發表聲明，全力支持政
府興建西九故宮博物館，認為對促進香港旅遊業發
展及增強本港文化底蘊大有功效，是香港教育界以
至全體市民之福；有市民發起網上聯署支持建西九
故宮，反應熱烈，簽署踴躍。反對派一意孤行夾
擊、阻礙西九故宮的諮詢、興建，只能說明他們漠
視民意，事事政治化，不斷挑起新紛爭、新矛盾，
撕裂社會，是加劇香港內耗空轉的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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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懲暴力違法 勿傳錯誤信息
一名青年在去年年初旺角騷亂中，用磚頭襲
警，導致警員受傷流血。該青年昨日在九龍城法
院被判 18 個月感化令。本案被告蓄意挑戰法
治，其罪行是旺角騷亂案受審案件中目前為止最
暴力、後果最嚴重的，對此等性質嚴重的罪行，
不能因「被告有悔意」就輕輕放過，必須要讓被
告付出應有代價；否則，暴力違法代價太輕，只
會向社會尤其是年輕人傳遞非常錯誤的信號，等
同縱容違法、助長暴力。律政司應考慮提出刑期
覆核，維護本港法治的尊嚴和效力。
被告敢用磚頭襲警，令警員膝頭流血，此等
暴力行徑，實屬冷血暴徒所為。辯方求情指，
被告從 2014 年起參與社會運動，一直理性表
達訴求，當晚的抗爭活動超出想像，是在煽動
下作出。而裁判官亦認為被告性格衝動，思想
幼稚且容易受人影響，違法是一時衝動，最終
只判處感化令。
襲警是嚴重罪行，目前本港有兩條法例針對
襲 警 ： 一 為 第 212 章 《 侵 害 人 身 罪 條 例 》
36b，即「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
職務的任何警務人員或在協助該警務人員的
人」，最高可監禁兩年；另一條例為第 232 章
《警隊條例》第 63 條，即「任何人襲擊或抗
拒執行職責的警務人員，或協助或煽惑任何人
如此襲擊或抗拒……循簡易程序定罪後，可處
罰款$5000 及監禁 6 個月。以往干犯襲警的罪
行，多被判監禁。此次被告公然以磚頭襲警，

並且令執勤警員受傷，竟然只是輕判感化令，
令人詫異。旺角騷亂的參與者大多是年輕人，
某種程度上「思想幼稚」、「性格衝動」或許
具有共性，如果都以一句衝動就可獲得輕判，
豈不是引誘其他年輕人有樣學樣？
自違法「佔中」之後，暴力猶如瘟疫般擴
散，社會穩定受到巨大衝擊，其背後原因，違
法「佔中」的犯罪者沒有受到應有懲處，部分
只判以社會服務令、感化令或罰款了事，部分
更加至今逍遙法外，已經引發強烈的「破窗效
應」。違法不受懲，或判刑起不到應有的阻嚇
作用，讓一些年輕人覺得違法代價不高，更加
肆意妄為，旺角騷亂的暴行變本加厲，與此關
係甚大。
法治精神是香港的社會核心價值。每一宗個
案的判決，不僅僅關乎案中被告，亦是向社會
傳遞違法要付出應有代價的信息。對於有人濫
用暴力表達訴求的行為，法庭必須嚴正執法、
不枉不縱，以免向社會傳達錯誤信息。若法庭
的量刑總是起不到阻嚇作用，暴力行為只會愈
演愈烈，動搖社會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動搖法
治根基，全體港人都將為此付出慘重代價。
讓暴力違法者得到應有懲處，彰顯法治公
義，律政司應該就此案的判決提出上訴，另一
方面，司法界必須正視暴力違法氾濫的嚴重
性，充分考慮案件對社會的不良效應，切勿心
慈手軟而損害法治的權威。

各界批「支聯會」港鐵示威
借反建館為名圖干預「一國」挑戰國家主權予強烈譴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修、李摯）香港反對派組織近日針對西九文化區擬建故宮博物館一事借題發揮，香港「支聯會」昨日就在港鐵香港站的
「故宮全接觸」展覽場地，大搞針對內地的所謂「民運全接觸」的示威。香港社會各界批評，有關人等所為借題發揮，明顯是試圖以「兩制」干預
「一國」。港人對此應有所警惕，及對挑戰國家主權和破壞香港社會安寧的行為予以強烈譴責。

香港「支聯會」十多人昨日在港鐵香港
站的「故宮全接觸」展覽場地示威。

他們聲稱是抗議特區政府在西九龍文化區興
建故宮博物館一事上「違反程序公義」，但
就頭戴布帶，手持剪報及照片在展覽前以
「八九風波」為題靜坐，其後圍繞展覽前的
兩條行人電梯步行一圈，沿途以普通話、廣
東話及英語高叫口號。港鐵派出二十多名職
員組成人鏈，分隔示威者以維持秩序。

陳永棋：為反而反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陳永
棋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批評香港「支聯會」，為
反對而反對，借題發揮，社會各界毋須理會。

余國春：無理取鬧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
國春批評「支聯會」是「無理取鬧」，擾亂
社會正常秩序，應受到譴責。他指，反對興
建故宮博物館的人應反省，這次中央破例予
港的一份厚禮，國寶級文物可在港長期展
出，是大家夢寐以求的事情，有助提升香港

吸引力及文物水準。他呼籲「支聯會」不要
搞破壞，不應逆民意而行。

吳良好：應予警惕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
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批評，「支聯會」
在港鐵香港站示威是在借題發揮，此舉已違
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提出，中央對「一
國兩制」的「三條底線」，港人應有所警
惕，及對這種挑戰國家主權和破壞香港社會
安寧的行為予以強烈譴責。

蔡毅：累港失優勢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
事長蔡毅強調，興建故宮博物館是中央支持
香港的好事，能夠推動香港的經濟、文化發
展，應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希望「支聯
會」不要多加阻撓，破壞故宮博物館為香港
所帶來的好處，令香港失去優勢。

陳勇：逆歷史潮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

陳勇指，「支聯會」近年的支持度下降，故
圖透過是次挑戰中央主權的行為爭取曝光，
又建議「支聯會」應當先到美國、英國等的
領事館示威抗議，追究當年入侵中國的責
任，以及歸還從中奪去的歷史文物。他強
調，國家日漸富強，多方面向好發展，令無
數華人驕傲，「支聯會」的行為是不分青紅
皂白，站在歷史潮流的反面。

顏寶鈴：阻礙進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指，「支聯
會」在的示威行為讓人氣憤，違反「一國
兩制」原則，擾亂社會安定。她認為無止
境的爭吵將阻礙香港進步，並鼓勵大家要
有愛國心，強調「香港是金融中心、不是
搞政治的，一直吵鬧，只會越來越衰」，
大家應考慮香港的長遠發展利益，一同維
護社會和諧穩定。

張學修：破壞安定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張學修譴責「支聯會」於港鐵站示威，指這

「正義哥」聯署 首日簽名近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反對派
再次逆民意而行，以「欠缺諮詢」、
「不合程序」為由，大力阻止政府興建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剝削港人近距離
了解國家歷史、觀賞稀世文物的權利。
城大專業進修學院學生、曾在宣誓風波
中發起聯署及申請司法覆核的莫嘉傑，
昨日再次以聯署方式，呼籲大眾發聲支
持興建故宮館，短短 10 小時內已收集到
逾 8,000 個簽名。有網民留言批評反對派
為反而反，又質疑他們聲言故宮館「欠
缺諮詢」，但他們發起「佔領」行動同
樣沒有諮詢港人。
在宣誓風波中被稱為「正義哥」的莫
嘉傑，昨日在網上發起聯署，收集支持
興建故宮館的簽名。他在facebook專頁表

示，故宮館為香港帶來無限好處，既能
使本港市民近距離欣賞國家級歷史文
物，亦能提高香港的國際地位，呼籲大
眾支持。
聯署網頁內設有多個選項供網民選
擇，包括故宮館「能夠讓市民近距離欣
賞歷史文物」、「能夠提升香港的國際
地位」及「能夠引入不同地方的特色到
香港」，也讓網民就建館是否已被別有
用心的人政治化表態。
莫嘉傑昨晚深夜向傳媒表示，在10小時
內已收集到逾 8,000 個簽名，反映港人對
興建故宮館態度積極、樂觀，期望故宮館
成立，更有達 89.6%人認為建館一事已被
政治化。他期望部分立法會議員能夠聽從
民意，真正為民發聲，支持故宮館成立。

李卓人搶頭啖湯為呃票
為咗補選，
1
反對派中人可
以去到幾盡？在去年立法會選舉中落敗
的「新民主同盟」成員范國威，此前預
告今日會到港鐵香港站的「故宮全接
觸」展覽場地搞事，圖爭取曝光。不
過，同樣在立會選舉中落敗的工黨李卓
人，就以香港「支聯會」的名義搶頭啖
湯，糾眾於昨日匆匆到場示威，被質疑
「冇道義」兼呃選票。

&
&

坊間普遍不看好「青症雙邪」游蕙禎及
梁頌恆的司法覆核上訴，相信立會補選已
無懸念，不少有意參與者頻頻爭取曝光，
熱議中的西九龍文化區擬建故宮博物館也
成為了他們針對的對象。有意參加補選的
「新同盟」范國威近日在fb宣傳，號召支
持者今日傍晚到港鐵香港站「一齊睇故宮
展覽」。不過，同樣有意參選補選的李卓
人就搶飲頭啖湯，昨日就以「支聯會」的
名義糾眾到場示威。

大批網民在莫的facebook專頁中留言說
已參與聯署，更有人在自己的facebook分
享聯署網頁。「Wong Ho」指「係自己
國 家 文 物 點 會 唔 支 持 」 ， 「Wing Sun
Lam」指自己支持建館，「因為我是香港
出生的中國人，也希望在香港多認識中
國的古代文化。」

反問「佔領」有否「諮詢」
有網民則批評反對派盲反建館，其中
「Yeung Kam Tim」反問支持興建的是否
不是民意，直斥反對派踐踏民主，「Mee
Yuk Rebecca Lee」希望反對派聆聽大眾真
實意見，不要政治化盲反。「Mui Ah」更
直言「佔領」行動霸佔公眾空間、市民時
間及利益，「有無諮詢我們？」

有反對派中人對此看不過。所謂「真
心愛國愛黨聯盟」發帖稱，「社運界講
左（咗）幾日要搞活動，『支聯會』都
冇聲冇氣。范國威一話星期二要搞，
『支聯會』急急腳今日就食頭啖湯。」
電台節目主持人健吾（葉鍵濠）就「轉
述」有人說，「尋（噚）日『新同盟』
話星期二（今日）夜晚做，今（昨）日
『支聯會』卻急不及待『搶閘』、『爬
頭』，仲要通知晒傳媒到場，呢個世界
真係好複雜的……」云云。
為了補選，類似的「爭風呷醋」之事
相信會陸續有來。
■記者 羅旦

樣的行為只代表少數人的立場，不代表大多
數民意，呼籲大家需要理性處理問題，面對
分歧要有商有量，不要做出破壞民族感情、
破壞社會安定的事，而應凝聚共識，共同構
建和諧。

柯創盛：自私擾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強調，港人希望
透過展覽了解國家歷史及優勢，但有人為了
政治目的塗污有關廣告及旁邊的行人輸送
帶，做法極缺公德心，並非正常表達意見的
方式。他又批評，反對派在熙來攘往的港鐵
範圍內「惡搞」，做法自私、擾民，為了抹
黑所有與故宮館有關的東西，而阻礙乘客出
入無阻的權利。

簡松年：剝奪市民權利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社團總會會長簡松年
表示，「支聯會」的示威行為，是社會上一
小部分人搞出來的鬧劇，「故宮文化博物館
為市民帶來有文化價值的展品，為何要反對
其落成？」他批評反對者會剝奪市民欣賞傳

新界校長會挺建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香港故
宮文化博物館若順利落成，學童將可跳
出書本、跳出校園，加深認識中國歷
史。
新界校長會昨日發表聲明，強調全力支
持建館，認為故宮館對港人認識國家歷
史、文化等好處顯而易見，是教育界以至
全港市民之福。
新界校長會在聲明中表示，全力支持
特區政府在西九建立故宮館，並感謝國
家給予香港這份極大禮物。
他們認為，故宮館對香港居民認識國
家民族文化、歷史及藝術等方面的好處
顯而易見，對促進香港旅遊業發展及增
強香港文化底蘊也大有功效，是香港教
育界以至全體市民之福，歡迎特區政府
立即展開諮詢，並大力支持盡快開展工
程，讓這項惠民德政早日落實。

網民鬧鬥抽水
Sica Hana：道義黎（嚟）講，人地（哋）講左
（咗）話做，你應該加入人地（哋）
，或姐（者）合
辦吖。
Thomas Ho：有補選吖嘛，唔係唔搶下（吓）嘛！
Alfred Chow：
「泛民」
暗啞底都狗咬狗！
陳展浚：
「支聯會」
話左（咗）做先嘅，
「新同盟」
為選舉抽水嘅姐（啫）
！
整理：羅旦

■港鐵職員築起人鏈維持秩序。

網上圖片

統文化的權利。

王惠貞籲勿為反而反
全國政協委員、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
認為，興建故宮博物館不應與內地的政治事件扯
上關係，希望「支聯會」不要為反對而反對。

馬浩文：踐踏文化
香港義工聯盟常務副主席馬浩文表示，
「支聯會」通過示威遊行的方式表達不滿是
不合理的行為，挑戰「一國兩制」底線，更
有違愛國愛港的精神，「香港人應愛護自己
的文化瑰寶，而不要以示威的方式踐踏自己
國家的文化。」

黃英琦：
與其鬧爆 不如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 興建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風波未平，原定昨日舉行
的公眾諮詢活動要延至今午董事局會議後
方能展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諮詢會成員
黃英琦認為，當局在上周才推出諮詢，感
覺上不是太有規劃，又認為 6 星期的時間
並不足夠，但仍希望市民「與其鬧爆，不
如參與」。
黃英琦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稱，知道
有人反對興建博物館，不想進行討論，
但認為市民作為文化公民，應該參與其
中，如在運作、營運規模、恒常開支等
方面多提意見。公眾參與對文化政策是
十分重要，加上市民對公共管治的領域
有愈來愈高的期望，故能凝聚民心，令
大眾自豪才是成功的文化設施，認為諮
詢的透明度及公眾參與度高會較為理
想。
被問到港鐵香港站的故宮展覽，黃英琦
指，展覽未必與西九建故宮博物館有關，
因為每年該處也會有不同展覽合作，認為
此是恒常做法。不過只是恰巧在建館消息
公佈後出現，讓人感覺是兩件事有關聯，
她認為，這只是源於部分市民對中央的不
信任有關。
黃英琦補充，外界對西九文化區能否賺
錢一直存有疑慮，但她認為博物館是一個
增加收入的途徑。她續稱，M+博物館要
50 億元建造，較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
35 億元為多，但在營運上是較為困難，
只靠門票收入可能不足以收支平衡，故只
能靠大量贊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