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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狙擊西九故宮 違反三條底線

「支聯會」赤裸裸向「港獨」靠攏
反對派狙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興
建，目的是進一步抗拒「一國」和鼓吹所
謂的「本土文化」，甚至提出要以興建
「本土文化博物館」來取代「故宮文化博
物館」，暴露出激進「本土」主義和「港
獨」的傾向，例如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是內地「文化入侵」、「文化統戰」，
是要打壓和撲滅「本土」、「自決」、
「港獨」等思想，還提出要以興建「本
土文化博物館」來取代「故宮文化博物
館」。「支聯會」狙擊西九故宮，赤裸
裸向激進「本土派」和「港獨」靠攏。
在香港，「支聯會」以「結束一黨專

政、建設民主中國」為綱領，一貫進行
旨在否定憲法、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
顛覆中央政府的活動。「支聯會」從一
成立起，就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背景。
美 國 透 過 「 國 家 民 主 基 金 會
（NED），公開對「支聯會」進行資
助。「支聯會」其實就是NED豢養的
一枚反華棋子。獲得NED資金支持的
香港政治性團體，都與「支聯會」關係
密切，如工黨前主席李卓人是「支聯
會」秘書長，有些反對派的政黨和團
體，與「支聯會」也是「兩塊牌子，一
套人馬」的關係。

「支聯會」政治立場更加激進

教協在2010年10月施政報告發表後
掀起一場反國民教育運動的鬧劇，是要
以右傾激進姿態吸引激進年輕人。2010
年12月諾貝爾和平獎在奧斯陸頒獎前
夕，「支聯會」、民主黨和海外「民運
人士」裡應外合、沆瀣一氣，在和平獎
鬧劇中賣力表演，密切配合美國圍堵中
國的戰略。2011年3月，民主黨、教協
煽動所謂「紫荊花革命」，反映了三位
一體的民主黨、教協、「支聯會」，刻
意轉向右傾激進的趨勢。民主黨、教
協、「支聯會」借司徒華去世，高調宣
傳「支聯會」矛頭指向中央的政治綱
領，並向特區政府施加壓力，要求讓海
外「民運人士」來港。「支聯會」的作

為，暴露其基本政治立場和政治性質更
加右傾激進。
「支聯會」近年來向激進「本土派」

和「港獨」靠攏。2015 年維園「六
四」集會，支聯會刻意將晚會加入本土
元素及「去中國化」，包括默許學生代
表在台上公然焚燒基本法、合唱「佔
領」歌曲《撐起雨傘》。「支聯會」的
所謂改變，明顯意在借屍還魂，吸納所
謂「雨傘族」新血，為向激進「本土
派」和「港獨」靠攏轉型搭橋鋪路。
去年，「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

「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到印度達蘭薩
拉，出席所謂「青年領袖研習營」，並
與「藏獨」頭頭達賴喇嘛會面兩小時。
「支聯會」勾結「藏獨」，搞「港獨」
證據確鑿。

絕不容違反「一國兩制」底線
「支聯會」與激進「本土派」、「港

獨」合流狙擊西九故宮，高呼「平反六
四」、「結束一黨專政」、「䆁放劉曉
波」，以及「建設民主中國」等口號，

嚴重違反「一國兩制」的三條底線。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中央電視台播出

的訪問中，對於近年冒起的「港獨」現
象，他指出需要守住「三條底線」：不
容許任何人從事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活
動、不容許挑戰中央的權力和香港基本
法的權威、不容許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
滲透顛覆活動，強調這些是「一國兩
制」的應有之義和基本規則。
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是中央送

予香港的大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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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成立後會提
供更好的藝術文化交流平台，香港甚
至可成為「一帶一路」中西文化交流
的樞紐。對於西九故宮這一樁好事，
「支聯會」與激進「本土派」和「港
獨」合流，借助狙擊西九故宮，從事
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活動，挑戰中央
的權力和香港基本法的權威，利用香
港對內地進行滲透顛覆活動，違反
「一國兩制」的三條底線，絕不能容
許，必須嚴厲譴責和反對。

特區政府在港鐵中環站及香港站之間通道設立巨型牆身故宮介紹展覽，「支聯

會」到場舉行所謂「八九民運全接觸」，「支聯會」秘書長李卓人帶搞事者高呼

顛覆內地社會制度的口號。「支聯會」借狙擊西九故宮從事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活動，挑戰中央的

權力和香港基本法的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顛覆活動，違反「一國兩制」的三條底線，絕

不能容許，必須徹底揭露、嚴厲譴責和強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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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連立法會
議員長毛梁國
雄，日前在反對

派會議上，正式表態有意參選特首，並指如
果他決定參選，會採取「公民提名」或「公
民推薦」方法以爭取約3萬名市民提名，以
此游說或曰脅迫反對派選委支持。固然，任
何符合資格的人都可以參選特首，只要長毛
可以取得150張選委票，誰人都阻止不了他
參選。然而，人貴自知，長毛要參選特首，

不要說他根本不可能符合中央的四大條件，
就是以政績、人格操守，以至從政表現來
看，他的參選都是一個笑話。
而最令外界不齒的是，長毛一直大力反對

反對派參選特首，認為這是「小圈子選
舉」，反對派參選只會「提升其認受性」。
所以，當年2008年梁家傑代表反對派參選特
首時，狙擊他最厲害的不是建制派，而是當
時仍在社民連的黃毓民以及梁國雄，他們將
梁家傑批評得狗血淋頭，更發動支持者不斷

衝擊梁家傑落區，令他狼狽非常，至今仍然
未能釋懷。長毛過去將特首選舉說得一文不
值，何以現在又要參加「小圈子選舉」呢？
這不是公然打倒昨日的我，人格分裂嗎？
說穿了，還是政治利益使然。長毛目前正
面對宣誓案的司法覆核，如果敗訴，他將失
去高薪厚祿的議席，也不用擔心薪金超出公
屋限額的問題，屆時不論他是繼續上訴或是
部署參加補選，他都需要得到反對派的支
持，也要取得更大的政治力量；而就算他獲

勝訴，也可能面對政府的繼續上訴，他都需
要提升政治力量以保住手上議席。而參選特
首正好讓他可以成為反對派的代表，集中反
對派的資源及人力，並且可以收到巨大的宣
傳效果，將可大大提升其政治力量，有助其
保住手上議席。其實，只要細心想想，長毛
從來都沒有表達過參選特首之意，直到其司
法覆核案即將開審、有失去議席之虞的時
候，長毛又突然對參選特首興致勃勃，說明
其不過是藉機渾水摸魚，撈取政治利益而
已。
長毛司馬昭之心，反對派自然是路人皆

見，所以反對派對其參選一直反對和冷淡，
余若薇甚至在facebook翻長毛舊賬，質問長
毛：「十年前他反對（前公民黨黨魁）梁家

傑參選『小圈子』，天天來衝擊，但今年反
而自己參加？」
反對派對長毛參選特首大潑冷水主要有三

個原因：一是正如余若薇所批評，長毛在參
選特首上雙重標準，自然引起反對派不滿。
二是長毛志在撈取政治本錢，為的是一己私
利，反對派為什麼要出錢出力為他人作嫁衣
裳？三是反對派正計劃在特首選舉中大打
「造王」和「流選」牌，但不論打的是什麼
牌，關鍵是要綑綁反對派300多張選委票，
現在長毛出來攪局，勢將打散反對派票源，
影響其「造王」、「流選」圖謀，反對派自
然不會支持他出選。在特首選舉中，反對派
從來都是各懷鬼胎，正如長毛，他爭取的從
來不是民主，而是自身的政治油水而已。

反對派何以對長毛參選特首大潑冷水？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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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梁游網站的「眾籌」連結，兩人截至本月
6日只籌得55萬元，扣除用以支付律師費的

48萬元，只餘下7萬元可作為上訴按金，距目標
的尚欠153萬港元。游蕙禎早前在接受傳媒查詢
時稱，兩人仍未收到法庭回覆，故希望在法庭批
出上訴許可前，可籌到按金所需金額云云。其代
表律師文浩正接受傳媒查詢時則稱，現仍待法庭
知會是否接受上訴，只要能在批出許可的14日內
籌得有關費用就沒有問題。

陳勇質疑55萬有「水分」
「雙邪」籌款反應冷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批評，梁游兩人辱國辱
華的言論，已嚴重傷害了國內外華人的心，多個
民調結果也顯示，很多香港市民都認為兩人言行
無恥，哪會有人還支持他們？

不過，他質疑兩人籌得的55萬元款項或有「水
分」，更令人懷疑的是資金來源，兩人必須向公
眾交代。

何俊賢：瀆誓下場如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批評，梁游兩人在玩

弄莊嚴宣誓儀式、辱國辱華第一天開始，即受盡
全球華人的唾罵。是次「眾籌」結果慘淡實理所
當然。兩人如今落得如斯下場，是給「港獨」分
子的絕佳教材，教他們不敢再胡作非為，而正面
對司法覆核的「瀆誓四丑」也應以梁游的下場為
鑑，倘4人對玩弄宣誓的行為仍不知悔改，「他
朝君體也相同。」

梁美芬：款項去向須交代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無論是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解釋，以至高等法院原訟庭和上訴庭
的裁決，都已經對梁游案有一個相當明確的陳
述，即使梁游兩人成功提出上訴，勝算不會太
大，無謂再浪費司法資源。倘兩人不獲上訴許
可，必須應清楚交代眾籌款項的去向，不能不了
了之。

王國興：來源令人生疑
「23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形容，梁游兩人已

犯下彌天大罪，成為「過街老鼠」，即使使出渾
身解數，也不會得到普遍市民的同情，兩人應立
即改過自身，承認錯誤，這才有出路。針對兩人
聲稱已籌得55萬元，他認為資金來源令人生疑。

「雙邪」眾籌僅得55萬
執迷不悟自取其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新一屆特首選舉在即，提
倡「第三條路線」的「民主思
路」公佈名為「香港想像」的
「施政綱領」，包括重啟政
改，5年內普選特首，10年內普
選立法會，就基本法廿三條所
列出的7種行為展開為期不少於
兩年的諮詢，承諾社會未有共
識前不強行立法等。
「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
昨日與傳媒聚會時介紹「香港
想像」，並向各特首候選人推
薦，希望能夠被納入其參選政
綱內。他稱，已落實稍後將與3
名「有意參選人」舉行閉門會
議，詳細討論有關的理念，又
擬於下月中舉行論壇，邀請所
有參選人同台辯論，形式或與
美國總統選舉相近，即各候選
人就不同政策發表意見。
對於有報道指湯家驊及黃梓

謙將為個別候選人助選，湯及
黃均否認，「我們『民主思

路』無幫緊人或者答應候選人
做選舉，我本人亦無接到任何
一位候選人要求我幫佢助選，
咁多位疑似或宣佈參選嘅人，
當佢宣佈參選後係無再面對面
接觸。」湯補充，倘有候選人
的政治看法及主張與「民主思
路」提出的相近，或願意接納
他們倡議的政策，他們會考慮
支持對方。
另外，「民主思路」將成立

「香港政治政策學苑」，培訓
更多人才參政，首屆將招收三
四十人，課程為期12個月至18
個月，為使學員投入參與，他
們只會收取象徵式的學費。負
責有關項目的麥嘉稱，他們
正在籌務經費，反應相當正
面，課程包括政治哲學、公共
政策、法治及香港近代史等。
湯家驊補充，成立該學苑並
非為組黨或部署選舉鋪路，只
是希望培養具質素的政治人
才。

「思路」提施政綱領 倡重啟政改

立法會
議員毛孟
靜（毛姨

姨）月前退出公民黨（公文
袋），嗰陣口口聲聲話「君子
分手，不出惡言」，轉過頭就
抽前東家水嘞。佢日前就善用
facebook 嘅「當年今日」功
能，攞返6年前佢力撐不時涉嫌
學術失德嘅鄭宇碩（袋鼠碩）
選輸黨主席一事嚟講，而呢件
事正正係佢同公文袋關係轉差
嘅導火線，仲臨老學識cap圖
（截圖）添。
毛姨姨將佢喺6年前支持鄭宇

碩嘅status（狀態）cap低，仲
提到：「霎眼6年。fb又提醒我
有關『黨』的一筆。舊時唔
識，今即刻cap圖留念。」
講返 6 年前發生乜事先：

2011年1月，公文袋首次改選
領導層，主席由時任秘書長袋

鼠碩對獲時任候任黨魁梁家傑
等人支持嘅陳家洛，當時毛姨
姨仲舉晒牌支持袋鼠碩，最後
都阻唔到陳家洛以11票之差險
勝，史稱「陳家洛搶位事
件」。
自此之後，毛姨姨就同公文

袋「漸行漸遠漸無聲」，而佢
喺退黨記者會上仲舊事重提，
大爆當時有人支持陳家洛係因
為陳承諾唔會選立法會。之後
事情發展成點？大家有眼睇
啦。 ■記者 陳庭佳

毛姨翻舊賬數臭訟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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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

症雙邪」梁頌恆及游蕙禎聲稱要就宣誓

案上訴至特區終審法院，正等待法院批

出上訴許可。兩人此前發起「眾籌」，

籌集上訴所需的160萬元按金，但至昨

日梁游制訂的「眾籌」限期屆滿，兩人

僅籌得55萬元，反應冷淡。多名政界人

士批評，是次眾籌結果足以反映梁游辱

國辱華言語，已嚴重傷害華人感情。兩

人不應執迷不悟，及早改過自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反對派議
員不滿下屆問責官員加薪超過12%，在上周的財

務委員會會議上拉布，令有關的文件未能展開討
論，更聲言本周五會議會繼續拉布。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日前向財會建議

連開6小時會議處理有關項目，但財委會主席陳
健波最終決定只加會2小時。
立法會秘書處昨日向財會委員發出文件，指本

周五的會議將連開兩節，即由下午3時開始至晚
上7時完結，主要處理問責官員加薪及開設首席
環境保護主任編外職位等撥款項目。
陳健波解釋，是次問責官員加薪議案「好多人

都有意見」，屬有爭議性議題，加上反對派議員
已表明會發動全面拉布，
陳健波估計ZB2他們會用盡一切方法阻止議案

通過，包括在審議期間不經預告就提出動議議案
來拉布，須密切留意事態進展。
他續稱，考慮到並無其他重大議題，自己在主

持會議時會採取較寬鬆做法，倘議員在發言時言
之有物、沒離題或重複，都會盡量讓他們發言，
除非「拖足幾個禮拜都仲拗緊」，他才會「剪
布」。

財委會「加班」兩句鐘抗拉布

■「民主思
路」昨與傳
媒會面，左
起 ： 袁 彌
昌 、 黃 梓
謙、湯家驊
及麥嘉。
鄭治祖 攝

■陳勇 資料圖片 ■梁美芬 資料圖片■何俊賢 資料圖片 ■王國興 資料圖片

■陳健波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