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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警為納粹「通識名師」招眾怒
德領事館批比喻不恰當 團體今請願促發佈者道歉

靠反對派提名入閘 怎能獲得中央信任？

依賴反對派入閘能不投桃報李？
有參選人竭力爭取反對派支持，終於

衝閘成功，或許會自視為「爭取到不同
政治光譜的人支持」，是「團結社
會」、「化解對立」的好開始，有利日
後管治。事實並非如此，反對派一直以
來都反抗中央、反對愛國愛港陣營，建
制派參選人要依賴反對派的選票才能入
閘，如同成為「反對派的代理人」，和
反對派綑綁一起，在大是大非問題、在
關鍵時刻能不向反對派傾斜靠攏？能不
投桃報李？
中央評估判斷參選人是否值得信任、
是否愛國愛港，不但看其過去表現，更

看其在大是大非問題的選擇。例如在基
本法第23條立法、重啟政改是否堅持
人大「8．31」決定這兩個原則問題，
就是檢驗參選人是否真心誠意走愛國愛
港路線的試金石。有參選人為拿到反對
派提名，在第23條立法和「8．31」決
定問題上，立場朝秦暮楚，反口覆舌，
迎合了反對派的要求，最終取得反對派
的支持而成功入閘。為了個人的政治利
益、政治前途，連最基本的政治底線都
守不住，甚至拿來當作籌碼，這還有什
麼政治誠信、政治承擔可言？ 如何能
讓中央信任、市民放心？建制派參選人
淪為「反對派代理人」，只會進一步製
造對立，「團結社會」、「化解對立」

只能淪為空談。

反對派推建制派入閘有政治陰謀
反對派不支持「自己友」梁國雄入

閘，反而力挺建制派參選人入閘，不怕
被駡「精神分裂」，不講政治倫理，其
目的根本是司馬昭之心。民主黨胡志偉
毫不掩飾道出目的，民主黨要「力抗中
聯辦擾亂香港」，要盡力選擇「離西環
最遠、離香港最近的人，製造最有力的
對決」；練乙錚在《蘋果日報》的文章
說得更「坦白」、更令人心寒。他提
到，2012年「唐梁之爭」的經驗告訴
港人，最好讓特首當選人低票當選，
「下屆特首最好是601」。他聲稱，

「民主派選委的策略應該保證曾俊華及
葉劉淑儀獲提名，而不必顧慮政治潔
癖，盡量應該讓當權派的候選人像
2012 年那次一樣讓他們『鬥個死
活』」。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

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宋小莊則指出，坐
擁300多張提名票的反對派，不推舉自
己陣營的人出選，背後有政治陰謀，因
為他們明知派自己人參選，是不可能
贏，所以就轉而支持某些建制派，目的
就是逼中央不任命他們支持的人選，或
令選舉出現流選，製造憲制危機。
反對派不顧基本政治道德，竭盡所能

讓建制派候選人鬥個你死我活，把特首
選舉變成撕裂香港、對抗中央的「殺戮
戰場」，甚至令香港出現特首選舉流選
的憲制危機、出國際洋相。反對派支持
建制派參選人入閘企圖彰彰明甚，作為
建制派參選人，為何還要與反對派暗通
款曲，不顧大局，不顧立場，仍要接受
反對派的「保送入閘」？
「天下無免費的午餐」，反對派的票

是不會白給的，建制派參選人因為反對
派的提名才能入閘，日後能擺脫反對派
的控制、能不代表反對派向中央「叫

板」嗎？還能全心全意為愛國愛港陣
營、為全港市民服務嗎？這樣的參選
人，在愛國愛港和反對派陣營中，會選
哪一邊站？這樣的參選人，還能算是名
副其實的愛國愛港人士嗎？還能獲得中
央的信任嗎？

頭腦清醒為香港作出明智抉擇
如今環球政經局勢複雜多變，香港作

為細小的經濟體，很容易受到外圍不明
朗因素的衝擊，背靠國家是香港的最大
優勢，也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安居樂
業的最重要保障，香港加強與內地的更
緊密合作乃大勢所趨、前途所在。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今年的新年致辭

中就表示，會積極參與中國推動的東南
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香
港一向喜歡與新加坡比較，新加坡重視
與中國合作的重要性，香港是國家的一
部分，任何特首參選人，怎可不獲中央
信任和支持？不獲中央支持的參選人，
又怎能帶領港人向前？希望能夠入閘的
參選人，應看清世界、香港發展的大方
向，在關鍵時刻、緊要關頭，必須頭腦
清醒，為香港和個人前途作出明智抉
擇。

特首參選人曾俊華昨日突然提前向選舉事務處提交160份選委提名，僅僅高於

150票的門檻，消息指當中票源絕大部分屬反對派。獲得中央信任，是做特首的

先決條件。反對派支持建制派參選人入閘，目的是為了「造王」攪局，甚至製造流選的危機，對

「一國兩制」帶來前所未見的衝擊。有建制派參選人不問是非，放棄原則，依賴反對派的提名入

閘，甘當反對派的代言人，給特首選舉乃至「一國兩制」落實埋下重大隱患，中央怎能信任這樣的

特首參選人？香港的發展離不開國家，特首參選人依賴反對派支持提名，只求「入閘」，不顧大

局，對香港毫無承擔，無助社會和諧，不利加強兩地融合發展，更不可能取信於中央、獲港人擁

護，這樣的人絕不適合擔當特首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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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平理

「通識教師」邱兆麟（筆名庫斯
克）及葉一知近日分別撰文及

在自己的facebook發帖，炒作有個別警員
早前在工會的會員大會上，引喻失義地將
警隊比作二戰時的猶太人一事，瘋狂抹黑
警隊。
其中，庫斯克題為《近在眼前的1974
年——似曾相識的警察集會》的文章，獲
網媒《立場新聞》、《香港01》、《852
郵報》等轉載。
文中聲稱，「納粹德國投降之後，很多
曾經參與集中營屠殺的軍人在庭上作供
時，對於自己的罪行沒有太大反省，他們
只是覺得自己在執行命令，沒有什麼良心
的譴責，也不覺得自己有錯。……2月22
日晚，這過千名出來支持七警的警察，他
們心裡在想什麼呢？是不是也覺得七警沒
有錯？」

羅三七盲撐又鬧笑話
網媒《HKG報》針對庫斯克的文章廣
為流傳，通過電郵聯絡德國駐香港總領事
館，德國領事館在回覆中指，雖然未有看
到有關網上媒體的文章，但任何將香港警
察和猶太大屠殺的納粹德軍作比較都是完
全不恰當，並建議任何人在談論有關猶太
大屠殺事件前，先要了解清楚大屠殺究意
是什麼一回事，才可謹慎作出有關言論。
有反對派未查清楚，就將之與德國領事

館此前回應有警員失言的聲明混為一談，
聲稱上述的回覆信「造假」。
「香港眾志」立法會議員羅三七（羅冠

聰）就聲稱對方「扭曲是非黑白」，並號
召其支持者「一齊舉報無賴媒體」。一批
羅的盲粉也跟着瞎罵，「可唔可以叫德國
領事館告佢哋誹謗？」

有心水清的網民則在留言中提醒。
「Queenie Ding」說，「據了解，係有人
將庫斯克篇文send畀德國領事館，『舉
報』篇文將港警比喻為納粹德軍，然後收
到德國領事館回覆。呢篇係email回覆，
唔係尋（噚）日嘅聲明。」「Kai Wing」
也稱，「羅議員，你望下（吓）人地
（哋）講乜先啦！」

政研會批無知欠操守
香港政研會昨日則發出新聞稿，指《香
港01》、《852郵報》、《立場新聞》等
發佈邱兆麟的辱警文章，「文中以二戰德
國納粹兇徒比喻香港警隊，對警隊作出極
大侮辱，亦反映作者與4家媒體對歷史的
無知！」
他們稱，「作為負責任的傳媒機構，手
掌社會第四權，竟然以偏離事實的文字，

作出無理的政治控訴，這是一種公器私用
的政治打壓不同立場人士；沒有考證歷史
真相下，錯引用歷史悲劇抹黑香港警隊，
更是不負責任、不顧專業操守，直接打垮
整個新聞行業的公信力，我們予以最嚴厲
譴責。作者邱兆麟作為通識課老師，對歷
史如此無知，令人咋舌，更處處表現仇警
心態，如何能正確教導學童理性思考學
習？」
為此政研會今日會帶同歷史資料到相關

媒體的辦公室示威，責成對方好好學習歷
史，及事件反省和公開道歉，保證不再作
出傷害新聞專業及傷害香港公務員形象的
抹黑行為。
該會又會向邱兆麟任教的中華傳道會劉

永生中學反映情況，更不排除往後適當時
間在不影響學童學習情況下，到學校要求
解釋教學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多名所謂「通識名師」在警

察工會舉行支援七名警員的會員

大會後，貼文抹黑參與集會的警

員是「大屠殺中的納粹德軍」。

據網媒引述，德國駐香港總領事

館針對有關問題回覆指，「任何

將香港警察和猶太大屠殺的納粹

德軍作比較都是完全不恰當

的。」有民間團體今日發起遊

行，到發佈相關文章的網媒示

威，要求對方公開道歉，並會向

邱兆麟任教的中華傳道會劉永生

中學反映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國政府近
日向該國國會提交《香港問題半年報告》，其
中稱立法會的宣誓風波、「銅鑼灣書店」事件
等，「令港人及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落
實表示關注。」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發言人均強調，香港事務屬於中國內政，任
何外國無權干涉，並要求英國政府停止干預香
港事務。
英國政府在《香港問題半年報告》提到去年

發生立法會宣誓風波，其後引發的全國人大常
委會釋法，及特區政府入稟司法覆核要求取消
4名立法會議員的資格，銅鑼灣書店事件，以
至「香港眾志」秘書長被泰國拒絕入境一事，
稱「連串事件」令港人和國際社會對「一國兩
制」，以至《中英聯合聲明》保障港人權利和
自由表示「持續關注」。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答記者問時強調，

香港回歸20年來，中國中央政府全面貫徹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
針，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全力支持行
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香港繼續保持繁
榮穩定，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充分的權利和自
由。
耿爽表示，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
事務屬於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涉。「英
國政府在香港回歸後定期發表所謂《香港問題
半年報告》，我們一貫堅決反對。我們要求英
方不要發表有關報告，停止干預香港事務。」

特派員公署：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在答記者問時

強調，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全面貫徹「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
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一國兩制」實
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穩
定，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權利和自
由。中央政府貫徹「一國兩制」的決心堅定不
移，不會改變。
發言人說，「我願重申，香港是中國的特別

行政區，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
權干涉，英方對香港的所謂『責任』並不存
在。我們要求英方謹言慎行，停止干預香港事
務。」

英又搞「香港報告」
外交部促停止干預

「雙學」煽動違法「佔
中」，口口聲聲是為了

「公義」，所以不算是非法集會。不過，在
警務人員工會日前舉行特別會員大會，並強
調這並非法例規定的集會，故毋須事先向警
方申請時，「香港眾志」（中箭）就突然
「正義L」上身，在fb發佈短片抽水，稱根
據法例規定這次「集會」需要申請，但就抽
水抽着火水，被揶揄「佔中申請咗未」？
「眾志」在fb上載了一段短片，稱警員早

前的會員大會，符合法例定義的「集會」，
必須根據公安條例事先申請，更語帶侮辱地
標注到「呀sir做嘢洗（使）唔洗（使）你
教」、「有無人可以教我分黑社會同警
察」。
其實，大家可以討論呢次大會係咪需要申

請，但「眾志」就冇資格囉！網民「羅貫
文」留言恥笑道，「講到佔中有申請咁。叻

叻豬。」
「Leo Tung」也說，「無申請即是違法，
（『雙學』）拉咗未？自首未？聰sir（『眾
志』主席羅冠聰）落孖葉（手銬）未？」

■記者 羅旦

中箭抽水抽火水
被窒「佔中」申請未？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警察

隊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此前爭取就侮
辱公職人員罪行立法，多個公務員工會
均表支持。繼政府人員協會後，香港政
府華員會昨日亦表明，支持員佐級協會
立法的要求，並強調立法保障公務員免
受侮辱不應再拖延。

3年來侮辱公務員變本加厲
華員會在聲明中引述員佐級協會指，
2013年7月，旺角鬧市發生女教師以粗言
穢語辱罵執勤警務人員，華員會指，事
件至今3年多，儘管侮辱公務員的情況更
甚，當局仍未能切實回應員佐級協會及
華員會當年立法保障公務員免受無理侮
辱的要求。

有助制暴與社會和諧
該會強調，執法人員倘因怕受侮辱而
害怕執法，將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有
可能導致執法水平下降，而這種遷怒與

辱罵公務員的行徑有所上升及惡化的趨
勢，令許多公務員已視前線職位為畏途
與厭惡性職務，士氣大受影響。
過去3年來，該會多次要求當局除修訂

現行相關法例，及在參考現有法院案例
和醫院管理局等機構的附例後立法，給
予公務員在執法或提供服務時更大的保
障，阻嚇及遏制無理侮辱或語言暴力，
及改善社會氛圍。
華員會表明，支持員佐級協會重新要
求訂立侮辱公職人員罪，以保障公務員
有尊嚴及有效執法與提供服務，同時呼
籲港人應堅持文明、理性、法治的核心
價值，向無理侮辱及語言暴力說
「不」，共建和諧社會。

澳門警支持保障執法者權利
澳門警察協會近日也在facebook發帖，

指該會及澳門海關人員協會對香港警
察，在2014年違法「佔中」期間執行法
律賦予的職責時，受到嚴重侮辱、挑

釁、襲擊、甚至連基本休息時間也沒有
的狀態及壓力下，精神以及身體等各方
面均受到嚴重打擊。但違法「佔中」結
束後，「竟有七名警察兄弟被送往司法
機關接受審訊後即時入獄，而且沒有緩
刑可言」，此舉對執法的警察而言是極
大的傷害。
該會強調，倘警員在執行警務工作時

不被尊重，甚至被人以言語侮辱更受到
嚴重的襲擊，但得不到廣大市民支持和
其他機關所認同時，執法人員就會害怕
執法，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工作情緒
可能會因此而導致執法水平下降，社會
治安穩定與安寧就難得到保障，故支持
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要求立法保護香港
前線執法人員的權利。
另外，就近日「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
會創建人暨退役同僚聯會」宣佈會籌款
支援7名警員，並在街頭舉行簽名行動，
員佐級協會發表聲明，指該團體舉辦的
一切活動一概與協會無關。

華員會挺訂辱警罪 捍衛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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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眾志」fb「抽水抽着火水」。 fb截圖

■香港政研會發起遊行反對「納粹」言論。fb截圖

■三七未查證就「撐飯蓋」，終成「死雞」。 fb截圖■網媒HKG報轉載德國領事批評以「納粹」比喻警察的聲明。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