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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戴 耀 廷 等
「佔中三丑」發
起的違法「佔

中」，視香港一直引以自豪的法治如草芥，
給香港法治、穩定帶來前所未見的衝擊。日
前，包括「佔中三丑」在內的9名「佔中」
搞手終於被警方落案起訴串謀和煽惑「公眾
妨擾罪」，彰顯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金科

玉律，更向以身試法的人傳遞強烈訊號，不
管有任何政治主張，不論目的多崇高，都不
能作出違法行為，不得越過法律的雷池半
步，否則必須承受法律的制裁。「佔中」搞
手當日有膽搞事，今日就要勇於承受罪責，
豈能以「政治檢控」為由，企圖走數。
為人處世的最基本態度，是每個成年人都必

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更何況是大學教授、牧

師及立法會議員等擁有尊崇地位的人物。港大
法律學者張達明指出，構成普通法之下「公眾
妨擾罪」的元素包括：被告人的行為不是法律
容許，行為包括可能危害公眾生命財產，或影
響公眾可共同使用的權利，例如霸佔公眾本來
可以使用的地方。縱觀以上元素，「佔中」毫
無疑問是一項徹頭徹尾的非法活動。「佔中」
剝奪了市民使用主要交通道路的權利；「佔中」

期間，消防及救護車因港九主要幹道被阻塞而
需要繞道，在中區能夠達12分鐘的召達時間
由92.5%急跌至61%，延遲足以令小火變成傷
亡慘重的災難；「佔中」期間，中環、金鐘、
銅鑼灣及尖沙咀商業區的銷售額全面下跌，對
零售業構成沉重打擊。事實證明，「佔中」對
公眾生命、財產構成極大威脅。
「佔中」搞手作為始作俑者，串謀、煽
惑他人「公眾妨擾罪」鐵證如山，他們竟然
厚顏地以似是而非的理由，指檢控是「政治
檢控」、時間敏感，作為他們推脫罪責的擋
箭牌，說穿了，他們「又要威又要帶頭
盔」，既要享受「佔中」的光環，又不肯承

擔刑責，試問世間可有這麼便宜的事？
「佔中」搞手被定罪是遲早的事，與其不
斷以政治迫害、撕裂社會等口號，歇斯底里
作最後掙扎，不如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
倘若「佔中」搞手執迷不悟，將自己應負的
責任推卸到特首及特區政府身上，只會令市
民失望，被市民唾棄。
日前，因參與旺角暴動而被判刑3年的港
大學生，在聽到聞判刑後潸然淚下；「佔
中」期間以鐵馬、渠蓋及石頭損毀立法會大
樓的4名男子亦在東區法院認罪。冀望「佔
中」搞手亦主動承認罪行，以行動顯示尊重
法治，尊重香港的社會核心價值。

「佔中」搞手不可恕 豈能借「政治檢控」走數
王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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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對胡官欠一個道歉

林鄭月娥在沒有太大懸念下，以777
票成為了香港第五任行政長官人選。在
1,163 張 有 效 票中，其得票率為
66.8%，曾俊華的365票與胡官的21票
加起來仍不及林鄭得票的一半。雖然都
是落敗者，21票「包尾」的胡官更顯得
落寞。手持180張提名票「入閘」，為
何最終只得到用手指加腳趾差不多就可
以點完的超低票數？這比起2012年的
何俊仁76票、2007年梁家傑123票都
要低很多（當時選委只有800人），胡
官也因此創下了一個新紀錄：成為香港
有史以來特首參選人中最低得票者。

是誰炮製了這場對胡官的「羞辱」？
是建制派嗎？顯然不是。在胡官拿到的
180個提名中，清一色的都是「民主
300+」的，即建制派陣營一票也沒
有。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既然
建制派對胡官是零提名，自然也就不存
在什麼建制派「跑票」、「鎅票」之
說。對此，胡官的心裡比任何人都清楚
明白的。

把胡官當「棋子」 無用即棄
「羞辱」胡官的，正正就是那些保送

其「入閘」的反對派，是他們不斷操弄

特首選舉、大玩雙重標準、陰謀「造
王」，把胡官「擺上了枱」。因為從一
開始，他們就只是把胡官當成一枚「棋
子」來利用。急時用下，無用即棄。
反對派是如何利用胡官的呢？戴耀廷

在去年就撰文，指策略投票雖不符合民
主精神，但卻是現在不可避免之
「惡」，一早就為反對派朝秦暮楚式的
投票標準搬龍門製造輿論。在提名階
段，為了在競選階段形成「二打一」圍
攻林鄭的態勢，反對派把提名票策略地
分配給了曾胡二人。當胡「入閘」目標
實現後，即迅速展開綑綁「造王」工
程，通過設立無公信力的PopVote為遺
棄胡官、「all-in」曾俊華找尋借口。為
了使這種「利用」更合理化，迫使「民
主300+」選委盡快歸邊，反對派「金

主」黎智英更是赤膊上陣，親自在報章
上撰文「揭露」胡官是「中共臥底」，
指責其參選是為了「鎅票」。
客觀地講，在三名候選人的政綱中，

胡官的政綱是最符合反對派「政治正
確」的標準，但奇怪的是，一向信奉
「政治正確」，習慣了站在「道德高
地」、盛氣凌人攻擊對手的反對派，今
次卻完完全全把其政治道德拋諸腦後。

為捧曾俊華拋棄政治道德
昔日反對派口中「最廢」的曾俊

華，今天卻因「造王」需要而結盟，
搖身一變忽然成為了他們的「偶像」
和「共主」，這種「華麗轉身」可笑
得令人噴飯！連一直批評曾俊華是
「守財奴」、「大右派」，不認同其

理財哲學的社福界反對派選委，也實
行「今天的我打倒昨日的我」，綑綁
票投曾俊華，還對着鏡頭大言不慚地
說是「策略需要」。胡官或許真的後
知後覺，臨到投票前一日才醒覺自己
「被玩」，在電視採訪中無奈地表達
不滿：如果我是他們（反對派）其中
一隻棋子，應該早些告訴我。
為了現實利益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反

對派把胡官「用完即棄」，連自己一貫
原則也都可以「策略性」改變。由此可
見，所謂「民主」也好、「民意」也
罷，只是他們爭名奪利、塗脂抹粉的伎
倆，在利益需要的時候，他們連同路人
都可以出賣，更遑論真心維護港人的利
益？反對派用自己的不恥行為「羞辱」
了胡官，他們對胡官欠一個道歉。

此次特首選舉，反對派由始至終把胡官當成「棋子」來利用。

急時用下，無用即棄。反對派連同路人都可以出賣，更遑論真心

維護港人的利益？反對派「羞辱」了胡官，欠胡官一個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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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屈中央干預選舉
議員批欲擾港亂華

德國駐港
總領事館

前日透過facebook發帖，祝賀林鄭月娥
當選下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人選。該帖
文指出，香港將首次和德國一樣，由女
性擔任領導人，並說香港是德國的重要
夥伴，「本館深信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德
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友好關係將繼續興
旺。」 ■文：甘瑜

賀 林 鄭 當 選

高永文未定去留 陳智思湯家驊受關注

史密夫在聲明中指，林鄭月娥明顯是中央
心目中的特首人選，她當選「令香港自

治和法治不斷被侵蝕的問題更難以解決」，
又聲言若在新一屆特區政府管治下，「香港
淪為另一個內地城市」，美國必須重新考慮
是否繼續賦予香港目前依據美國法律享有的
特權，呼籲林鄭要捍衛港人的權益和民主云
云。

梁志祥：選舉保密受規管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表示，行政長官
選舉為近1,200名選委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
來的，而整個投票過程都是保密及受到選舉
條例規管，並無干預的情況。他表示，魯比
奧及史密夫在作出評論之前，應拿出證據，
不能單靠一些反對派報紙的炒作，便肆意作
出一些不公平的指責，委員會應向選委道
歉。梁志祥還指出，若說干預，從今次選舉
過程中顯示，英美勢力透過其媒體及組織，
大力干預香港的選舉，質疑他們為何不自我

批評。

陸頌雄：挑撥對中央信任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強調，行政長官

選舉為香港特區政府的內部事務，美國政客
不應該干預。他又指出，有關指控並無任何
真憑實據，其手法完全是企圖打擊中央及特
區政府，屬於「圍堵中國」策略之一，藉各
種負面信息，挑撥市民不信任中央及特區政
府，從而搞亂香港，拖慢香港及國家的發
展。

陳健波：中央關注很正常
立法會財委會主席、會計界議員陳健波就
指出，香港為國家其中一個特別行政區，特
首選舉屬於一個很重要的事務，中央關注是

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他又說，在選舉期間各
參與團隊向選委拉票，以及不同陣營的支持
者發表各種評論，亦是很正常的做法。最終
各選委均按自己的判斷投下良心一票，根本
不存在任何干預的問題。

李世榮：凸顯美霸權行為
民建聯中委、沙田區議員李世榮指出，在

「一國兩制」下，國家關心地區選舉理所當
然。反之，有美國勢力撐腰的壹傳媒集團創
辦人黎智英，就多次利用其報章，公然干預
香港多場選舉；有共和黨背景的Mark Simon
多次協助黎智英處理「黑金」。美國的狼子
野心路人皆知，現反過來指責，以「教導」
口吻指指點點新任行政長官人選，完全凸顯
美國的霸權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美國又再干預香港內

部事務。美國國會及行政當

局中國委員會共同主席魯比

奧（Marco Rubio）及史密

夫（Christopher Smith），

就林鄭月娥當選新一任特首

人選發表聲明，聲稱今次行

政長官選舉，顯示了港人仍

然未能依法普選特首，「北

京亦明顯出手干擾今次選

舉」，形容「香港長期以來

的自主權急劇削弱」云云。

多名立法會議員批評，美國

不應干預別國的內部事務，

更認為一直以來美國透過不

同的手法，做出各種滋擾行

為，說明確一點，就是一種

「圍堵中國」策略，目的為

挑撥當地人民情緒，從而拖

慢政府施政，阻礙當地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鄭治祖）林鄭月娥當選特首，社
會隨即關注其籌組班底及現任官
員去向。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昨日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自
己對林太勝出選舉感到開心，相
信她會是一名有理念、有能力，
亦有領導才能的新特首。至於自
己的去留問題，他表示目前仍未
決定，但會在短期內決定並盡快
通知大家。
高永文又說，希望新一屆政府

在林太的領導下，獲得社會各界
支持，大家和衷共濟，令香港經
濟及民生服務等各方面，均能取
得有效的進展。

陳：願續為政府獻力
身兼行政會議成員、曾任林鄭

月娥競選辦主任的陳智思，昨日
出席西九管理局董事局會議後表

示，因之前一直忙於競選工程，
林太尚未與他接觸，討論加入新
政府班底。
他表示，若有機會希望繼續幫

政府做事，但其中最主要考慮因
素是個人職業方面，因時間關係
「一定不會考慮全職工作，如問
責官員等職務」。另他希望新政
府團隊邀請不同界別人才加入，
多些新面孔、新氣氛。

湯：無獲邀進新班子
此外，「民主思路」召集人湯

家驊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亦被
問及有關問題。他透露，有特首
候選人於選舉初期，曾邀請自己
參與其班子，但因當時未看清楚
對方的政綱及政治理念，未有答
應。他強調，特首當選人林鄭月
娥沒有邀請他加入其班子，但若
果可為香港前途出力，都應該考
慮。
對於坊間常以林鄭和落選的曾

俊華作比較，湯家驊認為，林太
的處事風格不會比曾俊華差，
「最低限度林鄭月娥在每次與我
們見面時，對於問題是會提出她
的解決方法；但曾俊華就不好意
思，他每次（進行）財政預算案
諮詢時都是不發一言。在『民主
派』裡面是有個笑話，見曾俊華
不如擺個紙牌喺度。」

特首選舉雖然已經結
束，但當然少不了「賽
後檢討」，包括選委的

取態。是次選舉中，反對派一反常態，走去支
持建制人選、表明要在「8．31」框架下重啟
政改及不做全民退保的曾俊華，與他們一貫立
場截然相反；反而與他們立場一致的退休法官
胡國興則被「用完即棄」。民建聯前日就這個
奇怪現象製圖放上facebook（見圖），直言反
對派表裡不一的行徑「確實令人摸不着頭
腦」，並加上「到底要『8．31』定唔要『8．
31』」、「到底想全民退保定不退保」、「民
主派撕裂的腦子」的標籤（hashtag）。
親激進「本土派」的網媒《輔仁媒體》總編

輯容樂其亦留言揶揄道︰「好喇wor（喎）你
地（哋），成日出埋曬（晒）啲post（帖文）
都駁唔到嘅！」

製圖揶揄「300+」反立場取態
近年網絡世界變成論政場地，民建聯的fb專

頁近期亦主動出擊。該黨fb前日就發帖寫道︰
「果（嗰）啲打著（着）民主旗號嘅『民主
300+』有票選委話要聽民意，最後『民投』結
果未出就決定全投曾俊華；口口聲聲不要『8
．31』，要全民退保，結果卻全投無論政綱及
理念都同佢哋背道而馳嘅曾俊華。『民主
300+』有票選委表裡不一嘅程度，確實令人摸
不著（着）頭腦。」

「呃Like」過千「本土人」都讚
該帖並附上圖表，對照曾俊華和胡國興在

「民主 300+」
訴求上的態度，
及最終投票意
向。
正所謂識睇就

要睇埋hashtag，
有 關 帖 文 嘅
hashtag 都相當
抵死，寫道「幸
好還有777名選
委心水清」、
「口裡說不」、
「到底要『8．
31』定唔要『8．31』」、「到底想全民退保
定不退保」、「民主派撕裂的腦子」。
有關帖文一出，反應熱烈，有逾千個「讚

好」和400多個「哈哈」。
容樂其就留言加入揶揄道︰「好喇 wor

（喎）你地（哋），成日出埋曬（晒）啲post
（帖文）都駁唔到嘅！」並偷圖轉載，又大讚
民記玩反對派玩到出神入化。
不少網民亦留言批評反對派。「Pat Tsui」

說︰「你地（哋）話，仲信唔信民主黨？」
「Edith Ho」就批評︰「『犯（泛）民』一向
都是精神分裂！」

工黨再一次不忿氣挑機留言︰「總好過打民
主建港旗號果（嗰）啲『阿爺』一吹雞咪又係
即刻跪低。」民記四両撥千斤道︰「你走啦，
我唔想搞大件事。」有網民隨即留言笑說︰
「民建聯 +1分。」「Michael Tai」則說︰
「工黨你都快亡黨啦。」 ■記者 甘瑜

民記譏反對派：投薯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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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榮李世榮

■陳智思表示，若有機會希望繼
續幫政府做事。 陳文華 攝

■■陳健波陳健波■■梁志祥梁志祥 ■■陸頌雄陸頌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