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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論」的出籠與夭折說明了什麼？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日前在報章訪問時
拋出一個所謂的「大和解」方案，建議
特首運用權力，特赦非法「佔中」中所
有參與者，同時赦免「七警」和退休警
司朱經緯。公民黨黨魁楊岳橋立即表示
贊同，強調特赦必須「無條件」。此事
旋即惹來社會各界一片批評之聲，胡志
偉「認衰」，收回言論並公開道歉，楊
岳橋亦迅速轉軚，稱要自我反省及檢
討。
「特赦論」的突然出籠，折射出反對

派已經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既缺少政
治智慧，拿不出讓人信服的方案，更喪
失政治良心，竟然無視法治底線。而
胡、楊快速認衰，說明香港社會對那些
違反法治精神的離譜主張已經有了「免
疫力」，愛國愛港力量正在不斷壯大。

某些反對派人士無法治底線
和政治良心
法治精神是香港必須維護的核心價
值。此乃廣大市民的共識。胡志偉竟然
拋出了一個公然違背法治精神的「特赦
論」。「特赦」是基於觸犯刑律者，經
法庭判決而入罪獲刑後，行政長官才能
運用其權力特赦在囚人士。當下，除了
個別與「佔中」相關人士獲判刑外，警

方對違法「佔中」的偵查行動仍在進
行，不排除有更多人涉案被檢控。在尚
未審判的情況下，就宣佈特赦所有「佔
中」者，就等於行政機關侵犯了司法機
關的權力，反對派平時經常攻擊特區政
府「越權」，這一次，為了自保，竟然
不顧法治底線，出了這麼一個餿主意，
荒唐之極！如果按這個餿主意行事，更
是向社會釋放了一個錯誤的信號：在香
港，可以撇開法治做交易、搞和解、作
妥協。如此，則後患無窮！
政治人物要有政治品格、講政治良

心。這是從政的基本常識。楊岳橋以
「大狀」自居，又是公民黨黨魁，竟然
毫無政治品格可言，沒有政治良心。今
年二月底，他還在一篇名為《法治公義
與奶茶咖啡》的文章中寫到：「這就是
行之有效、我們服膺已久的法治制度。
無論你曾對社會有多大貢獻，犯了法，
就得面對公平的審判，在法庭以事實和
理據去說服法官或陪審團；若然對判刑
不服，還可以上訴，這其實是個極簡單
的概念，文明的香港人應該很容易明
白。」寫得多麼動人！然而，轉眼之
間，他就贊同「犧牲法治」，進行「政
治交易」。看來法律在他的手中僅僅是

一個道具而已，虛偽之極！

反對派已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
對於「特赦論」的出籠，胡志偉道歉

稱「未經深思熟慮」，楊岳橋則以「太
草率」來解釋。雖有敷衍公眾之意，但
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一個事實：特首選
舉之後，反對派已經處於黔驢技窮的地
步。
今次特首選舉中，反對派手握300多
張選票，足以提名兩位候選人，卻出人
意料地沒有派人參選。一方面說明，內
部難以達成共識；另一方面說明，反對
派缺少公眾認知度較高的人才。無奈之
際，他們只好在建制派中尋找代理人，
儘管採用了「挺曾」、「棄胡」之策，
「民調干擾」之舉，關鍵時刻還以「臥
底論」打壓參選人，但仍難以挽回頹
勢，「造王」、「流選」的目標均未實
現。機關算盡，卻顆粒無收，想起來也
是悲哀，反對派內部的加速分化是不可
避免的。
「出來混，遲早要還的」。這個時

候，反對派近三年前欠下的一筆孽債，
也到了該還的時候。反對派策劃的非法
「佔中」，歷時79天，造成交通擁

堵，店舖停業，股市下挫，市民搵食艱
難，香港形象蒙羞，經濟損失逾百億港
元。「佔中三丑」一開始就打「公民
抗命」、「違法達義」旗號，非法的性
質不容狡辯。現在，非法「佔中」有約
1000人受到檢控，需要承擔法律後果
的有100多人，其中不乏某些反對派政
黨的大佬。當此時也，「救人」要緊，
他們已顧不得曾經說過的漂亮話了，顧
不得臉面和良心了，顧不得當初在「佔
領地」的基本事實，急急忙忙拋出了
「特赦論」。貌似為求「大和解」，其
實為求自救。「七警」加上退休警司朱
經緯共8人，而受到檢控的非法「佔
中」者約1000人，以8人的特赦換取
1000人的特赦，對於反對派來說，這
筆生意太划算了吧！他們以為公眾都看
不清其中的「利潤空間」，「技窮」如
此，不僅「傻得可愛」，還傻得可嘆而
又可悲！

社會各界和市民的「免疫力」
明顯提高
與以往反對派炒作的議題不同，此番

「特赦論」一出籠，就受到社會各界和
許多市民的一致批評，僅一天時間，胡
志偉、楊岳橋就公開道歉，收回各自言
論。這說明，香港社會各界和市民們明
辨是非，對違憲違法的言論高度警惕，
「免疫力」明顯提升，愛國愛港力量不
斷壯大。
歷經風雨，方見彩虹。正是經歷了近

三年來的政治爭拗，讓港人對「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有了全面
準確的理解，對中央確
保「一國兩制」不走
樣、不變形的決心和誠
意有了更清晰的把握，
對香港值得驕傲的法治
精神更加珍惜，對「港
獨」勢力深惡痛絕，對反對派操縱社會
輿論的伎倆了如指掌。事實勝於雄辯。
經歷了一個個政治事件，讓廣大市民變
得更加聰明。曾記否？當「港獨」言論
在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上出現的時
候，反對派極力為其辯護，說是「學術
自由」，後來的事實證明，「港獨」沒
有停留在「學術」範疇，而是真刀真槍
地上了街頭；曾記否？反對派炒作「李
波事件」，說「內地公安赴港捉人」，
後來李波自己站出來說，沒有此事，是
自願去內地。反對派根據自己的需要，
時而捕風捉影、小題大做，時而見贓不
認、大題小做，一開始還可以嚇唬人，
時間久了就被人看穿，最終信用破產。
隨反對派信用破產，愛國愛港力量不

斷壯大，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認識到，
「一國」的原則不容改變、不容挑戰，任
何企圖挑戰中央權威、挑戰基本法權威、
挑戰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做法，都
是違背法治精神的、都是徒勞無益的。香
港的出路在於：發揮「一國」優勢，收取
「兩制」紅利。「特赦論」的迅速夭折是
一個好兆頭，預示香港在今後的路上會
走得更好、更穩、更舒坦！

「特赦論」的突然出籠，說明某些反對派人士沒有法治底線、缺少理性思考、喪失政治良心，從

中可以看出特首選舉之後，反對派已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特赦論」的快速夭折，說明香港社會

各界和廣大市民「免疫力」明顯提高，愛國愛港力量不斷壯大。這是一個好兆頭，預示香港今後的

路會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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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赦論」掀內戰
各界批獨裁爭私利

曾任曾俊華政治助理、曾
俊華競選特首時的主要智囊

羅永聰，原來不單「吸like」叻，「吸嬲嬲」的
功力也非常強勁，「啲『嬲嬲』今次真係上到鼻
度！」在近日一場閉門分享會上，羅永聰大爆他
如何在選舉期間「玩弄民意」，稱特首選舉期間
成功獲得民主黨、公民黨的支持，同時「isolate
（孤立）了『長毛』（梁國雄）和阿廸（朱凱
廸）」，令「『佔中』的人都調轉立場支持『阿
sir』」，「咁就bingo（成功）」云云。有網民
揶揄一眾「薯粉」：「你叫得自己做『薯粉』，
人地（哋）咪當你係實驗品做薯片囉。」

自詡綁住鴿訟 孤立「長毛阿廸」
羅永聰前晚出席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舉行

的題為「2017特首選舉點滴」閉門分享會。據
網媒《香港獨立媒體》報道，羅在會上稱，曾
俊華的團隊在分析支持者時，認為「深黃」
（激進反對派）的支持是曾俊華沒辦法拿到
的，因為朱凱廸和「香港眾志」羅冠聰等人已
表明不會投予曾俊華，故確認「淺藍」和「淺
黃」才是曾俊華的重點市場。
他續稱，在獲得民主黨的支持後，團隊已立

刻發出聲明，指要維護國家利益和爭取更廣泛
的政治光譜支持等，便是要對中央表態，「今
次不是玩選舉，而是和中央交涉。」事後有公
民黨高層向他表示：「你真係玩死我哋。」
羅永聰不諱言，在成功獲得民主黨、公民黨

支持後，「加上isolate（孤立） 了『長毛』
（梁國雄）和阿廸（朱凱廸）」，已接近成
功，「如果『佔中』的人都調轉立場支持『阿
sir』，咁就bingo（成功）。」

「薯粉」嬲爆 有人施壓撤稿
被人當做「豬」咁玩，不少反對派支持者當然
「嬲嬲豬」。「Juanjaime Lam」稱：「你叫得
自己做『薯粉』，人地（哋）咪當你係實驗品做
薯片囉。」「Alex Leung」也稱：「佢地（哋）
選舉經費係眾籌返嚟，又真係玩得幾過癮架
（㗎）！」「Janet Lui」則揶揄道：「『公關聖
手』衰公關，呢啲係咪叫善惡到頭終有報囉！」
羅永聰事後在 facebook 為此「道歉」，聲稱

以為活動閉門進行，「不引述，不報道」，「即
使是閉門分享，有些話我可能也是說多了，請見
諒我的不謹慎。」《香港獨立媒體》則在
facebook 回應指，記者經正常渠道向社總報名，
並獲告知可以報道，但不得錄影，而在報道刊出
後才獲悉講座閉門進行的說法，更稱不會「撤回
報道」，暗示有人提出了相關要求。

■記者 鄭治祖

自high玩弄民意
羅永聰惹嬲上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在
「佔領」期間，不斷煽動年輕人參與違法行
為，但就「人哋衝，自己鬆」。激進反對派政
黨社民連近日公開吸收「新血」，稱要培育他
們參與「抗爭」，似乎是在招「爛頭蟀」。有立
法會議員認為，政黨宣傳自己的政治理念實
無可厚非，但就呼籲參與者必須清晰分析所
有接收的信息，不要被他人利用。
社民連近日在社交平台宣傳所謂「社民連

2017抗爭青年實習計劃」，招募願意抗爭的
「有志之士」，對象主要為有志「改變社
會」的大專生，於6月初至8月底每周最少
兩至三天「學習」所謂的「左翼視野」、
「分配公義」及「社運歷史」等，還會參與
「政策研究」、「組織行動」云云。

劉國勳：社民連須講清後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指出，在「佔中」期間，激進反對派曾舉
辦類似的活動，教導年輕人所謂「佔領」的
「技巧」及方式。近期，法庭已將不少參與
「佔領」、「旺暴」者判囚，反映不論持什
麼理據，只要參與了違法行動，就需要接受
法治制裁，「社民連有否向年輕人講解需要
承受什麼後果？」他強調，自己雖然不認同
這些「抗爭」手法，但也不忍心看到年輕人
在不了解情況下，因觸犯嚴重罪行而斷送大

好前途，社民連必須明確交代他們所圖。

郭偉強籲正確分析免誤判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則指，所有政黨

都會推廣自己的政治理念、吸納政治新血，
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年輕人在參與這些活動
時必須小心謹慎，保持清晰頭腦，以開放思
維認清楚吸收的資料，作出正確分析，以免
接收到片面的資訊而作出錯誤的判斷。

社民連收𡃁 洗腦 政界籲青年「醒腦」

「熱普城」猛咁
搞內訌，真係食
花生都食滯。此

前不點名批評「熱城」頭目搞所謂「清黨」的「狗
主」黃毓民，近日終於在其網台節目中「開
名」，揶揄「城邦派國師」傻根（陳云根）：「佢
都冇黨，清咩黨？」他又在另一節目大讚與

「熱城」有積怨、和「青年新政」等友好的「港大
幫」提出的「理論」，「係一種思想、理論上既
（嘅）突破。」「熱城」中人質疑「狗主」此前話要
「退出政壇」，近日即頻頻鬧「熱城」，似乎是
想討好「青政」等，繼續「垂簾聽政」。

開名踩傻根 被鬧「老屎忽收皮」
「狗主」近日在其網台節目中再提到「熱城」
的「清黨」問題，更點名揶揄傻根「你都冇黨清
乜嘢黨」，但可能怕得罪「城邦」，所以補返
句，話傻根冇搞過佢網台「My Radio」啲「行
政人員」咁話喎。「熱城」中人「Al But」就狠批
「狗主」「全力護狗」，「終於忍唔住開陳雲
名……結論：毓民是盲炳，不辨是非，擇惡

固執，可以收皮。」
「Al But」又乘機為「熱狗前首領」黃洋達「賣
廣告」，「非常欣賞大亨，一方面沒有盲從師
父（黃毓民）去做錯事，另一方面低調不作回
應，也是人（仁）志（至）義盡了。」「Siulok
Chan」附和道，「大享雖然粗口爛舌，但卻尊
師重道，不作回應，有道義，希望老屎忽
（黃毓民）見好就收，適可而止啦！」
「Audrey Tang」也乘機為傻根「賣廣告」，
「陳雲前幾日先幫佢打過圓場，試圖為佢嘅
言論降溫，佢仲得寸進尺，燒埋去陳雲到
（度）。佢係咪年紀大唔記得咗自己讚過陳
雲清黨，趕走（被指曾抹黑傻根的網媒『本土
新聞』話事人之一）曾焯文之流做得好啊？」

網民譏「近補選 多邊落注」
云粉「藍鳳凰」其後發帖，引述「狗主」

在另一節目中稱，「要打破現時政治困局要
有突破。早幾年，港大班（幫）後生仔提出
民族論，我未必完全認同，就係一種思想、
理論上嘅突破。」
他揶揄「所謂姣婆守唔到寡」，「嗱，我

都話佢想痴（黐）本民青政㗎啦，真係補選
近了！」
「趙雲」也稱，「要講香港人無法在政治

上突破，說到唯一能在思想和理論上突破，
講（『港大幫』提出的）《民族論》而不提
自己一直推動的《城邦論》。看來後者已無
利用價值。」
「Mientje Torey」就質疑此前稱要「退出
政壇」的「狗主」另有所圖，「是否為青政
本民前參選前掃雷？」
「Larry Low」則揶揄，「毓民多邊落

注，不愧為政客。」 ■記者 羅旦

「狗主」鬧「熱城」為黐「青政」數？

陳勇：反映為私利不念法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
陳勇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胡志偉
在提出「特赦論」後備受批評，其他
反對派中人「聞到燶味」，立即與對
方劃清界線，可謂反面不認人，也是
「內部互爭政治話語權」的行為。批
評「特赦論」者當日提出要特赦「瀆
誓四丑」，現在則恍如患上「失憶
症」，變面技巧令人「嘆為觀止」。
他直指，反對派中人以為有政治水
可抽就會「唔執輸」，當發現市民唔
受時就會立即急轉軚，並借機群起而
攻，連自己人都冇情講，突顯這些人
只顧個人政治利益，而非為全局、法
治等範疇想。

梁志祥：互相攻擊撈政治本錢
民建聯議員梁志祥也指，狠批「特
赦論」的「自決派」，在特首選舉期
間就主動向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撤
銷針對「瀆誓四丑」的司法覆核來換

取「大和解」，證明反對派並非「不
屑」政治交易，只是為爭話語權而互
相攻擊，撈取政治本錢及個人利益，
毫無政治道德。他呼籲市民認清反對
派的嘴臉。

黃國健：爭利「亂噏」缺政治道德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坦言，反

對派陣營其實一直存在一套錯誤的思
想，即為求本身利益，可以不顧後果
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建議」，而在
聞到「燶味」時就急轉軚，甚至抨擊
「同路人」，是極缺乏政治道德之
舉。

許華傑：惹民怨即互卸「利字當頭」
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許華傑指，

反對派一直以政治掛帥，不講事實、
法治、社會安定，即使是同類事件，
倘感自己無法得益，就會群起攻擊。
「特赦論」因備受市民，特別是反對
派支持者批評，各反對派就互相指
責，明顯只是「利字當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主席胡志偉突然拋出「和解論」，遭各界

批評罔顧法治，「自決派」更群起攻之。其實，「自決派」在特首選舉期間，也

曾提出以撤銷4名「自決派」議員的司法覆核，作為換取與特區政府「和解」的建

議。多名政界人士昨日分析，包括「自決派」的反對派一直視法治如無物，是次

「特赦論」引發罵戰，實為反對派內部權鬥，其獨裁本質表露無遺，市民應認清

他們的真面目。

■陳勇揶揄變面技巧令
人「嘆為觀止」。

資料圖片

■梁志祥批反對派只是
為爭話語權而互相攻
擊。 資料圖片

■黃國健批反對派一直
只求本身利益。

資料圖片

■許華傑批反對派政治
掛帥，不講事實。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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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根為「清黨」自辯。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