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號「法國佬」的張珈衍，本來一直是「熱狗」內部的中堅成

員，長期參與「熱狗」的行動，更曾因涉嫌衝擊立法會大樓而被

捕。不過，他近日大爆「狗達」（黃洋達）覺得被政府控告者會有「光環」，有利選

舉，故「好×鍾意啲人有案揹喺身」，要求他參選。結果女友向他提出分手，而且最

後還被「狗達」棄如敝屣，遂與「熱狗」決裂，而此舉令他的財政狀況出現問題，可

謂是「女人錢財兩失意」。所以話，加入「獨派」，「不可一，不可再」，否則定悔

之莫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斥狗達用完即棄
「法國佬」人財空

「法國佬」近日在「無敵神駒」仇思達的網
台節目上大爆「狗達」及「熱狗」的劣

行。自稱因為教車師傅的工作性質，甚少參與示威
遊行的「法國佬」聲稱，在違法「佔領」期間，
「狗達」分了一隊「紅旗」的人給他管理，負責做
「光復行動」、狙擊行動等，但他當時已經「不情
願」，「我愈出名，啲學生愈唔×搵我去學車，個
個禮拜去『光復』，見×到我上報紙，係人都以為
我轉×咗行，連我啲行家都以為我轉×咗行㗎
喎！」

日日有任務「請假」即冷待
為此，他決定向「狗達」提出要「請假」，「本

身我做緊嗰份工嘅問題，你仲要我個個禮拜去『光
復』，一三五去差館『聲援』，跟住唔知點樣二四
六又要開會講下次行動嘅嘢，×你老母，咁我做×
咩，咁我咪同黃洋達講囉：喂，畀兩個月時間我得
唔得，我想請兩個月假，唔掂喎，你都知我做邊行
㗎啦，我手停口停，你畀少少時間我啦，我間教車

公司真係執笠㗎啦！」
「法國佬」引述「狗達」回應稱：「咁你唔×使

做（『紅旗』『旗主』）啦，你鍾意自己留喺『熱
血政治』做主持，你老哥鍾意點就點！」言下之
意，是狗達對沒有利用價值的「手足」毫不尊重。

愛手下有案在身添「光環」
「法國佬」又憶述自己在違法「佔領」期間涉嫌

衝擊立法會大樓，並踢爆「狗達」當時已在盤算之
後的立法會選舉，「黃洋達佢好×鍾意啲人有案揹
喺身㗎嘛，可以選舉呀嘛！（點解？即係有『光
環』？）係呀，『佔領』嗰陣時，我仲未俾人拉嘅
時候，佢喺（『佔領區』）物資站已經叫我去選
啦。總之邊個手足衰咗嘅話，佢都講坐完出嚟咪選
囉！」
「法國佬」當時對此很不滿，心想：「×你老
母，嗰陣時『佔領』緊呀，講乜×嘢選舉啫！」到
去年立法會選舉，「狗達」在報名參選時前一天、
報名前最後6小時才找他去排參選名單，「喂！

唔×掂喎，要你選喎！」
「法國佬」稱，自己當時的女朋友極度不希望他

參與選舉，「女朋友之前曾斬釘截鐵同我講，你
咪×去選呀，分手㗎啦！」不過，他心想要「顧全
大局」，決意打電話給女友通知這個消息，最終女
友決定與他分手，「我女朋友收線前嘅最後一句說
話：你鍾意點就點啦！」

一時叫「抬轎」 轉頭又甩底
本來一心要助「狗達」出選，但數小時後卻又有

翻天覆地的改變：「狗達」當晚改口稱：「都係
唔×使要你（去選）啦，係呀！因為同天后娘娘擲
過聖杯，佢話無問題喎。」
「狗達」與「法國佬」積怨愈來愈深，其後更在

一次聚會上炮轟「法國佬」：「×你老母，叫你
條×樣選又唔×選！」「法國佬」當時向「狗達」
道歉：「對唔住囉，搵食呀嘛大佬！」「狗達」隨
即拍枱怒罵：「×你老母臭×，你要搵食？『班
長』唔使搵食？阿熙（前『熱狗』李政熙）唔使搵
食？阿力唔使搵食？×你老母臭×，我今時今日留
你身邊袋『課金』呀，我對唔×住班手足呀！」
「法國佬」稱，自己對此感到十分氣憤，揚言要

退回所有「課金」，不再在「熱血公民」做主持：
「我無咩所謂嗰時，我就一定唔×會袋㗎啦！我有
手有腳，我有搵錢能力，嗰8萬蚊，我借貴利都要
退啦！」他並訴苦稱，因當時長期參與「熱血公
民」的行動，令到他的財政狀況出現問題，「我
家都未×回到氣呀，我家都係乞米邊緣呀，嗰
8萬蚊我都係問銀行借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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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維園集會
上，壹傳媒老闆肥
佬黎（黎智英）公

然用粗口辱罵在場正常採訪工作的記者，更
語帶恐嚇：「我實搞你。」肥佬黎兇神惡煞，
頤指氣使，其實是「好事」多為，害怕受到
法律和上帝的懲罰，已經色厲內荏。
香港是法治之區，記者採訪、新聞自由受

法律保障，絕不允許任何人阻止正常採訪，
更不容許恐嚇記者。肥佬黎本身作為傳媒老
闆，平日道貌岸然，言必稱「新聞自由、言
論自由」。事實上，在他心目中，只有他和
反對派才配享受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是他
們獨有的特權，其他傳媒追訪他，就是大逆
不道，就要被「問候娘親」，就要等着「被
人搞」！

肥佬黎和反對派打着「民主自由」的旗號，
策動違法亂港的「佔中」行動。現在「佔中」
違法者逐個被送上法庭，肥佬黎被起訴的日子
漸近，是時候「找數」，他開始惶恐，害怕記
者追訪，擔心更多「黑底」被揭穿，用粗言穢
語恐嚇記者，就像「夜行吹口哨」一樣，不過
為掩飾惶惶不可終日的窘態。
最近，肥佬黎發表文章，大吹大擂話自己和

美國總統特朗普團隊中的鷹派關係如何密切，
如何獲得親切接見，長時間交談。肥佬黎無非
想說，「特朗普是我的靠山，美國肯定保我，
香港政府休想動我一條毛」。這當然是非常幼
稚和無法無天的想法。任何人如果用金錢收買
公職人員為自己的利益服務，這就是賄賂行為。
特朗普如今內外交困，自顧不暇。近日有報道
指，白宮主要幕僚為去留《巴黎協定》問題嚴
重分歧。「退派」以白宮首席智囊班農為首，
與力爭留在協定的「第一千金」伊萬卡、女婿
庫什納鬥得不亦樂乎，雙方過去數月都不斷安
排說客向特朗普痛陳利害，最終伊萬卡輸了。
肥佬黎算老幾？特朗普契仔或契弟？特朗普憑

什麼要保肥佬黎？
肥佬黎還以天主教徒自居。作為一個教
徒，務要遵守十誡，將慈愛施與世人，以彰
顯上帝對眾生的關愛。聖經說，教徒要事奉
上帝，「沒有人能事奉兩個主人：他或是要
恨這一個而愛一個，或是依附這一個而輕忽
那一個。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錢財。
（瑪六24）」肥佬黎根本是偽教徒，把金錢
當做上帝，用金錢控制反對派，策動反中亂
港，事件敗露了，就粗言穢語，窮兇極惡。
肥佬黎崇尚的是暴力、黑金，明顯違反十
誡。壞事做盡的人，不可能上天堂，只會受
末日審判，去應該去的地方。

肥佬黎爆粗兇記者色厲內荏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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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要有北望神州的國家視野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日出席名為「為
夢想出發」的青年主題活動在致辭時表
示，香港青年要實現夢想，必須了解
「一國兩制」方針和中國國情，認清香
港對國家的戰略定位，擁有寬廣、超越
香港的視野，而國際視野之外，首先要
有北望神州的國家視野，才能找到發展
機會。

「本土」分裂思潮謀切斷香港與祖國的關係
張曉明指出，近年香港的「本土」

分裂思潮誤導青年，故有必要強調青
年了解香港與國家的關係，希望本港
青年正確認識「一國兩制」方針，
「了解內地重大發展戰略，清楚香港
怎樣與內地休戚與共，才能找到香港
戰略定位」。

清朝文學家龔自珍說：「滅人之國，
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綱紀，必
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
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必先去其史。」
「本土」分裂思潮正是要切斷中國歷史
文化臍帶，切斷香港與祖國血脈相連的
聯繫，切斷香港年輕人對國家民族的認
同，要從香港青年的頭腦裡抹掉中國、
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印記，使香港青
年不能正確認識「一國兩制」方針，以
及與國家關係。但是，香港青年如果對
國家民族沒有了解和認同，怎麼能抓住
國家發展的機遇拓展自己的出路？

中國夢與香港青年息息相關
祖國命運和個人成長有着密切的關

係，祖國的命運也就是每一個中國人的

命運。為了實現中國夢，近代的中國仁
人志士百折不撓。習近平主席指出，今
天中國人民感到無比自豪的是，我們比
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目標，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人的
夙願，我們說的中國夢，就是這個民族
夙願的生動表述。
中國夢與包括香港青年在內的每一個

中國人息息相關，擁有夢想的國家會光
芒四射，擁有夢想的人生會絢麗多彩。
有哲人說：「人生中，擁有夢想比有財
富更有價值，財富總有用盡的一天，而
夢想則每時每刻都在不停地創造着財
富。」張曉明強調，香港繁榮穩定是中
國夢的重要部分，而陪伴特區成長的青
年，日後將管理特區，提醒他們要為實
現中國夢奮鬥。

夢想需要孕育、夢想需要行動、夢想
需要延續、夢想需要責任、夢想更需要
超越。提醒香港青年要為實現中國夢奮
鬥，不僅是香港青年團體的責任，也是
政府、社會、學校、傳媒和家長的責
任。政府、社會、學校、傳媒和家長，
都應該激勵香港青年志存高遠，腳踏實
地，有北望神州的國家視野，抓緊國家
發展的機遇，拓展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理
想。

香港青年要了解國家重大發展戰略
張曉明強調，香港青年了解內地重大

發展戰略，清楚香港怎樣與內地休戚與
共，才能找到香港戰略定位。回歸20
年來，香港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都同
內地的發展不可分割。越來越多的香港
人認識到，祖國的強大，是香港的靠
山，香港依靠內地才有發展。「一帶一
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
「互聯網＋」、「中國製造2025」和
「國家大數據」等國家重大發展戰略，

是香港的巨大機遇，也為香港青年實現
人生夢想拓展越來越廣闊的空間。
香港青年宜擴闊思維，了解國家重大

發展戰略，掌握內地最新發展的資料，
更好地開拓個人未來的發展空間。香港
青年還應多嘗試親身體驗內地生活文
化，一方面建立人脈網絡，一方面提升
個人的適應力。香港青年應該有堅定的
理念，要看到國家的發展一定會為年輕
人的發展提供更多便利，要更好地從知
識、做人做事等方面充實完善自己，要
加深與內地年輕人的交流，更多地了解
國情。
香港與內地融合已是大勢所趨，國情

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拓展香港青
年北望神州的國家視野，讓香港青年認
識在兩地融合過程中他們的發展空間和
機會。香港市場規模有限，產業單一，
限制了香港青年的發展空間。結合兩地
融合趨勢推動國情教育，能夠增強香港
青年對國家、香港和自己個人前途的信
心。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強調，香港青年要實現夢想，必須首先有北望神州的國家視野，才能找到發展

機會。的確，認識祖國就是認識未來，不懂中國就是不懂世界，香港年輕一代應放開懷抱，去認識

今日的中國，才能找到發展機會，拓展自己的人生事業和理想。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港珠澳大橋香港段早
前爆出石屎測試涉嫌造假事
件。特首梁振英昨日表示，
事發至今，特區政府已在大
橋的結構關鍵位置進行俗稱
「打石屎槍」的非破壞性混
凝土結構強度測試，所有測
試結果均顯示混凝土沒有問
題。他強調，政府非常重視
大橋安全問題，這是「目前
首要做的工作」，並會重視
及跟進與測試公司及政府內
部問題。

首要確保結構無問題
梁振英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

回應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工程的
混凝土測試涉嫌造假事件時
表示，政府已在大橋的結構
關鍵位置，進行俗稱「打石
屎槍」的非破壞性混凝土結
構強度測試，所有測試結果均
顯示混凝土沒有問題。

他強調，政府非常重視港
珠澳大橋的結構安全，首要
工作是確保受影響工程的混
凝土結構沒有問題，並會繼
續跟進涉事的外判試驗所和
相關問題，並向公眾發放最
新消息。
被問及近日有大學生公然

否認自己是中國人，梁振英
強調，香港是國家一部分，
絕大多數市民包括大學生都
是中國人民，而作為中國人
民一分子，香港市民應積極
為國家未來發展貢獻自己的
力量。「無論他們（否認中
國人身份的大學生）自己怎
樣想，社會人士包括國際社
會都會看待他們為中國人。
即使有一些香港朋友拿着外
國護照去到外國，事實上，
外國的朋友不看你的護照，
看你的姓名，看你的文化背
景，看你的出身，都當你是
中國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
佳）回歸20年，香港基本法
也實施了20年。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回顧時
表示，「一國兩制」及香港
基本法的初衷是確保國家統
一和領土完整，同時保持香
港的繁榮和穩定，如今已完
全落實，故香港基本法是成
功實施。她強調，香港基本
法是新事物，碰到困難並不
奇怪，但有些人是故意不明
白或不接受香港基本法。
中通社昨日發表了梁愛詩

的訪問。梁愛詩指出，實施
香港基本法，讓香港特區比港
英時期有了許多進步。如在民
主發展方面，選出特首的選舉
委員會，由最初的400人增加
到現在的1,200人；第六屆立

法會的直選議席，也從三分
之一增加至一半；2012年開
始，所有選民在立法會選舉
中都有兩票。而在港英時
期，港督是由英國委派，並
無諮詢香港市民，立法局也
在1985年才有部分選舉。
她續說，按照香港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及
循序漸進的原則，香港特區
的選舉其實在不斷增加民主
成分，「很遺憾的是，受到
反對派綑綁式的阻撓，2015
年的政改未能成功。」

凸顯張德江講話非常必要
梁愛詩坦言，香港基本法
是一個新事物，碰到困難並
不奇怪，尤其香港是一個自
由社會，「但有些人是對基
本法不明白，有些人是故意
不明白或不接受。」故此，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
江在上月「紀念香港基本法
實施20周年座談會」上的重
要講話，才顯得非常必要。
「 大 浪 淘 沙 ， 始 見 真

金。」她認為，20年過去，
希望外界不要以香港遇到多
少挑戰和困難來衡量特區的
成敗，而是要看到香港如何
應付這些挑戰，能否克服困
難，吸收經驗。

特首：重視港珠澳橋安全

詩姐批有人扮懵不接受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新一屆青年民建
聯委員會前晚舉行第一次會議，選出副主席、秘書
長及今屆新增的副秘書長，當中有不少新面孔，包

括由將軍澳社區幹事胡綽謙擔任副主席。蟬聯主席
的顏汶羽表示，新增多名副秘書長可令更多青年參
與青民的領導工作，青民會繼續為青年發聲，並讓

青年可以議政論政。
顏汶羽早前已獲民建聯中委會再度委任為第七屆

青民主席，另外28人自動當選為青民委員會委員。
委員會昨日舉行首次會議，選出5名副主席，一名秘
書長及6名副秘書長。最後，副主席由關浩洋、招
文亮、林琳及張思穎連任，並新增胡綽謙。秘書長
由李均強出任；副秘書長由陳壇丹、植潔鈴、蕭煒
忠、賴嘉汶、鍾秀賢及鍾健峰出任。
包括主席在內的29名委員，平均年齡29歲，其

中有6名女性，逾八成擁有大學學歷，69%為學士，
17%擁有碩士或更高學歷。
顏汶羽表示，今屆青民多了很多新面孔，笑言自

己忽然變了「老鬼」，期望新一屆委員能為青民帶
來新思維。而為了讓更多青年參與青民的領導工
作，新增了數個副秘書長，幫手做好不同方面的青年
工作。他強調，青民肩負着重要使命，從不敢有一刻
的鬆懈，但求做好每一件事，他們會繼續為青年發聲
及搭建平台，讓青年可以參與其中，議政論政。

青民換屆 新面孔多

■青年民
建聯新一
屆領導層
增加不少
新面孔。
青民供圖

■梁愛詩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