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3名「自決派」立法會議員羅冠聰、陳志全及

朱凱廸，日前高調跑到台灣，出席由「台獨」政黨「時代力量」發起的「台灣國

會關注香港民主連線」（「連線」）成立活動，並聲言香港問題「很需要國際關

注與支持」，引起本港政界人士嚴厲批評，但3人否認是與「台獨」串連。其中

「人民力量」的陳志全（慢必）昨日出席《城市論壇》就辯稱，自己從無講過支

持「港獨」，聲言出席由「台獨」政黨發起的活動是「正常交流」。同場的工聯

會議員黃國健就批駁指出，羅冠聰、陳志全及朱凱廸3人高調參與由「台獨」政

黨「時代力量」為推手的平台，且「自稱」代表香港特區立法機關，並不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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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網絡上興
起一股「退款
潮」，事緣隨着

「熱普城」內鬥進入白熱化階段，雙方陣營
互揭陰私、泥漿摔角，再加上鄭松泰將支持
者嘲諷為「白痴」，這些都令不少網民心灰
意冷，過去不時捐款資助黃毓民、黃洋達的
網台，現在自然要求「回水」，其中尤其以
黃洋達的《熱血時報》損失最為慘重，在這
場內鬥中可說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不過說這是一場內鬥，其實不算準確，鬥

確實有鬥，但主動的從來都是黃毓民，是他
借被網民狙擊、借收陰司紙、借秘密錄音等
事件發難，將黃洋達、鄭松泰往死裡打，很
明顯，這是一場有計劃的「清黨」行動，目
的是要反擊黃洋達的步步進逼，在過程中因
為鄭松泰最終選擇了黃洋達的一邊，於是被
黃毓民順手收拾，而陳雲等投機人士亦一併
「處理」。經此一役，「熱普城」將不復存
在，繼社民連、「人民力量」之後，黃毓民
第三次完成了「清黨」。
這次「清黨」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早前

黃毓民所謂退出政壇，根本只是煙幕，甚至可
能是引蛇出洞的陽謀。如果他真的退出政壇，
真會如此猛打黃洋達、鄭松泰？他近月的表現
絲毫沒有退隱之象，反而是動作頻頻，四處開
火，何來退隱之意？這次「清黨」行動不過是
眼見大權旁落，於是以退為進，設下陷阱，將
黃洋達一鋪清袋。論權謀，「熱血公民」一眾
三流人物怎可能鬥得過「教主」？
然而，黃毓民「清黨」之後又再變成無兵
司令，政治力量大減。所以，筆者聽聞黃毓
民「清黨」之前，已計劃與「青年新政」以

至「本土民主前線」合作。在上屆立法會選
舉，兩邊陣營為了議席雖然殺得面紅耳赤，
但黃毓民其實與他們過節不深，不少「青
政」、「本民前」人士亦一直視黃毓民為偶
像。因此，當黃毓民發覺黃洋達逐漸不受控
制之時，隨即有了「換人」之意，而在立法
會宣誓一役元氣大傷的「青政」自然成為其
首選。據悉，黃毓民早前已私底下接觸「青
政」，並提及之後的九龍西補選部署。屆
時，黃毓民將會支持游蕙禎或其他「青政」
人士參選，包括署名支持、為其站台等，目
的是通過協助「青政」取回議席，讓黃毓民
做「太上皇」。假如「青政」最終沒有合適
人選，黃毓民甚至不排除親自掛帥。
其實，黃毓民這種合縱連橫手段，多年來

早已屢見不鮮，在社民連被陶君行邊緣化，

他隨即找來「馬草泥」等人發動「倒閣」，
及後「倒閣」失敗他馬上成立「人民力
量」，扶植劉嘉鴻做「兒皇帝」。在「人民
力量」失勢之時，他又找來黃洋達、陳雲組
成「熱普城」。現在黃洋達又變成了「反骨
仔」，他再找來「青政」，又有何出奇呢？
況且「青政」已淪為過街老鼠，巴不得有黃
毓民來扶他們一把，彼此各有所求，於是即
將到來的九西補選，就是黃毓民與「青政」
的首度合作。
黃毓民目的很清楚，不論是「清黨」或是
連結「青政」，都是為了翻身，為了重奪政
治能量，從而撈取利益。沒有議席的黃毓
民，什麼也不是，連黃洋達及「熱血公民」
的嘍囉都可以對他隨意嘲諷，借「青年新
政」翻身，也是迫不得已。

黃毓民借「青年新政」翻身？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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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陳唱衰「一國兩制」罔顧事實自打耳光

美國國會今年5月3日召開聽證會，
就香港回歸中國20年、落實「一國兩
制」情況邀請李柱銘、黃之鋒、彭定康
等人「作證」。黃之鋒接過李柱銘的衣
缽，成為新一代唱衰「一國兩制」的代
表人物，被本港輿論批評為風頭蓋過李
柱銘的「漢奸2.0」。李柱銘與陳方安
生此類一貫唱衰「一國兩制」的「前
輩」，看來是不甘寂寞、不甘落伍、不
甘老去，在香港回歸20周年前夕，在
陳方安生牽頭的公民實踐培育基金舉辦
的論壇上，李陳二人丟人現眼，「一唱
一和」唱衰「一國兩制」。

李陳唱衰「一國兩制」早有前科
李柱銘、陳方安生罔顧事實唱衰「一

國兩制」，早有前科。2014年 4月 4
日，陳方安生和李柱銘與美國副總統拜
登在白宮高調會面，李陳二人向拜登
「告洋狀」，指香港「一國兩制」受到
削弱。事後白宮副總統辦公室發表聲明

指會面「並非事先安排」，拜登只是
「順道」與李陳二人見面，這是心虛理
虧和自相矛盾。拜登「順道」會見李
陳，絕非「偶遇」，恰恰相反是美國政
府的精心安排。李陳二人此行到美國國
會與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CECC）出
席「圓桌會議」、「聽證會」，到「美
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出席會
議等，這些行程顯然是美國政府的精心
安排。堂堂美國副總統竟然不敢光明正
大地去會見李陳二人，而要以「順道」
掩蓋其偷偷摸摸的行為，說明美國政府
干預「一國兩制」名不正言不順，難
免閃爍其詞。李陳二人當年4月13日晚
返港，一落機就遭到一批自發的市民示
威，面對群情激憤，李陳感到了心虛理
虧。

老調重彈不斷自打耳光
李陳一貫唱衰「一國兩制」劣跡斑

斑，但卻一直在不斷自打耳光，例如回

歸前李柱銘曾自言會於回歸後入獄，但
正如獲邀出席論壇的前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指出，回歸前不少人作出悲觀預測但
從未實現，他舉例指李柱銘曾預計回歸
後將坐監，但廿年過去「仲未坐監」，
「仲好自由，可以去美國鬧下北京」，
相信李柱銘有生之年，都不會因政治罪
入獄。
李柱銘從上世紀90年代起，差不多

年年赴美唱衰香港和「一國兩制」，其
謬論翻來覆去老調重彈，早就令港人聽
之生厭。例如，1989年6月23日，李
柱銘在美國眾議院人權委員會聽證會上
說：「英國將五百五十萬港人交還中
國，就像二次大戰時將五百五十萬猶太
人交還納粹德國。」他誣衊說1997年7
月1日的來臨，「就如縱火狂手持燃燒
的火炬竄入你家，燒毀你的家園」。事
實是，香港回歸20年來，「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巨大成功，憲法
和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有效運

行，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國際社會給予
高度評價。

思維混亂邏輯錯謬
李柱銘聲稱，在現今政府中，沒有

官員敢為維護「一國兩制」中的高度
自治權而發聲，他直指若身處彭定康
時代，彭定康必會發聲。這首先是他
21年前所謂「傀儡政府」的老調重
彈，其次是顯示李柱銘思維混亂邏輯
錯謬。
李柱銘老調重彈是，21年前的1996

年4月17日，李柱銘在美國華盛頓傳統
基金會及克雷芒研究所發表演說時聲
稱：「所謂『一國兩制』及『港人治
港』已經名存實亡，而1997年自由的
香港將由受高度控制的傀儡政府所控
制。」事實上，基本法指明的「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確實是高瞻遠矚，20年
來，特區政府在並不順暢有時甚至相當
艱難的環境中，仍能保持香港的繁榮穩
定，更且在持續繁榮方面取得相當的成
績。
李柱銘思維混亂邏輯錯謬表現在，他

聲稱若身處彭定康時代，彭定康必會為
維護「一國兩制」中的高度自治權發

聲。李柱銘有冇搞錯？彭定康身體力行
的是殖民獨裁港督統治，若他會為維護
「一國兩制」中的高度自治權發聲，那
麼他就應該趁早滾蛋，而不是賴到
1997年7月1日來臨之時才心有不甘離
開香港。李柱銘欲唱衰「一國兩制」反
倒唱衰了自己。

縱容「港獨」的罪魁禍首
李柱銘誣衊說，香港回歸20年後最

大問題，是中聯辦一直干預香港事
務，激發部分港人主張「港獨」云
云。李柱銘顛倒是非，將「港獨」責
任推到中聯辦身上，實際是包庇縱容
「港獨」。李陳等反對派人士先是說，
「港獨」很大程度上是由特首梁振英做
出來，因為梁振英嚴重撕裂社會、製造
矛盾云云，現在李柱銘又誣衊說，「港
獨」是中聯辦激發出來，這完全是混賬
邏輯，無賴伎倆，安插罪名，不擇手
段。實際上，李柱銘、陳方安生、黎
智英、陳日君等香港「四人幫」和反
對派，才是包庇縱容「港獨」導致其
蔓延擴大，才是處心積慮破壞「一國
兩制」，才是香港今天面對分化撕裂
困局的罪魁禍首。

李柱銘、陳方安生唱衰「一國兩制」是罔顧事實，實際上香港民主自由不斷進

步。李柱銘曾自言會於回歸後入獄，但事實上至今他仍享有自由，更有空間赴美國

攻擊中央政府；李柱銘顛倒是非，將「港獨」責任推到中聯辦身上，實際是包庇縱容「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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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黎智英真的
碰不得？
黎智英身為

傳媒老闆，早前公然爆粗辱罵及涉嫌
恐嚇《東方日報》記者，連日來受到
社會譴責，但一向標榜崇尚民主、捍
衛新聞自由的反對派，竟然集體失
聲，齊齊保護「金主」。
黎智英與反對派的「黑金門」一
直以來都是社會上的公開秘密，他
曾多次被揭發秘密捐款給公民黨及

民主黨等多個反對派政黨及人士。
反對派議員作為公職人員，收取黎
智英巨款而不申報、不交代捐款用
途時有發生，「長毛」一案的表面
證供亦已成立。
每當在議會上一提到新聞自由，反

對派議員必定振振有詞，抽水炒作，
上綱上線，但對於「金主」辱罵記者
一事，就隻字不提，裝聾扮啞，「受
人錢財，替人消災」，恰如赤裸裸的
政治交易。

記協龜縮 應變「記怯」
反對派雙重標準不足為奇，令人心

寒的是，記協作為專為新聞從業員而
設的業界組織，本應為傳媒工作者主
持公道，捍衛記者尊嚴。過去有傳媒
人受襲、受辱，記協定必挺身而出，
舉辦大遊行、召開記者會或高調發表
聲明譴責惡行。
但對黎智英今次爆粗恐嚇記者、踐

踏新聞自由之惡行，記協卻表現龜

縮，只於多日後才發出簡短聲明回
應，又以警方跟進為由，拒絕譴責黎
智英。
記協持雙重標準，姑息惡行、助
紂為虐，選擇性地維護記者，漠視
新聞自由及基本人權，已失去捍衛
「第四權」的功能，應該改名為
「記怯」。
本港新聞自由指數下跌，記協主席

岑倚蘭曾一度在訪問中，呼籲傳媒高
層檢討有否自我審查的情況，及思考
本港新聞自由狀況下降的因由。未知
反對派和記協又會否自己檢討一下，
是否都存在自我審查的情況？

肥佬黎辱記者 反對派記協噤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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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派」狡辯無播「獨」
死口唔認勾「台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第十三屆「無家
者世界盃」（又稱「露宿者世界盃」）4人籌款
賽反應熱烈，吸引各界27支球隊在旺角麥花臣
球場冒雨大戰，為8月遠征挪威首都奧斯陸的香
港代表隊籌得約30萬元經費。不同政見的議員
組成議員隊，昨日與香港隊進行了友誼賽，並在
外援幫助下以2比1險勝。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為冠軍隊伍頒獎，她致辭時表示，希望未來各
界人士能如參加足球賽般放下政見共同努力，創
造更多合作空間，幫助弱勢群體。

讚跨黨派議員組球隊具啟發
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過去十幾年，只要有時

間都一定出席「無家者世界盃」活動，其他扶助
弱勢的活動也樂於參加。因為，她認為，作為政
府官員需要不斷了解社會各階層的需要，聆聽各
群體的訴求。林鄭月娥又表示，「無家者世界
盃」可以吸引不同政見的議員組成球隊參賽，這
很有啟發意義，希望各界人士都有這種精神，求
同存異，齊心締造更多合作空間，扶助弱勢群
體，推動香港發展。她並預祝香港代表隊在奧斯
陸取得好成績。
和富社企會長李宗德致辭時表示，林鄭月娥多

年來致力扶助弱勢，充滿關愛和包容。他又說，
每個市民都愛家、愛香港，相信林鄭月娥未來能
凝聚不同階層，實現大家建立更美好社會的夢
想。

何喜華讚林太長年身體力行
社協主任何喜華表示，2003年有位官員對他

說，社會和政府有責任在一些市民處於人生低谷
時伸把手，陪伴他們走過最艱難的幾步，而這官
員就是林鄭月娥。他說，十幾年來林鄭月娥也一
直這樣做，盡她的能力調配資源扶助弱勢，僅僅
社協就在與政府合作下，援助了數千名露宿者。
不過他指露宿者依然很多。他希望新一屆政府在
住房和構建社會安全網上加把勁，別再讓市民露
宿街頭，「這個賽事舉辦了13年，我真心希望
明年不用再舉辦這個比賽。」

本次賽事由香港街頭足球主辦，和富社會企業及香港社區組
織協會（社協）合辦，總冠軍曙光盃由多名現役本港球星組成
的夢想A隊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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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為第十三屆「無家者世界盃」頒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陳志 全 昨 日 出 席 《 城 市 論
壇》，繼續將事件淡化。他

稱，「台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連線」
是台灣「立法院」轄下的「事務委員
會」，性質與香港立法會的小組委員
會相似，透過一個平台，「關注」民
主、法治等，並非討論「統獨」問題
云云，但卻無視該「連線」的名字將
台灣「立法院」稱為台灣「國會」的
事實。
陳又稱，現時「連線」被打為「台

獨」組織，如果他們及支持者均被打
為推動不同程度的分離主義的話，則

是否稍為對「一國兩制」有「不同理
解」時，便會變成推動「港獨」的前
奏，這樣只將大家推到對立的層面上
云云。

黃國健：赴台言行不恰當
同場的黃國健反駁指出，政治講

觀感。根據羅冠聰facebook，他在出
席活動當日聲言「台灣一直都是我
們的盟友」、又形容大家在「佔
領」行動上「我們互相聲援、互相
支持；運動領袖也互相交流學習和
關注」等。

黃國健指出，3名立法會議員高調
參與由「台獨」政黨「時代力量」為
推手的平台，及羅冠聰的「盟友」
論，均不恰當。
黃國健更質疑，3名立法會議員
「自稱」代表香港特區立法機關，按
理是否須取得全體立法會授權後，才
能夠出席該活動。陳志全則稱，自己
是以個人身份出席，更扯到民建聯9
年前曾訪台的問題。
黃國健就表示，自己不能代表民建

聯發言，但指出民建聯並無像羅冠
聰，說「台灣一直係我哋嘅盟友」的

言論。
對於主持人加入「護航」謂，有份

出席活動的黃之鋒亦無表示支持「台
獨」或「港獨」，黃國健就說：「有
啲嘢大家心裡有數。」

鄧飛：縱觀立場明顯勾結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鄧飛則指出，

羅冠聰的組織「香港眾志」，一直以
來明確支持香港「前途自決」，今次
又出席「台獨」組織的活動，令人有
合理聯想，3人是勾結「台獨」勢
力。

■黃國健與鄧飛昨批評陳志全等勾結「台獨」。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