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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特區政
府新班子出爐。
此前捧林貶梁的

《蘋果日報》立即變臉，發表社論說，「林
鄭隊」比「狼英隊」更弱，「攻不銳、守不
穩」，吹響攻擊林鄭班子的集結號。民主黨
的涂謹申更貶低新班子是「二流班子」，

「比梁振英5年前的班子更差」，再次暴露
反對派的本色：為反而反。
今年的特首選舉，《蘋果日報》及反對派

力捧鬍鬚曾，當時他們已經醞釀了一個「曾
班子」，期望鬍鬚曾獲勝，這個受《蘋果日
報》及反對派操控的「曾班子」可順理成章
掌握香港政權，奪得香港管治權。結果，林

鄭取得了777票大勝，《蘋果日報》及反對
派如意算盤落空了。於是他們拉攏林鄭，企
圖令林鄭組班時，接納「曾班子」的幹將。
《蘋果日報》曾發表一則「林鄭將會吸收

大批『泛民』進入新班子」的消息，列舉一
個名單，以假亂真，混淆視聽。他們一方面
攻擊梁振英班子的官員「能力不濟、民望低

企」，另一方面開展所謂「大和解」攻勢，
表面上讚揚林鄭，實質上脅迫林鄭接受反對
派屬意的人選。
言下之意，如果林鄭不接受反對派的名

單，將來就沒有「大和解」，只有更激烈的
對抗。如今林鄭公佈正式的班子名單，反對
派「逼宮」計劃落空，當然老羞成怒，大罵
出口，涂謹申嘲諷新班子是「二流班子」，
既有為計劃胎死腹中哭喪的意思，更有「吃
不到葡萄」的妒忌心態。
林鄭新班子有心有力有承擔，不懼「熱

廚房」迎難而上，《蘋果日報》及反對派

立馬撕下虛偽面紗，把林鄭新班子踩到一
文不值，連「梁班子都不如」。除此之
外，《蘋果日報》及反對派必將全面攻擊
林鄭的施政，尤其是破壞香港與內地的合
作，包括給香港帶來巨大機遇的「一帶一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反對派還會狙
擊高鐵「一地兩檢」，要令高鐵變成「廢
鐵」；還會阻撓兩地的科技、金融、專業
服務的融合。《蘋果日報》及反對派抗拒
「一國」、阻礙發展的舉動，和台灣民進
黨如出一轍，說「港獨」沒有勾結「台
獨」，誰會相信？

《蘋果日報》為反而反攻擊新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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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班子有心有力有承擔 關鍵時刻挑起治港重擔

國務院任命香港特區第五屆政府的主
要官員。21位由中央任命的主要官員
中，除一位由社會人士新晉政府之外，
其他都是由上屆政府續任或從公務員系
統轉任，社會大眾對他們都不陌生。

治港新班子不求明星求實幹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稱似乎大家認為班
子「沒什麼驚喜」，但「沒什麼驚喜等
於沒什麼驚嚇」，她形容班子是一支熟
悉政府運作、擁有豐富行政經驗的實幹
型團隊，承諾新班子會以新角度、新方
式、新手法回應市民訴求。
在3司13局，除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是唯一外來新血，3位司長留
任，其餘局長不是留任，就是從政務官
中擢升或調任，跟外界期待引入新血、
新思維、新觀點有一定差別，這大概是
「沒什麼驚喜」之處。但是，在當前的
政治生態和熱廚房效應下，林鄭能夠組

成一個實幹、熟悉政府運作、擁有豐富
行政經驗，認同林鄭施政理念和管治新
風格的新班子，畢竟是好事。治港新班
子不求明星求實幹，一支有豐富公務歷
練和共事經驗的管治團隊，毋須磨合
期，更易盡快進入施政順暢運作，這的
確是沒驚喜等於沒驚嚇，亦即俗諺說
「無事就是福」、「無事就是好事」。

新一屆行會有「星光」有「看點」
林鄭昨日還公佈了新一屆行政會議成員

名單，除了16名司局長問責官員，另外有
16名非官守成員，當中有6名新人加入。
林鄭說，行政會議成員是行政長官最重要
的政策顧問，16名非官守成員在不同範疇
擁有豐富經驗，相信他們的真知灼見能夠
協助她作出重要的政策決定。
在新一屆行會中，包括建制派主要政

黨，其中民建聯及經民聯各有2名成員。
比起主要官員名單，可見一些「星光熠

熠」的面孔，也有一些政治上的「看
點」，例如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及民主
思路召集人湯家驊，獲邀加入行會。
林鄭參選時，被質疑缺乏財金經驗，

林鄭則強調其競選團隊有三大財金「靠
山」，包括任志剛及兩名現任行會成員
陳智思和史美倫。現在3人一同獲邀加
盟及留任行會，再加上港交所主席周松
崗也留任，4人將一同輔助新政府在財
金及經濟方面的施政。
湯家驊早前表示，目前社會對立，無

論政府或「泛民」都有責任，如特首願
意向反對派招手，反對派應用負責任的
心態思考，從政並非為了永遠做反對
派。其實，前民主黨成員羅致光也是從
政府外加盟的新成員，他曾擔任扶貧委
員會轄下關愛基金主席，現將執掌勞工
及福利局。羅致光亦擁有「泛民」背
景，他表示加入政府沒有掙扎，日後會
繼續與「泛民」及建制派溝通。

羅致光被中央任命為主要官員及湯家
驊獲邀加入行會，證實了林鄭早先表明
的立場，組班會廣納賢能，考慮不同政
治光譜的人士。林鄭用人唯才，不分黨
派，既有利集思廣益，落實管治新思維
和新哲學，更有效服務市民，亦有利團
結社會、修補撕裂，方向上值得肯定。

新班子要具體落實施政藍圖
林鄭表示：「我組織管治團隊的原則

是廣納賢能、用人唯才，獲委任的每一
位主要官員都是有心、有力、有承
擔。」
香港正處在關鍵發展時期，面臨問題

千頭萬緒，新班子有心有力有承擔，關
鍵時刻挑起治港重擔。林鄭月娥在競選
期間公佈的完整政綱，提出四大願景：
「讓孩子在有啟發和具創意的關懷環境
中健康、愉快成長；讓年青一代有機會
各展所長，創造美好人生；讓中壯年有
穩定而富滿足感的生活環境，為家庭和
事業打拚；讓年長一代安享黃金歲
月。」林鄭突出了管治新風格、政府新
角色、理財新哲學等一整套全新的施政
理念，並就房屋、教育、醫療、青年發
展等範疇提出了許多新政策構思。要落
實林鄭的四大願景和施政藍圖，需要新

班子把施政願景和政策構思，變成切實
可行的政策方案，並且以與時俱進的創
新手法去推動落實。

新班子要迎接挑戰抓住機遇
香港正面臨巨大挑戰和機遇，香港要

積極融入國家的發展，依託內地，借勢
而為。現在國家有三大發展戰略都跟香
港密切相關，對香港來說都是重大利
好，蘊藏巨大的商機。包括「一帶一
路」建設、人民幣國際化、粵港澳大灣
區城市群規劃和建設。在中國經濟強勁
發展的快車上，國家已為香港預留了座
位，關鍵就看香港能不能有效對接，能
不能善用香港所長，服務國家之需，從
而在參與和助力國家發展戰略的過程中
實現自身更大的發展。這需要新班子拿
出最大的勇氣和智慧，去迎接挑戰、抓
住機遇。
本港正處於歷史上一個關鍵時期，新

一屆政府上場在即，內部各種民生問題
日益凸顯，社會更要和衷共濟。社會各
界應登高望遠顧全大局，以國家和香港
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為大前提，去化解矛
盾與彌合分歧，支持新一屆特區政府帶
領市民迎難而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和發展。

有豐富公務歷練和共事經驗的新班子，可馬上做事，毋須磨合期，更易盡快順

暢施政。新一屆行政會議成員在不同範疇擁有豐富經驗，他們的真知灼見能協助

林鄭月娥作出重要的政策決定。香港正處在關鍵發展時期，面臨的問題千頭萬緒，新班子有心有力

有承擔，在關鍵歷史時刻挑起治港重擔。社會各界應積極支持新一屆特區政府帶領市民和衷共濟，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

0��
�

楊莉珊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北京市政協常委

身為「熱狗」主席的立法會議員蟲泰（鄭松泰），早前被爆出話「公眾都係白癡」的錄音後，有一班「熱狗」試圖

幫他「漂白」，話係斷章取義、抹黑咁話。不過，心裡面嗰句一定冇可能長時間忍得住，在立法會選舉時與蟲泰拍檔

參選、自稱「水媽」的「熱狗」張耀心，近日就發帖稱，「香港只剩下『熱城』是最後的人類」喎，當然被群起而攻，「嗰班街坊喺你

『熱血公民』嘅眼中，既白癡又唔係人……何苦戴上面具，扮作親民，搞什麼『地區工作』，折墮到要『跪地餼豬乸』呃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被嘲去外星建「新香港」
Shawn Yam：最後人類？睇得高
達多呀？新人類咩！

Alvin Hung：熱血少年軍上大帽山
等 外 星 人 駕 駛 飛 碟 接 走 佢 地
（哋），係（喺）外星建設「新香
港」。

Zilo Mok：當一班人自稱擁有世上
唯一真理，代表與真理越走越遠。

Mark San：邪教。好快走上集體
自毀既（嘅）路。喂，仲係「熱
狗」既（嘅）人，清醒Ｄ（啲），
退黨保平安啊～！

Terry Chan：放心，佢地（哋）
唔會集體自殺㗎，佢地（哋）要
錢走佬之嘛！由頭到尾都係錢。
選到咪名正言順問政府拎囉！未
選到咪係（問）D（啲）「港豬」
拎囉！

Hati Li：你唔熟佢地（哋）姐
（啫），佢地（哋）上年二月前一
直都係咁架（㗎）啦，係（喺）選
舉扮下（吓）蟹姐（啫）。

Ho Kiu Leung：真心，建議佢地
（哋）繼續話人，繼續口出狂言，
同滅黨嘅距離又近左（咗）好多
囉。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無敵神駒」仇思達等一眾「本
民青政狗」追住「熱狗」來

咬，包括起底近日頻頻落區的鄭松泰
議員辦事處阿公岩社區主任黃敬業，
及屏山南社區主任鍾雪兒，就係搞
「清算」嘅人，又質疑蟲泰話過「公
眾都係白癡」，佢哋落區都係為咗選
舉而虛與委蛇，選到選唔到都會咬你
班「港豬」一啖，要小心提防，上演
了一幕又一幕「獨派」的狗咬狗骨戲
碼。
所謂「豬一樣的隊友」，幾個「熱
狗」口中忍住唔再口出惡言，但「水
媽」呢位阿嬋近日發帖，話「香港只
剩下『熱城』是最後的人類，『土
共』、『親共』、『泛民』、『泛本
土』都是吸血的怪物，其他人會是將
被犧牲的傀儡」咁話。即係話，只要
唔係「熱狗」，無論你立場如何都唔
算係人喎。嘩，納粹黨喺最瘋狂時都
好似冇話過，唔入黨就唔係人噃，睇
嚟「熱狗」真係惡過納粹黨。
仇思達當然唔放過呢個機會，cap

圖兼發帖道：「繼鄭松泰謾罵『大
（公）眾係白癡』之後，在選舉名單
緊隨其後的『水媽』張耀心，竟稱
『香港只剩下「熱城」是最後的人
類』，即係話唔支持『熱城』就唔係

人。……全世界都唔係人，得佢哋
『熱狗』同『青城派』先係人喎。」
他批評，「一個口出狂言、妄自尊

大、目中無人嘅政黨，又何苦戴上面
具，扮作親民，搞什麼『地區工
作』，折墮到要『跪地餼豬乸』呃
票？嗰班街坊喺你『熱血公民』嘅眼
中，既白癡又唔係人，市民啲票『熱
狗』唔好要喇，費事要咗背脊骨
落。」

仇思達批參選扮親民呃票
仇思達又揶揄，「成班嚴重中二病

人，幻想『世界將我包圍，誓死都一
齊，壯觀得有如懸崖的婚禮』。希望
佢地（哋）唔會好似國外邪教咁，最
後走上集體自殺之路。」有網民就留
言笑稱，「熱狗」一向都係咁，又揶
揄搵錢最重要，佢哋點捨得自殺吖。
此前被仇思達追殺的網民「陳到」

黃敬業，就試圖掛起「免戰牌」，稱
「由於所謂的罵戰已經對本人家人做
成困擾，故一直用的個人戶口已關
閉，以保護家人」。不過，他就忍唔
住再發一帖，為自己搞所謂「關愛座
獵人」辯護，話自己唔係「仇老」，
「係覺得依（𠵱 ）家關愛座既（嘅）
現象好荒謬，我們選擇坐下，係希望

社會重回正常會禮讓的風氣。……我
都唔仇老，咁幫長者量血壓，又有幾
虛偽呢？」
仇思達就引用黃敬業此前的帖文反

擊：「你推住架BB車，點解要同班
老人『眼神對峙』，迫人讓座俾
（畀）你陳到？你個仔咪坐緊BB車
囉，根本就（係）你條×街想坐！咁
都未算，條×樣（黃敬業）仲要用架
BB車『唔小心轆到人地（哋）對
鞋』，然後扮嘢『道歉』，之後就話
自己個仔『大笑』、『父子心有靈
犀』，咪即係專登囉！×你個街，呢
啲心腸歹毒嘅賤人，真係唔好走去扮
關心社群啦。兩面三刀，佛口蛇心，
人唔笑『熱狗』都吠。」

「藍鳳凰」爆辱罵長者還拖
話說回來，鬧人哋衰人嗰啲，其實

都唔見得係好人。「熱城」支持者
「藍鳳凰」就上載一幅仇思達及其
「益友」辱罵長者的帖文截圖，以其
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實，大家都
係一擔擔，就不用分得那樣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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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泰拍檔罵市民
不做「熱狗」不是人

即將卸任的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昨日接受
電視台訪問，回顧5

年任期內的工作及爭議，由「國教風波」、
TSA（全港性系統評估），以至近年的校園
「港獨」議題等，他慨嘆現時不少教育事件都
被泛政治化，令教育被政治凌駕，期望有關討
論可以回歸教育專業。而他最高興的，是成功
爭取在今年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

反對派炒作國教掀恐慌
吳克儉於 2012 年甫上任即面對「國教風
波」，他認為是政治氣候炒熱了國教，當時社
會有人將國教形容成「洗腦」，因而引起部分
家長恐慌。
就有人質疑他在國教事件中「躲在林鄭月

娥身後」，未有主動多作解釋，他表示，當
時自己成為反對派中人的主要攻擊對象，往
往涉及一些惡意中傷或特別的無根據指控，
「如果我因為企位，而覺得我『躲在』她後
面，這是否事實？誰人出來講最多國民教育
呢？當超越教育到了政治層面，其他同事便
要出來幫手。」

他任內持續時間最長的爭議是TSA，吳克儉認為，因
個別學校或家長希望孩子「贏在起跑線」，故可能有過
度操練，但評估對收集教學數據有幫助，又指很多反對
聲音都沒有事實根據。他又提到於立法會公聽會上，有
學生指有很多家課問題，但未有進一步解釋，令他不知
道該如何跟進。
回顧5年任期，吳克儉最擔心的是「政治凌駕教

育」，「泛政治化真的很厲害，令一些好的政策或措施
不能盡快推行。」他又指，香港不可以繼續蹉跎歲月，
否則不進則退。

校園防「獨」須斬釘截鐵
校園「港獨」亦是其中一個涉及政治的教育議題，吳

克儉指，至今沒有收到任何有關教師在校內鼓吹「港
獨」的投訴，而他強調，預防「港獨」是大是大非，要
清晰及斬釘截鐵地講出來，不容違法違憲的「港獨」思
想向心智未成熟的學生散播。
被問及外界冠予自己不少花名，他相信香港人有高素

養，會看到他5年來做過的事：「如果百分之一百的人
都鍾意你，這個才是問題，因為人人要求都不同。」他
又透露，自己在退任後要去「真旅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溫仲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
制工作委員會擬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草
案）》，已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草案內容涉及倘
有人在公共場合惡意修改國歌歌詞或故意以歪曲、貶損
方式奏唱國歌，損害國歌莊嚴形象，可被公安機關拘留
15天以下。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歡迎有關的立
法，並估計有關法例倘獲通過，很大可能會透過基本法
附件三引入香港，惟仍須本地立法以切合香港實際情
況，如改變其中的行政拘留刑罰等。即使立法會否決本
地立法，《國歌法》仍會通過附件三適用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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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料港引入《國歌法》

■「藍鳳凰」上載仇思達有份辱罵長
者的帖文截圖來還擊。 fb圖片

■「水媽」辱罵港人的帖文，被仇思達截圖上載到fb。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