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區議員

都會話「民生

無小事」，但對某部分區議員嚟

講，鬥掛橫額同爭功勞先至係大

事。立法會新界東極大可能舉行

補選，各有意參選者以至其「樁

腳」已經開打。有意參加補選的

范國威、鄭家富、方國珊，其

「馬仔」黎銘澤、陳展浚同張美

雄近日就喺網上打口水戰，焦點

又係話有人亂掛橫額、扮「成

功」爭取等等，仲四周巡去影人

「罪證」，區議員係咪真係咁得

閒呀？難怪唔少居民大嘆，係咪

區內已經冇晒民生問題要佢哋用

精力去處理，所以呢啲議員先咁

多時間去為雞毛蒜皮嘅事嘥時間

去狗咬狗骨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鄭家富的「樁腳」、前民主黨成員陳展
浚，早前為掛橫額一事與同樣有意參

加補選的「新民主同盟」范國威的「馬
仔」、現任軍寶區區議員黎銘澤在fb發爆
發罵戰。近日，阿陳生向方國珊發炮，話
尚德邨居民長年飽受冷氣機滴水、高空擲
物困擾，而晾衫架位於廚房，部分人就在
尚德廣明附近的大草地晾曬衣物，但「康
城方議員（方國珊）竟然投訴」、「雖然
係（喺）公眾地方晾曬係會影響市容，但
如果倒果為因嘅（話），作為議員真係好
過份（分）」等等。

違規掛橫額被拍照成「罪證」
方國珊的拍檔，環保南區議員張美雄
其後發帖反擊，攞返陳展浚俾黎銘澤投
訴違規掛橫額一事來講，並上載了一張

陳和鄭家富掛街頭橫額的照片作為證
據：「黎議員（黎銘澤），唔單止你受
害。呢位陳生違規的Banner掛完石角路
之後，再掛首都。全區都見到佢違規
Banner的足跡，請自重吧！」
陳展浚也不甘示弱，在fb連發兩帖，先

再打黎銘澤：「黎生一百步笑人五十步都
算，仲要走去違掛安全島，影響交通安全，
阻礙行車視線，新同盟就係自己點做都得
人吔（哋）就唔得！」他同日上載了張和
方國珊掛在街頭的橫額照片，標註道「補
選近了你們應當悔改」，話方國珊同張美
雄「雙重標準」，「你吔（哋）係違規嘅
始祖走去話人違規。」

張美雄還拖 罵陳展浚「無恥」
張美雄就借第二件事還拖。佢上載了陳

展浚話康城站設立恒生理財中心後，將會
繼續保留櫃員機的單張，及「回帶」稱此
事是他在去年9月10日去信後「成功爭取」

得來的，話陳展浚「邀功」是「人無恥則
無敵」：「星期二出左（咗）個post講解
康城站店舖安排，點知今日俾陳生照抄印
單張派，仲懶到連內容都無改，圖片也照
Copy……陳生連信都無出過，周圍話自己
成功爭取恆（恒）生銀行櫃員機，無恥的
程度比禮義廉更甚。」

陳反擊 鬧張無故製造事端
陳展浚就鬧張美雄無故製造事端，發

帖稱：「康城站新店舖安排，早於五月
在康城各討論區已經公佈，並非什麼獨
家資訊。請問是否任何人一出post，便
佔領了該議題，任何人提及便是不能
呢？況且恆（恒）生新櫃員機剛啓用，
很多居民搞不清楚，所以小弟以資訊形
式向居民滙報，並沒有稱什麼成功爭
取，更有不少街坊證實我沒有說。……
希望大家為社區做事，不要因立場和黨
派之分，無理抹黑攻擊其他人。」

沙田區議員、「新退黨同盟」的麥潤
培也加把口批評陳展浚：「呢件垃圾出
曬（晒）名垃圾架（㗎）啦！」網民
「Hin Leung」則稱：「此組織係偽本
土，與鄭家富、（自認『獨派』的沙田
區議員）陳國強有關。」
不過，網民「Gary Yau」就留言揶
揄：「佢大佬阿方姐（方國珊）咪又係
咁上下，不用分那麼細。」「Fred Li」
也稱：「兩家人都是單料同（銅）煲，
有咩好爭。」「Candy Tong」更批評張
美雄：「最怕就係依（）d（啲）你
鬧我我鬧你嘅議員，你真係當普通市民
又傻又盲？陳展俊（浚）依（）d
（啲）鬼鼠（祟）人大家都知，反而張
美雄依（）次真係自暴其短！」
各區議員咁樣打來打去，相信到補選

會更精彩。唔係住將軍澳嘅，可以食花
生食得好開心，但對將軍澳居民嚟講，
就真係唔知畀咩反應好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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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行 國 民 教
育，天經地義，
香港回歸祖國之

後，更是理所當然。由於種種原因，這個工
作，不如理想。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視察期
間指出，「在推動市民認識國家歷史和民族
文化方面有待加強」，切中要害，發人深
省。
回想回歸之初，社會對「一國兩制」的認
識比較薄弱，尤其是對「一國」的理解，更

為不足。有些學校並不懸掛國旗，更遑論會
舉行國慶活動。大抵有見及此，當年教育局
曾要求各校推行國教，指出這是教育工作者
應該肩負的責任。其後教育局對推行國教的
組織（例如國民教育中心）予以資助，社會
輿論亦支持國教。
然而，2012年出現的「國教風波」，震

動了社會，不少家長受到誤導，將國教與
「洗腦」畫上等號。教育局被迫擱置國教課
程及其指引。國教從此日漸減弱，這就形成

國家近年迅速發展與香港青少年認識嚴重滯
後的巨大落差。「佔中」、「港獨」等違法
行徑，接踵而至，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產
生的。
習主席所指的「有待加強」，不正是「有

所不足」的正面提點嗎？我們要承認和正視
這個缺陷，務必扭轉這個薄弱環節。回歸20
年的歷史證明，國教不僅必要，且應認真推
行，這需要拿出具體的辦法予以落實。
政府機關帶頭推動，無疑至關重要。特首

林鄭月娥日前明確指出要在幼兒階段培養
「我是中國人」的概念，還要使中史科成為
初中的必修科。這就表明：新一屆特區政府
重視國教，推行國教。教育界獲得這個訊
息，是不是也要作出積極的回應呢？
國教如何推行，這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問

題。現在大家傾向於潛移默化式，而政府亦
沒有硬性規定一套課程。官民取得了這個共
識之後，應就推行的方式方法，提出意見，
以免流於空談。在此，需要克服一些障礙。
有人擔心國教變為政治主張的宣傳。這是

不必要的。習主席指有待加強的教育應指國
家歷史和民族文化，這無疑是國民教育的範
疇，並不涉及「政治主張」。香港是多元化
社會，人們政見有所不同，不足為奇，這並

不排斥我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既然大家都
是中國人，自己應該認識國家的歷史和文
化，培養和增添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這是
古今中外的國家和民族的應有之義，別有用
心者刻意把它歪曲為洗腦，實際是從根本上
反對國教，完全是錯誤的。
有人擔心國教走說教式的硬灌，這是不

必要的顧慮。教育工作者誰不知道硬灌不
受學生歡迎，甚至會產生反效果？推行國
教，大家都贊成根據青少年的特點，採用
靈活生動的方式方法，除了說理，還有直
觀體現，例如安排參觀訪問、舉辦國慶活
動、進行升國旗日、唱國歌儀式等等，更
可融合於各學科教學之中，這都符合「潛
移默化」的要求。

排除障礙 推動國教
桂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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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煽動「港獨」暴露外部勢力居心

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之際，英國外
交大臣約翰遜聲稱，英國對香港及中英
聯合聲明的承諾，與20年前一樣堅
定。與此同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也聲
稱，美方支持香港民主體制繼續向前發
展云云。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表示，
「現在香港已經回歸祖國懷抱20年，《中
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
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
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英方對
回歸後的香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
權，希望上述人士認清現實。」
陸慷說出的是鐵一樣的事實和無可辯
駁的法理，但總有人不願意認清現實，
曾經在美國軍事情報機關工作5年的
Anders Corr在《福布斯》撰文，題為
「美國及歐盟應該為香港要求民主及獨

立」，內文聲稱只有公共及國際社會施
壓，方能確保中方遵守《中英聯合聲
明》，又呼籲歐美支持「香港獨立」，
甚至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以達到「香港
獨立」目的。

Anders Corr歪曲聯合聲明
Anders Corr不僅不願意認清現實，
而且大發白日夢囈稱聯合聲明的目的
是「香港獨立」。但《中英聯合聲
明》有哪一條寫明是要達到「香港獨
立」目的？相反，聯合聲明第一條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
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第二條
是「聯合王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
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
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
政策的第一款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

一和領土完整，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
和現實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在
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
立香港特別行政區。」Anders Corr把
聯合聲明的目的說成是達到「香港獨
立」，這是對聯合聲明的無恥歪曲。
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是聯合

聲明不可撼動的基礎。1997年7月1日
之前香港問題是中英兩國之間的事，
1997年7月1日之後香港事務純屬中國
內政。香港回歸後，憲法和基本法共同
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

香港基本法的依據是中國憲法
鐵的事實說明，香港基本法的依據是

中國憲法，絕非聯合聲明，基本法是根
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規定了在香港

特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國兩制」
方針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為「一國
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提供了
法律保障。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
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
值得警惕的是，香港反對派將基本法

的依據說成是聯合聲明，據此勾結外國
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某些外國勢力也以
此藉口干預基本法在香港的實施。
美國前高官白邦瑞（Michael Pills-

bury）親口承認美國政府有份介入違法
「佔領」行動，美國政府透過不同管道
提供資金，協助香港推動「民主」。聯
想到「香港四人幫」的陳方安生、李柱
銘，以及「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等
人到英、美，甚至台灣同其他分裂勢力
合流串謀分裂國家。香港「自決派」立
法會議員則與「台獨」組織沆瀣一氣，
力圖使「兩獨」合流組織化、表面化。
而「港獨」勢力又與數股分離勢力勾結
傾向，公然與「台獨」、「藏獨」「疆
獨」、「蒙獨」勾肩搭背，相互勾連，
反映香港反對派與某些外國勢力和分裂
勢力勾結搞「港獨」，嚴重危害國家安
全和香港繁榮穩定。

底牌是勾結反對派搞「港獨」
種種跡象顯示，某些外國勢力不斷聲

稱「關注」聯合聲明落實情況，背後的
底牌是與香港反對派勾結搞「港獨」，
值得港人高度警惕。
2014年國務院發表的《「一國兩制」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指出：
「要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
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
部勢力干預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
施。」習主席日前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
就職典禮發表的重要講話指出：「任何危
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
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
都是絕不能允許的。」
包括英美在內的任何外國勢力必須認

識到，在涉及中國主權的「一國兩制」
事務上，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絕不允許
任何外國勢力插手干涉。反對派也必須
認識到，內外勾結，引狼入室，觸碰中
央底線，是危險的玩火自焚行徑，如不
懸崖勒馬，勢將成為歷史的罪人。

《福布斯》雜誌日前刊登文章，呼籲歐美支持「香港獨立」，甚至呼籲對中國

實施經濟制裁以達到「港獨」目的。如此明目張膽的白日夢囈，暴露了某些外國

勢力的居心。聯繫到美國前高官白邦瑞親口承認美國政府介入違法「佔中」行動，以及香港反對派

到英美甚至台灣，同其他分裂勢力勾結分裂國家，種種跡象顯示，外國勢力不斷聲稱「關注」《中

英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背後底牌是與香港反對派勾結搞「港獨」，值得港人高度警惕。

0��
�

黎子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對
UGL事件窮追不捨。在昨日立法會上，民
主黨議員尹兆堅再次在毫無證據下，指稱
「有傳聞指上屆政府高層干預廉政公署就
涉及UGL事件的舉報正在進行的調查及相
關人事任命，包括當時的廉政專員涉嫌干
預該署執行處的相關調查工作。」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批評，尹兆堅的指控非常嚴
重，但完全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並強調廉
署一向高度專業、不偏不倚地辦事。
尹兆堅在提出「干預」指控的同時，要

求特區政府改善特首申報利益的制度。張
建宗回應指，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七條，清
楚說明特首就任時應向香港特區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申報財產，記錄在案。身為行政
會議主席，特首遵守適用於行會成員的利
益申報制度，包括定期申報利益的規定。

特首每年就須登記利益作申報
他續說，特首每年會就須登記的利益作

出申報，供公眾查閱，且每年就財務利益
作出保密申報，由行會秘書保存。如行會
成員一樣，倘若所申報的利益有變更，特
首會按照制度作出通知。同時，雖然特首
並非政治委任官員，但自願遵守《政治委
任制度官員守則》的原則和精神，包括按
照《守則》申報財務及其他利益的資料。
張建宗說：「政府認為上述的利益申報

機制嚴謹且行之有效，現時沒有計劃作出
修訂。」
就反對派一直要求特區政府將《防止賄

賂條例》第三及第八條的適用範圍擴展至
特首。公民黨議員譚文豪昨日要求政府在
年內將有關修訂的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
及交出立法時間表。
張建宗指出，根據基本法規定，特首在

特區政府架構內擁有的獨特憲制地位，現
任特首林鄭月娥在其競選政綱中，已承諾
會盡快解決相關的憲制及法律問題，將
《防止賄賂條例》第三及第八條適用範圍
擴大至特首。當局會待解決有關的憲制及

法律的問題後，盡快啟動有關程序。
被問及「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

會」在2012年的報告中建議，成立一個由首席大法
官和立法會主席共同委任的獨立專責委員會，就特首
索取或接受利益給予一般許可或特別許可，張建宗認
為有關建議可能與特首的獨特憲制地位不相吻合，又
強調特首目前並非「無王管」，包括《防止賄賂條
例》第四、第五、第十條等目前都適用於特首。

尹
兆
堅
借
「
干
預
」論
抹
黑

張
建
宗
批
無
事
實
根
據

&&
&
1��

未補選先打口水戰
狗咬狗骨懶理民生

■■陳展浚批評方國珊陳展浚批評方國珊、、
張美雄的帖子張美雄的帖子。。 fbfb截圖截圖

■■張美雄反擊的張美雄反擊的
帖子帖子。。 fbfb截圖截圖

■■張建宗張建宗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