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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近來可
說頭頭碰着黑，
非法「佔中」期

間故意阻礙清場，被控藐視法庭罪，黃之鋒早
前已經認罪不過希望法庭從輕發落，不要判囚
超過3個月，否則他就不能參選實現夢想云
云。及後，他的「議員老闆」羅冠聰又被
DQ，一直領取其議員助理薪酬的黃之鋒隨
即失業，他在南區的辦事處也要隨即結業。
黃之鋒淪為「雙失」，為了保住餘下人氣，唯
有繼續食老本，近日再借「國教」議題發難，
煽風點火，以延續自己的政治生命。

教育局在上月公佈《中學教育課程指
引》，並在官網上載了基本法的教材，供初
中老師教授時使用。該教材寫得相當客觀，
在一些課題及討論單元中，已經盡可能從多
角度分析事件，羅列市民對基本法存在的一
些不清楚地方，詳細解說，仔細分析。不論
從質素及客觀角度看，這份教材都遠勝教協
所製作的。
然而，黃之鋒竟然抓着教材的一句話來大

做文章，當中提及基本法下市民所享有的自
由與權利時，指香港是「示威之都」，又列
出資料指「捨有效的諮詢溝通機制不用，卻

搞街頭抗爭，只反映一部分香港人民主意識
的粗糙和膚淺」。結果一句客觀陳述、無心
之話，卻被黃之鋒對號入座，指「不能縱容
如此挑釁和具引導性的染紅教材在9月開
始，誤導初中學生」。
他又上綱上線地指，擔心若特首林鄭月娥

堅決任命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為教育局副局
長，「推出洗腦教材的情況會更加變本加
厲」云云。
黃之鋒要食老本也要有基本的邏輯和常

識。「示威之都」這個稱號是外國傳媒給予
香港的，包括黃之鋒視之為「祖國」的英美

的媒體，都常以「示威之都」稱呼香港，並
沒有什麼問題。
至於「捨有效的諮詢溝通機制不用，卻搞

街頭抗爭」，也是客觀、持平的陳述。就如
「國教」事件，教育局早已有大量諮詢渠道
供市民反映意見，但當年黃之鋒等人從來沒
有表達過反對，直到政府準備推行之時，他
們卻採取激烈抗爭，甚至包圍政府總部以迫
政府取消，請問說他們「捨有效的諮詢溝通
機制不用」，又有什麼錯？至於非法「佔
中」一役，對香港的法治造成深遠的傷害，
黃之鋒等人借民主之名，行破壞法治之實，
最終更令特首普選泡湯，說這些人是「民主
意識的粗糙和膚淺」又有問題嗎？最可笑的
是，有關論述從來沒有指名道姓，沒有說是
黃之鋒，但他卻急急走出來抗議，這是心中
有鬼還是色厲內荏呢？

黃之鋒現在還在沉溺於當年「國教小英
雄」的威風，當年他們同樣是抓着「國教」
教材的其中一句發難，發動了一場「反國
教」行動，現在又想故伎重施，是當市民都
是傻瓜。基本法是香港的根本大法，反對基
本法教育根本說不過去，連反對派都不敢反
對，黃之鋒以為靠這些小把戲可以將基本法
教育、將「國教」污名化只是一廂情願。
可能，黃之鋒自知自己老本無多，昔日「小
英雄」已變成今日的「小政棍」，為成為立法會
議員無所不用其極，從政只是為了豐厚薪
水，甚至要求羅冠聰高薪聘請他出任助理，
這些醜行市民都看在眼裡。
黃之鋒的光環已是所剩無幾，企圖再借
「反國教」翻身，不過更加自暴其醜，現在
的黃之鋒，連反對派的政棍都不如，徒成為
市民嘲笑的小丑而已。

黃之鋒可憐得只能食「反國教」的老本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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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兩檢」是對香港最理想的安排

其他方案變相失去高鐵快速優勢
香港高鐵段的運作，社會有意見提
出「一地兩檢」非唯一方案，多年來
不同人士也有提出不同建議，例如
「兩地兩檢」、「車上檢」、「授權
通關查驗」等等。可是，這些替代方
案在運作及效益上也構成各種問題。
例如要實施「兩地兩檢」，就需要在
從香港出發的高鐵路線沿線所有城市
的高鐵站都設立口岸邊檢設施，包括
出入境邊防檢查、海關和檢疫設施及
相關人員，構成巨大的成本負擔，完
全是不切實際，更需內地不同地方政
府全面配合，而香港出發車廂更需封
閉管理。另一實施「兩地兩檢」的方

法，則是在深圳高鐵站開設通關口
岸，可是屆時所有乘搭高鐵南來香港
的乘客，都必須在列車到達深圳時離
開車廂辦理入境手續，列車班次等候
時間額外增加，變相犧牲了高鐵的快
速優勢，也等同廢了廣深港高鐵的
「武功」。
在廣深港高鐵實施「車上檢」或在香

港實行「授權通關查驗」，也有其弊
處。先以有海外經驗的「車上檢」為
例，每日從香港駛出的列車有200多
班，在車上派駐人員進行邊檢工作，不
單成本高昂，更重要的是邊防檢查不止
是出入境手續，也包括海關和檢疫，列
車上的空間根本難以放置X光機的設
施，一些邊檢程序例如拍攝乘客影像、

檢查行李防止走私等等也難以妥善進
行，假如檢查過程截獲可疑人物或搜出
可疑物件，也同樣難以在車上處理。另
外，在香港前往福田站的10多分鐘車
程上，邊防人員也不可能完成整車乘客
的手續。
至於「授權通關查驗」，涉及把內地

執法部門進行出入境通關查驗的公權力
授權予特區政府，這並沒有相關法律根
據，加上香港及內地的出入境管制制度
有極大差別，難以保證特區政府的執法
機構能夠完全按照內地的執法標準。因
此，上述的建議都難以實行，更難以達
至「一地兩檢」的效果。
事實上，「一地兩檢」的討論並不是

最近才展開的。政府自從2008年決定

興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早已成立專責
小組研究實施「一地兩檢」方案。曾經
有人建議將「一地兩檢」口岸設於深
圳，但如此安排同樣需要所有南下北上
的乘客在深圳離開車廂辦理入境手續，
實際上等同「兩地兩檢」。對比各種方
案，在香港西九龍高鐵站實施「一地兩
檢」，既可以方便高鐵乘客辦理入境手
續，又能圓滿發揮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
功能和效益。

「一地兩檢」有堅實法律基礎
執行「一地兩檢」要處理的問題，是

必須符合「一國兩制」及在基本法的法
理基礎下執行，而政府現今提出的方
案，即以租賃形式把「內地口岸區」的
場地和空間交予內地，既不涉及業權轉
移，也不會構成讓部分全國性法律在香
港實施的問題。在落實措施時，政府會
與內地達成《合作安排》，由人大常委
會批准和確認，以及經立法會進行本地
立法，讓「一地兩檢」在穩固的法理基
礎上落實。
筆者相信政府是經過深思熟慮，分析

各種方案的利弊後，才
有今天的方案。有反對
的意見，將政府的建議
扭曲為「割地」，這些
只求搶眼球的說法，完
全是不合邏輯，基本法
第七條寫得清楚，香港
特區內的土地屬國家所有，由特區負責
管理使用或出租，況且「一地兩檢」的
口岸安排，是兩地達成的口岸管理協
議，「割地」之說，誇張失實，毫無根
據。另外，有意見擔心在香港的口岸區
內，旅客會受到內地法律管轄，但其
實乘坐高鐵北上的人士，都是準備到
內地的旅客，他們是自願進入口岸，
以內地為目的地。這些明顯都是過分
的焦慮。
總之，西九高鐵站通車後實現與內地

高鐵網連接，大大縮短了香港與內地城
巿的距離，甚至可以接駁「一帶一路」
沿線的高鐵網絡，提升香港參與大灣區
建設的效益和戰略佈局，將會有利於進
一步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及航運
中心地位，為香港未來發展帶來新動
力。

廣深港高速鐵路由規劃至今，經歷漫長歲月和各種挑戰，當中極具重要性的通關問題，政府終於

在7月25日公佈方案。方案建議於高鐵西九龍站設「香港口岸區」和「內地口岸區」，由兩地按各

自法律為將來南下北上的旅客辦理通關手續，以「一地兩檢」的形式實行。香港市民和旅客可以在

高鐵站內一次過完成香港和內地的進出境通關手續，令高鐵香港段接駁全國高鐵網絡的功能及效益

得以圓滿發揮，為用家帶來極大方便，亦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確實是最佳的安排。

馬逢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立法會議員

亂噏「納粹夢」抹黑中央
莫乃光扭曲事實無恥

反對派最野蠻係咩？
咪就係有佢講冇人講

囉。民協喺今屆立法會選舉到「滅黨」，一席
都冇，已經開始冇乜人識，驚人嘅「世代交
棒」又由該黨元老馮檢基左手交右手，新仔就
更難出頭，但該黨都有一個年輕人近日成功爭
取到本報注意，就係深水埗區議員楊彧啦。事
緣佢見到香港文匯報嘅贈閱版日日都有街坊準
時等住拎，就喺 facebook出文話本報「洗
腦」，但一邊又話本報冇人睇，真係正宗嘅公
我贏，字你輸，鍾意點兜就點兜。

話本報冇人睇 但又好有威力
話說楊彧前日見到香港文匯報咁多街坊

拎，有感而發就喺facebook度出文，以《【社
區日常】之洗腦篇》為題，話要同大家講解吓
點解「邨民唔係咁諗」，「話說我既（嘅）對

家民×聯日日有文匯報派，我估數目大約100
份，有免費野（嘢）梗多人拎，一班街坊有理
無理每日就會準時響門口等。」
他聲稱「其實大部份（分）人都係拎份野
（嘢）黎（嚟）墊下野（嘢），或者儲黎
（嚟）賣」，不過又話「但少不免日日都會睇
下內容，所以所有對踩『泛民』，抬北京既
（嘅）思想就咁入腦，千祈唔好睇少（小）佢
既（嘅）威力，謊言講左（咗）一千篇
（遍），就變成真理」喎，真係咩都佢講晒。
有關帖文仲貼咗兩張相，一張就係好多街
坊喺度拎香港文匯報（真係多謝佢幫本報宣
傳），另一張就係前日香港文匯報的頭版，有
關「一地兩檢」嘅報道，睇嚟佢好擔心街坊睇
完本報報道，會好支持「一地兩檢」喎。
眼見日日有街坊準時等拎文匯報，又要貶
低本報只係用嚟墊嘢，而同時仲要覺得本報幾

有威力，相信好多讀者睇完楊彧facebook嗰段
矛盾嘅心理描寫，第一句都會想問，到底楊彧
覺得文匯報係有人睇定冇人睇呢？呢點真係要
佢撫心自問先知啦。

無憑據搬龍門 成功爭取見報
查實，反對派成日口講民主，事實上毫不

尊重新聞自由，大家早就知道，不過要話香港
文匯報將「謊言」變真理，但少少真憑實據都
冇，又指唔出本報報道有咩問題，會唔會太過
隨口噏啊？另外，佢將街坊形容到咁容易被洗
腦，就未免太睇小街坊，定係佢覺得只有自己
講嘅嘢先係真理呢？
不過，今次佢總算衝破咗只得馮檢基有得見

報嘅狀況。而我不知道楊彧是誰，今日本報終
於都講吓佢，喺民協嚟講好難得㗎啦，唔知佢
今日睇咗文匯報未呢？■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隨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到以色列考察的莫
乃光，在該篇題為《看見納粹 想起

共產黨》的帖文中指，以色列外交部安排
他們參觀了大屠殺歷史博物館，「重溫着
猶太人面對納粹的迫害，我心中想的卻是
共產黨。」
他聲稱，「納粹希特拉當年帶給德國是

希望：經濟發展、重振德國的光榮，為了
達到這個『德國夢』，他必須擁有絕對權
力，民主制度必須要被拆除。……隨之而
來就是對德國人展開反猶太的洗腦宣
傳，……當壓力來臨，政府改了針對猶太
人的法例，他們要是告發猶太人，也不過
是守法啫，難道有法不依？我心中想到
的，是惡法、釋法、以法治人的Rule by
law。……」

梁志祥批煽動兩地仇恨
莫乃光將國家的執政黨比作納粹德國，

政界紛紛作出批評。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
志祥指出，國家近年不斷發展，令人民處
於小康生活，莫乃光竟將國家的執政黨與

實施種族滅絕手段的納粹德國相提並論，
其目的就是要挑動港人仇恨內地、仇恨中
央政府。不過，其沒有水平的言論，相信
識者都會嗤之以鼻。

陳恒鑌斥不尊重受害者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則批評莫乃光

無恥，為抽政治油水不惜向德國人民的傷
口灑鹽，又指要論人權問題，英美等國劣
跡不少，但也不應和納粹德國相提並論，
莫乃光不應為煽動仇恨而借題發揮。

陳勇批對國史一竅不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

就指，莫乃光對國家的發展史可謂一竅不
通，反映推行國民教育有其急切性，又希
望莫乃光能跑到一些經歷過「顏色革命」
的國家去看一看，看看有多少家庭被所謂
反對派口中的「民主」所摧毀。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表示，內地自改革
開放後，儘管仍存在不足，但經濟不斷發
展，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將納粹與共產黨

扯上關係是荒謬的。
「實政圓桌」田北辰則指，在「一國兩

制」下，任何人都擁有言論自由，但莫乃
光身為立法會議員，要仔細想想自己的言
論是否已牴觸立法會議員的誓言。

楊彧驚文匯受追捧 踩低街坊「易洗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反對派經常抹黑中央政府。

反對派「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

莫乃光，近日在其面書中稱自己

在參觀以色列大屠殺歷史博物

館，重溫猶太人面對納粹的迫害

時，「心中卻想到共產黨」，聲

稱納粹希特拉當年帶給德國是

「希望」：經濟發展、重振德國

的光榮，並通過集大權於一身、

修改法例、洗腦宣傳來達到這個

「德國夢」，令他「想起」共產

黨。政界人士批評莫乃光為撈取

政治油水，惡意扭曲事實，更不

尊重受過納粹德國迫害者，言行

無恥。

粗口女教師林慧思此前在fb
直播「講述自己收到教育局警

告信的感受」，其間煽動學生毋須尊重特區政
府，更聲言「打死不唱國歌、升國旗就當沒看
到」，備受各界批評。林慧思其後以所謂「保障
孩子安全」刪除fb賬戶。不過，她近日就重開fb
並上載帖文，估計是獲得學校續約，她就語無倫
次地稱，「邊個夠我勁！」
林慧思此前扮晒被迫害，聲稱「由於遭受猛烈
投訴和攻擊，為了保障孩子安全」，故決定刪除
其fb賬戶，希望「平息事件」。不過，所謂「刪
除」，只是暫停更新，所有帖文仍可公開任睇。
前晚，她再更新fb，發帖稱：「我係第一個玩fb
都可以被人地（哋）出信，話我言論不恰當既
（嘅），幾威水！」
她續稱：「好威威！我好自豪！因為自古以

來，被人以言入罪既（嘅）都係偉人。而（）家啲
『五毛』玩緊焚書坑儒，我都仲夠膽響fb講野
（嘢），邊個夠我勁！仲唔謝主隆恩？狗奴才！我
話我自己。好彩！仲有得撈！」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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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慧思「仲有得撈」
龜縮完蒲頭認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到訪選舉事務
處位於九龍灣的辦事處，聽取同事介紹該
處的工作，並勉勵他們繼續秉持專業的精
神，確保香港的選舉在公開、公平和誠實
的情況下進行。
在和選舉事務處員工會面後，聶德權還

到訪選舉事務處的選舉資訊中心，參觀展
覽，及參觀了選舉事務處就處理選民登記
申請的模擬流程，了解處方採取的措施。
他感謝選舉事務處的同事在處理選民登

記和各項選舉事宜所作出的努力，並鼓勵
同事總結經驗，不斷裝備自己，繼續以積
極和專業的態度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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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乃光看見納粹惡行第一時間就想着反
中央，咁啱納粹都係反共上腦，都幾無獨
有偶囉。 莫乃光fb截圖

■林慧思龜縮完，又喺fb發噏風。 fb截圖

■選舉處人員向聶德權介紹過往曾使用的票箱。

■楊彧見香港文匯報受街坊歡迎，有
感而發在fb出酸文。 楊彧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