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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謬短片妖魔化高鐵 民主黨墮落下作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民主黨近日製作一條惡俗、罔顧事實、妖魔化「一地兩檢」的短片，影響不了市民對「一地兩
檢」的支持，反而將民主黨不擇手段與墮落下作表露無遺。過去，民主黨雖然是反對派，但至少也
有一定底線，也不至於罔顧現實，現在卻變成「社民連化」、「人民力量化」，所謂的新媒體部好
的不學，就只學會一些低級抽水伎倆，盡顯民主黨新一代的質素。這條短片傷不了高鐵分毫，倒是
讓市民看清楚民主黨的不知所謂。
高鐵香港段的「一地兩檢」安排，出
發點是方便市民、發揮高鐵的效益，而
不是針對一班反對派政棍及激進分子，
反對派對「一地兩檢」安排有建議，大
可以提出來，沒有必要上綱上線、作出
種種荒誕不經的臆想，甚至以各種匪夷
所思的想像企圖誤導市民，這些都不是
理性討論公共政策的態度。

民主黨「一蟹不如一蟹」
激進派、《蘋果日報》對「一地兩
檢」的抹黑，是意料之內，《蘋果日
報》搞到今日「賣兒賣田」的田地，也
是自作自受。但民主黨等反對派政黨，
一直以理性務實自許，大眾本來期望民
主黨實事求是地表達意見，但原來民主

黨已經淪落到與激進派一樣，以惡搞、
嘲諷來取代理性討論，近日竟然下作得
製作一條荒誕、惡俗的短片來妖魔化高
鐵，引來網上的大量劣評，這不禁令人
對今日的民主黨搖頭嘆息，什麼叫「一
蟹不如一蟹」，看看現在的民主黨就可
以知道。
民主黨這條低俗短片，是公然盜用了
韓國知名電影《屍殺列車》，並且換上
自己撰寫的字幕，當中是否涉及版權問
題，已經值得深究。民主黨盜用其片
段，並加上各種罔顧事實的抹黑內容，
將高鐵抹黑為「洗頭車」，站內可以無
法無天，更將中國解放軍、公安誣衊為
「喪屍」，將高鐵套入各種荒謬的內
容，瘋狂抹黑。這一條短片，不但公然

捏造事實，更涉及大量的造謠、誹謗，
竟然出自民主黨之手，令人驚嘆民主黨
墮落之快速。
本來，政治抽水也是無傷大雅，但卻
不能以「惡搞」之名行造謠抹黑之實。
正如特首林鄭月娥在訪問中就慨嘆，有
一些講法、特別是來自「資深法律界人
士」的講法匪夷所思，「有人說『你以
後不要走近西九，不然拉你入去，用內
地法律整治你』，這些（說話）普通人
也不會講，何況是有資深法律經驗的人
士？」她批評反對派將事情推到極端
「有少少荒謬」。其實，民主黨這條短
片又豈只是「有少少荒謬」，簡直是瘋
狂的造假，企圖將謊言說一百遍就會變
成真話。

只講政治不講道理

走向偏激令支持者嘆息

高鐵香港段採用「一地兩檢」模式，
每個步驟都有法律依據，內地執法人員
只能在「內地口岸」工作，何來「越境
執法」？至於將解放軍、公安誣衊為
「喪屍」，更暴露一些人的極端反中心
理。內地關口人員多年來嚴守紀律，駐
港解放軍多年來更與港人秋毫無犯，得
到港人稱道，民主黨的抹黑完全是顛倒
是非，暴露他們的陰暗心理。更離譜的
是他們也有不少律師大狀，但民主黨、
公民黨之流的政客，卻被政治蒙蔽了專
業，竟然附和這些荒謬的言論，已經到
了只講政治不講道理的地步。
近年，民主黨銳意發展所謂新媒體宣
傳，找來一班少壯派來管理，但結果質
素不見提升，倒是愈來愈與激進派的網
媒看齊，不再講道理、不再講事實講分
析，一味的譁眾取寵，惡搞造假，現在
更搞出一條劣評如潮的妖魔化高鐵短
片，請問民主黨的宣傳除了自暴其醜之
外，還得到什麼？

現在的民主黨，似乎正陷入了兩條路
線之爭，一方面早前黃碧雲在支持者壓
力之下，被迫放水讓新增的教育撥款可
以在財委會表決，但另一方面一班多年
未能上位的少壯派，又不斷迫使民主黨
愈走愈激，近年他們更陸續佔據黨內高
位，包括所謂新媒體部，搞出了大量與
「人民力量」、社民連如出一轍的宣
傳，得不到掌聲之餘，反而令自己的支
持者嘆息。
民主黨是反對派大黨，大黨就應該有
大黨的黨格，玩這些抽水宣傳又有何
用？而且不要忘記，民主黨的支持者不
是激進派，民主黨愈走愈激、愈玩愈
癲，爭取不到激進派支持者之餘，更會
令自己的支持者心淡，這樣左搖右擺的
路線是最愚蠢的路線。少壯派要推民主
黨走向激進，因為他們要借機上位，但
這條路線真的適合民主黨嗎？這樣的荒
誕短片其支持者會受落嗎？民主黨一班
大佬不應該好好研究一下嗎？

河童暗示「中箭」圖補選
政界批不學無術居心叵測

梁君彥去信行管會
研聘律師向DQ四丑「追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 香港眾志」（中箭）隨着主席
羅冠聰被法庭裁定喪失立法會議
■梁君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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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資格後，一眾黨羽也要跟隨
「執包袱」，其中「中箭」秘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去信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就追討因
宣誓案被裁定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的社民連梁
國雄、「香港眾志」羅冠聰、劉小麗及姚松炎
已領薪酬、議辦開支等，諮詢是否外聘資深大
律師提供相關法律意見。有關構思已獲行管會
內半數成員支持，料取得法律意見後，行管會
將在8月底的會議討論「追數」安排。

長黃之鋒日前在其 facebook，聲
稱「總有一天可以笑着重回 901
辦公室（之前羅冠聰所用辦公
室）」，暗示「香港眾志」將會
派員參加補選，還狂言要策劃反
「一地兩檢」的「公民運動」和
「連結八國青年抗爭領袖」。多
名政界人士批評黃之鋒不學無

■何俊賢

■邵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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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大『亞洲民主青年網絡』，連結八國
青年抗爭領袖；進行國會游說和參與聽
證、籌備大學演講」云云。

香港內部事務，若黃之鋒等人繼續破壞基
本法，擾亂社會秩序，最終亦會再一次被
驅出立法會的大門。

有關人等繼續做出違反香港基本

何俊賢：言行較「青症雙邪」更差

邵家輝：對中史無知 「食飽搞事」

法的行為，最終即使又取得議

對於黃之鋒的「大計」，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何俊賢批評，黃之鋒的言行，較「青
症雙邪」游蕙禎和梁頌恆更差，當日「雙
邪」在立法會宣誓期間播「毒」辱國，引
起海內外華人強烈譴責。現黃提出所謂
「連結八國」力量抗爭，令人想到國家飽
受「八國聯軍」蹂躪的歷史，觸動民族的
痛處，更加令人討厭。何俊賢指，若對
「一地兩檢」安排有意見，可以透過辯
論，共商更好的方案，非目前引外力干預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直言，黃之鋒「書
又唔見佢讀好些」，未知是否有心不知，
或是對中國歷史的無知，作為一名「大學
生」，竟然可以提出「連結八國青年抗爭
領袖」，刻意在國家、民族的傷口灑鹽。
從黃該番言論可見，特區政府應加強中國
歷史教育，讓年輕一代認識國家，不要口
出狂言。至於「一地兩檢」方面，邵家輝
指出，「一地兩檢」從策劃、建造及通車
後，均能帶動香港經濟整體發展，「有很

術，亂引歷史名稱，挑起民族苦
難，居心叵測。他們並指出，若

席，也會被轟出立法會大門。

黃之鋒聲稱，失去議席的「中箭」還
是會在各個領域「繼續耕耘」，並

公佈了 4 項發展方向，其中一項就是策劃
「公民運動」，聲稱要「以擅長的多媒體
文宣進行政治傳訊」，組織青年「投入抗
爭和行動」，反對「一地兩檢」等。另
外，他又揚言要發展「眾志國際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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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庭等住開飯生活，不像黃之鋒食飽搞
事。」

陸頌雄：所作所為「堅離地」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指出，黃之鋒在fb的
言論完全是「精神勝利法」的表現，阻也
阻不到。他更認為，黃之鋒的所作所為
「堅離地」，在過去一段時間，市民已認
清所謂「本土派」、「自決派」的真正嘴
臉，已成「過街老鼠」，若年輕人關心社
會事務，應從正當及實際途徑表達，非無
時無刻尋求外國勢力。而高鐵問題，陸頌
雄直言「地區爭取巴士線都希望直達家
門，邊會反對直達，要接駁一大輪才到目
的地」，行事完成不合邏輯。

教聯會門前玩抗議 「中箭」
「無癮」散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
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表
示，將於近日公佈首批政治助理
及副局長名單，而外界盛傳福建
中學（小西灣）校長、教聯會副
主席蔡若蓮將出任教育局副局
長。消息昨日仍未確實，但「香
港眾志」、「教育實驗學社」、
「港語學」等團體已急不及待現

身鬧事，一行十多人走到旺角的
教聯會門外抗議，口講要求「公
開對話」，做的卻是敲打玻璃
門、擅自張貼橫額等搗亂行為，
結果在無人理會的情況下「無
癮」散場。有教育界人士批評
「未上任先審判」的行為並不文
明，呼籲公眾理性看待事件。
「香港眾志」等團體昨日突然殺

上教聯會位於旺角凱途大廈的會
址，單方面要求與蔡若蓮對話，聲
稱對方不理會便是「不肯聆聽青年
訴求」。雖然無人理會，但他們
不願罷休，擅自於該會門外貼上
反對橫額，又敲打教聯會的玻璃
門，不停叫喊「反對蔡若蓮做副
局長」等口號，要求蔡現身解釋
對國民教育及普教中等議題的看

法，並聲稱「畀機會蔡若蓮攞證
據出嚟反駁」。最終這場「政治
騷」約20分鐘便草草完場，橫額
亦在他們離開後迅速被清除。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
為判斷官員好壞，該以其工作表
現去衡量，目前蔡若蓮甚至未曾
確認是否出任副局長，現階段一
口咬定對方不適合並不恰當。他

李柱銘又再妖言惑眾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高鐵」將於
明年第三季通
車，有關高鐵
「一地兩檢」已成為全城中的熱議話題。日
前政府公佈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的具體
方案，隨即獲得社會各界和普羅大眾的歡迎
和支持。高鐵開通，對香港有百利而無一
害，經濟效益高，也為兩地同胞往來帶來更






加快捷便利。
然而，反對派政客為反而反，將「一地兩
檢」政治化，以「陰謀論」、「妖魔化」製
造恐懼，妖言惑眾。在這群丑當中，尤以李
柱銘最為「核突」。他曲解基本法第 20
條，指作為「租客」的香港，可將部分地方
反過來租給「業主」的內地，違反《中英聯
合聲明》云云，又胡扯什麼將來若發生第二

次「佔領行動」，內地可要求香港將被佔領
地區出租，再行使內地法律強行清場等，以
此誤導市民，都可謂居心叵測，真真狗口長
不出象牙。
李柱銘每每在香港出現重大事件及爭議
時，就出來胡說八道。記得回歸前，李柱銘
不斷地在公眾場合大言不慚地說，「英國將
香港交還給中國，實質將 600 多萬香港人拖

又強調，「香港眾志」等團體的
意見只是一方說法，「事實上亦
有近兩萬人聯署撐蔡若蓮，也有
學界人士表明支持，難道這不是
民意？」對於有關團體常以所謂
「政治立場」作為否定別人的準
則，張民炳認為這並不可取，因
官員只要做到公私分明，個人政
見不見得會影響工作表現。

到大海中，必死無疑。」當年不知多少誤信
他的人，不惜賤賣家當移民。結果香港回歸
後比回歸前更好更自由，並不像李柱銘所說
那樣必死無疑，那些受騙的人回流返港，都
大罵李柱銘害人不淺。
2002 年，「美國之音」電台的《焦點透
視》節目，就香港基本法 23 條立法，邀請
兩位人士進行對話，一位是華革會資深會員
李惠英女士，另一位就是李柱銘。在對話
中，李柱銘說 23 條立法後，會將香港天主
教視同「法輪功」一樣，成為邪教，將 23
條立法「妖魔化」。李柱銘的說法荒謬至
極，直到今天，「法輪功」依然在舉行遊行

有行管成員同意外聘大狀
據悉，由於上述 4 人的薪津為公帑，但向 4
人追數的過程亦會涉及公帑，故希望諮詢法律
意見，以幫助行管會決定如何追數，及應追回
多少款項。行管會成員、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早
前曾公開建議向法庭申請指引，決定追討薪津
開支是否恰當，避免日後爭議。有行管會成員
亦表示，同意外聘資深大律師提供意見。

啟 明 遊 穗

反對派就「一地
兩檢」諸多挑剔，其中質疑可否在高鐵車
廂登入 facebook。日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陳帆在電台節目上表示，使用本地電話卡
亦能在內地登入不同網站。昨日，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何啟明在其facebook專頁上載
了一張在廣州品嚐細蓉的相片，並配以
「食細蓉！學帆哥話齋，上 fb 話咁易！」
文字，力證陳帆的說法屬實。
圖：何啟明fb專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示威。李柱銘將天主教與「法輪功」混為一
體，用意極之卑鄙，目的就是恐嚇 80 多萬
教徒，反對23條立法。
李柱銘對「一地兩檢」的「租客論」，說
什麼將來發生「二次佔中」，內地可要求香
港將被佔領的地區出租，再行使內地法律強
行清場。李柱銘的說法是恐嚇市民，其實，
若然再發生違法「佔中」，特區政府及執法
部門完全可以依香港法例清場。當年的「佔
中」之所以遲遲不清場，並不是特區政府沒
有能力，不敢下手，而是顧全大局和照顧大
多數市民的福祉。若然再發生類似事件，相
信特區政府會審時度勢，嚴格執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