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反對派日

前刻意炒作林子健「被

擄」事件，企圖煽動市民

反對高鐵「一地兩檢」，

結果證明只是一場鬧劇。

「珍惜群組」、香港長樂

聯誼會等多個團體昨日上

午在尖沙咀鐘樓集會，大

力支持政府與內地部門達

成「一地兩檢」的合作安

排，其間有珠寶批發商、

旅遊業界、的士業界代表

及醫生輪流發言，希望高

鐵香港段盡快通車。示威

者隨後往廣東道遊行，沿

途揮舞國旗、區旗及示威

標語，並高呼「我要『一

地兩檢』 支持政府」等口

號，在廣東道來回遊行一

圈後和平散去。

團體遊行挺「一地兩檢」
各行業促港段速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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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林子健事
件，無疑整個反
對派都是輸家，

但林子健是民主黨黨員，民主黨不但在召開
記者會前沒有查清事件疑點，絲毫沒有一個
大黨應有的政治判斷力，而且在疑點重重之
下，仍然要借題發揮，抹黑內地、攻擊「一
地兩檢」。至今東窗事發，黨內「大佬」又
紛紛潛水，推出猶如「傀儡」般的主席胡志
偉出來敷衍公眾。種種行徑都將民主黨幾十
年積累的政治資產輸個清光，將來還有誰會

相信民主黨？如果真的要看這些「自編自導
自演」的鬧劇，看激進派、看「本土派」都
可以，何必看民主黨呢？
其實，民主黨在林子健事件中遭受重創，

並非偶然，而是其政治路線所驅使。對於
「一地兩檢」，民主黨從一開始就行了錯
棋。因為民主黨很早就支持「一地兩檢」，
認為在法律上沒有問題，如果民主黨能夠堅
持這個立場，在具體操作上提出意見，固然
會被激進派攻擊，但肯定會獲得中間市民的
認同。但民主黨卻突然「熱毒上腦」，公然

推翻過去立場，跟着激進派大隊全面向「一
地兩檢」開戰，不問情由地要拉倒「一地兩
檢」。
及後，由少壯派把持的所謂新媒體部，更

製作出一套完全與民主黨以往風格不合，極
盡抹黑低劣之能事的「屍殺高鐵」，瘋狂將高
鐵妖魔化。由那時起，筆者揚言民主黨已經
被激進派騎劫，主導了對「一地兩檢」的立
場，而胡志偉表面是民主黨主席，實際只是
一名「兒皇帝」，只能被牽着鼻子走。就如
林子健的記者會，根本就是何俊仁、李柱

銘、李永達幾個「元老」自己拍板進行，事
前竟然沒有向民主黨中委會交代。如此重要
的事、隨時可以招致嚴重後果的行動，事先
竟然可以不理中委會的意見、不理胡志偉這
個主席，由此可見，民主黨已經被元老和激
進派騎劫，最終才出現了這場鬧劇。
民主黨由「屍殺高鐵」到林子健的「釘書

釘驚魂」說明了什麼？說明民主黨已經被激
進路線主導，過去的民主黨，就算反對「一
地兩檢」，會搞出一套這樣低俗、荒誕的
「屍殺高鐵」嗎？會在真相未查清之前，竟
然相信一個投機政棍的一面之辭，搞出這一
場「釘書釘驚魂」嗎？不可能的，因為民主
黨始終是一個大黨，有大黨的黨格，不是
「人民力量」、社民連。但現在，原來民主
黨已經墮落到這個樣子，黨員好的不學，竟

然去學激進派「自編自導自演」的鬧劇，企
圖將黨推向全面對抗的境地。最終引火自
焚，不但林子健要承擔法律責任，民主黨也
是一鋪清袋，永遠成為香港市民的笑柄。
民主黨中人不可能都是林子健之流，相信

不少民主黨黨員都會看到一個事實：就是民
主黨能夠走向溫和理性之時，往往就是聲勢
最盛、最得到市民支持的時候，就如當年支
持政改通過。但當民主黨走向激進、擺出所
謂全面開戰姿態的時候，民主黨就會「頭頭
碰着黑」，不斷犯錯、不斷流失支持。由
「屍殺高鐵」到林子健的「釘書釘驚魂」，
已經說明民主黨走激進路線是死路一條，再
讓一班激進的少壯派把持，民主黨也是死路
一條。看來，現在最需要「清黨」的正是民
主黨。

民主黨由「屍殺高鐵」到「釘書釘驚魂」說明什麼？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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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動他人子女暴力犯罪 「有識之士」偽善可惡！

高院上訴庭今次對前「學民思潮」召
集人黃之鋒、學聯前常委羅冠聰和前秘
書長周永康加刑的判決，頒下長達64
頁的判詞，當中提到多項伸張法治、一
針見血的警示。其中，特別引起社會關
注的部分，是針對所謂「有識之士」鼓
吹「違法達義」的尖銳批評，一針見血
切中要害：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股歪
風，有人以追求其心目中的理想或自由
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為藉口而肆意作出
違法的行為，包括一些「有識之士」鼓
吹「違法達義」的口號，鼓勵他人犯
法；「違法達義」思想態度傲慢、自以

為是，不幸對部分年輕人造成影響。

市民發出「自己子女之問」
事實上，由所謂「違法達義」誘發衍

生出「佔中」、「反水貨客」、旺角暴
亂、衝擊港大校委會、反新東發展衝擊
立法會等連串違法暴力行動。一段時間
來，多宗違法暴力案件先後判決，至上
訴庭今次宣判，已有數十位年輕人被定
罪，其中不少人更嘗牢獄之苦，前途盡
毀！這不禁令社會慨歎：到底誰讓一些
年輕人變為瘋狂一代、把青春前途毀在
違法暴力的行動之中？

暴力衝擊，磚石橫飛，危險處處，參
與的年輕人置法律和社會秩序以至自身
安全於不顧。年輕人經父母悉心教導，
社會多年栽培，最後卻成為滿腦違法暴
力、危害社會秩序、人身安全無保障的
危險分子，這豈不叫辛勤養育的為人父
母者扼腕痛心！
記得「佔中」期間，許多市民就發出

著名的「自己子女之問」：反對派政客
煽動別人子女違法「佔中」，自己子女
躲在哪裡？反對派政客公開鼓動別人子
女去犯法坐牢自毀前程，他們自己的子
女卻千方百計保護起來，這是什麼邏

輯？然而，市民所得到的回應都是閃爍
其辭，支吾以對。反對派的這種態度本
身已經說明問題：年輕人參與違法暴力
衝擊，是誤入歧途，會遺禍終身！為人
父母者，誰會這樣做？古語說得好：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反對派明知向年輕
人鼓吹「違法達義」，是在禍害他們，
但為何又這樣做？這顯然是包藏禍心！
現在，這些鼓吹者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
態度，繼續鼓動他人子女暴力犯罪。所
謂「有識之士」，何其偽善可惡，其心
可誅！

反對派不反省反而諉過於人
由反對派政客煽動的大規模違法「佔

中」，對本港法治造成前所未見的衝
擊，上訴庭今次判決，不僅對違法暴力
行為作出具阻嚇力的判罰，伸張法治，
向社會傳遞了依法行使權利、違法必究
的明確信息，更對於那些鼓動年輕人
「違法達義」的一些所謂「有識之
士」，直斥其非，振聾發聵，大快人
心，撥亂反正，令人警醒！香港大律師
公會及律師會也罕有發表聯合聲明支持
法庭判決，認為未見任何跡象顯示近日
的上訴判決建基於法理及法律以外。對
法庭判決提出沒有根據的抨擊，有損司
法及香港社會整體的利益。

令人憤怒的是，那些被稱為「有識之
士」的幕後黑手，在判決公佈後不僅沒
有收手，反而在輿論上全面反撲，把責
任推向律政司司長和特區政府，繼續向
年輕人大派「光環」，大講「違法達
義」歪論。「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聲
稱，社會「應珍惜有年輕人敢於公民抗
命」；公民黨梁家傑竟然將黃羅周的違
法暴力衝擊與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相提並
論，大灌迷湯，美化暴力，企圖繼續令
年輕人沉醉毒害，甘做死士。反對派政
黨和人士毫不反省，繼續以所謂「公民
抗命」、「違法達義」等歪風迷惑年輕
人，將責任諉過於政治打壓和司法不
公。對此，不僅要揭露其險惡用心，而
且必須予以強烈譴責！

斬斷「有識之士」禍害青年黑手
鼓動暴力衝擊的幕後黑手，戕害孩子

心靈，是危害社會法治秩序的毒瘤。社
會要回到和平理性的軌道，確保年輕人
有一個健康成長的社會環境和輿論氛
圍，就必須對這些所謂「有識之士」群
起而攻之，斬斷其伸向孩子的黑手。同
時，法庭判決發出的警示，年輕人更是
應該警鐘長鳴，切莫因為所謂的「正義
光環」而胡亂跟風，斷送前程，辜負父
母期望！

「佔中」期間，許多市民發出著名的「自己子女之問」：反對派政客煽動別人子女違法「佔

中」，自己子女躲在哪裡？所得到的回應都是支吾以對。令人欣慰的是，上訴庭的判決對這個「自

己子女之問」作出了法庭的回答：法庭對黃羅周改判入獄6至8個月，不僅是對違法暴力行為作出具

阻嚇力的判罰，伸張法治，更對於那些鼓動年輕人「違法達義」的所謂「有識之士」，直斥其非，

撥亂反正，振聾發聵，大快人心，令人警醒！事實上，反對派政客迴避「自己子女之問」的態度已

說明問題：年輕人參與違法暴力衝擊，是誤入歧途，會遺禍終身！為人父母者，誰會這樣做？古語

說得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反對派明知鼓吹「違法達義」是禍害年輕人，卻執意為之，顯然是

包藏禍心，偽善可惡，其心可誅！更加令人憤怒的是，那些「有識之士」在法庭判決公佈後不但沒

有反省收手，反而全面反撲，諉過於人，繼續迷惑年輕人。對此，必須徹底揭露這些「有識之士」

的偽善面目，嚴厲譴責他們的險惡用心！

盧文端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昨日上午11時，「珍惜群組」、香港長樂聯
誼會等多個團體近百人在鐘樓附近集結，

他們高舉「支持『一地兩檢』方便快捷 開拓商
機」、「『一地兩檢』保港衛國！無犯法，何懼
執法！」、「市民探親，內地留學生支持『一地
兩檢』 方便快捷」及「食品批發支持『一地兩
檢』省時快捷又安全」等標語的道具，高喊「開
通高鐵 振興經濟 方便快捷」、「製造就業
人人有工開」、「我要香港安定繁榮安居樂業」
等口號，沿途吸引眾多市民注目和支持。
「珍惜群組」召集人李璧而表示，是次示威活

動在社交網站facebook發起，並成功召集到多個
業界的專業人士，包括批發、建築、醫生及旅遊

業代表等。她續指，港人都很支持「一地兩
檢」，因能在同一座大廈做足兩邊檢查並通關，
是一項很便利的措施。
香港長樂聯誼會副會長林志敏表示，長樂、福

州在港40萬鄉親絕對支持「一地兩檢」，因「一
地兩檢」方便市民回鄉探親、旅遊，也方便生意
場上往返內地與香港，能夠促進香港各行各業發
展。

的士司機：乘客十成十贊成
有的士司機代表指，隨着香港經濟轉型，製造業

早已式微，旅遊業現時已經成為本港經濟支柱，實
行「一地兩檢」可方便內地同胞來港旅行及留學，

亦有助香港市民回內地探親。他說，「我所接載的
乘客，十個人有十個都贊成『一地兩檢』。」
有旅遊業界代表指，「一地兩檢」對香港旅遊業

發展有很大幫助，而且「一地兩檢」在許多國家已
有先例，例如美國及加拿大，若香港再不實施，將
來恐淪為內地的三四線城市。他稱，「我們要憑良
心，為下一代着想，大力支持『一地兩檢』。」
有珠寶批發商認為「一地兩檢」必須實行，因

這項安排有助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港人將可通過
高鐵到達內地80%的大城市。有眼科醫生表示，
「一地兩檢」能便利市民，而且甚具經濟效益，
他批評反對派經常藉機炒作，阻撓香港落實相關
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反對派不斷惡意攻擊廣深
港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的
安排，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
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批評，落實
「一地兩檢」對香港經濟、交
通、旅遊發展均有正面影響，
並批評反對派一直危言聳聽，
逢中必反，將內地執法人員
「妖魔化到極致」，希望港人
不要被嚇倒。
范徐麗泰在接受《星島日

報》訪問時坦言，「高鐵網無
香港呢一段，有乜問題？佢
（內地）自己已發展得好好
啦，佢唔需要你（香港）。」

不過，由於特區政府希望做，內地便
配合，「最有利係香港，其實人哋幫
緊你，對佢嚟講唔做無損失，但現在
幫你連接內地鐵路網，對你香港有利
嘛，站在『一國』立場，幫吓手無所
謂。」
她批評反對派逢中必反，並反駁民

主黨前主席李柱銘聲稱「若日後再發
生『佔中』，內地可以短租香港被佔
區域，在該區域使用內地法律」的說
法，指即使再發生「佔中」，警隊亦
有能力去處理，「何需中央（出
手）？點解要自我貶值，話特區政府
控制唔到場面？」她批評李柱銘危言
聳聽，包括過去聲稱回歸前要多去美
國，因為回歸後就不能去，「呢個人
說話係咪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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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
府早前公佈的「一地兩檢」方案持續
引發社會熱議。早前，反對派不顧客
觀事實與基本的法律常識，抹黑「一
地兩檢」是「割地兩檢」，又指「一
地兩檢」意味着「破壞香港司法制度
的完整性」云云。昨日，反對派在中
環舉辦名為「點解反對一地兩檢」的
街頭論壇，繼續抹黑「一地兩檢」，
製造恐慌威嚇香港市民，一味死撐

「兩地兩檢」、在福田實行「一地兩
檢」、西九總站改作其他用途等，並
聲稱這些皆為值得公眾探討的方案的
說法。有市民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批評反對派無視「一地兩檢」方
案帶來的通關快捷、促進交流往來等
民生便利，漠視民意，不得人心。

「一地兩檢」論壇反應冷淡
出席論壇的有立法會議員毛孟

靜、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
廷、前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公共專
業聯盟政策召集人黎廣德以及資深
對沖基金經理錢志健。
毛孟靜在講座中再次提及「割
地」說，指今日在西九龍「割地」
作內地口岸區，明日就可以將皇后
像廣場也「割讓」予內地，還問在
場市民「大家怕唔怕在自己地方俾
大陸（內地）國安拉？」只是現場
應者寥寥。有市民批評毛孟靜繼續
無視香港基本法第七條規定，香港
特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

家所有的法律事實，一味威嚇市
民，製造恐慌。
戴耀廷亦繼續鼓吹「兩地兩

檢」，還表示「兩地兩檢」是符
合「國際標準」以及「正常遊
客」的思維，渲染「與內地公安
零距離」，港人容易誤墮法網云
云。有市民批評戴耀廷無視「一
地兩檢」帶來的民生便利，另有
市民指，內地口岸區有明確的界
限，內地的邊檢工作人員不能離
開限定的範圍執法，根本不存在
所謂「移動邊界」。

反對派一味靠嚇 漠視民意

■范太批反
對派危言聳
聽，將內地
執 法 人 員
「妖魔化到
極致」。
資料圖片

■■「「珍惜群組珍惜群組」」成員高舉支持橫額成員高舉支持橫額。。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林浩賢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林浩賢 攝攝 ■■香港長樂聯誼會鄉親遊行支持「一地兩檢」。

新民黨南區區議員陳家珮位於鴨脷洲海怡
半島海怡東商場地下的議員辦事處，昨日正

式開幕及啟用。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南區民政署專員馬周佩芬、南
區區議會主席朱慶虹、南區區議會副主席陳富明等主持開幕儀式。

議 辦 開 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