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鄭治祖）行政長官辦公室昨日再

公佈今屆特區政府一名副局長和兩名政治助理的委任。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在聘任委員會的建議下，委任原任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的陳積志為民政事務局副局長，並委任民建聯中西區區議員蕭嘉

怡為政務司司長政治助理，上屆特區政府班子中任教育局局長政

治助理的施俊輝，今屆亦再次獲得委任為同一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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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羅冠
聰及周永康被法
庭改判入獄6至8

個月，3人當年發動了一場非法「佔中」，3
年過去雖然遲了一點，但公義終於得以伸
張。然而，反對派卻擺出悲憤的姿態，將法
庭判決指為「政治迫害」，甚至發動一場針
對法庭的遊行示威，要為3人討回公道云
云。但其實，對於黃羅周的入獄，多個反對
派政黨都是喜多於怒，因為失去了一個競爭
對手，更有利其爭奪補選議席。但「人血饅

頭」不能吃得太興高采烈，所以唯有擺出一
副怒氣沖沖的模樣，以免嘴角的笑意忍不住
洩露出來。
周永康已經半退出政壇可以不理，但黃之

鋒與羅冠聰明擺就是吃政治這行飯，除此
之外，以他們的學歷和能力，恐怕也找不到
比議員更好收入的工作。但經此一役，一度
氣勢甚盛的「香港眾志」遭遇重創，唯一的
議員和最大的「政治明星」都要坐牢，30多
個成員中三分一有案件在身，以法庭的判案
標準看來也是法網難逃，導致整個組織竟然

無人接任主席，最終要靠對參選無興趣的周
庭出來接任，這顯然只是一個過渡安排，反
映的是「香港眾志」已是一鋪清袋。
本來，羅冠聰喪失議席後，原來的計劃是
他不尋求上訴，繼而盡快進行補選，在港島
區反對派全力支持下，要取回議席不難。如
果羅冠聰過不了確認書一關，就由「發夢都
想做議員」的黃之鋒「代傀儡從軍」。但現
在兩人都要坐牢，未來5年都不能參選，
「香港眾志」在黃之鋒「一言堂」領導下，
只有溜鬚拍馬之徒，沒有什麼政治人才。黃

羅一去，其補選議席很大可能跌落反對派手
上，其中工黨的何秀蘭已在摩拳擦掌，頻頻
現身造勢，而姚松炎也可能會空降參選。
「香港眾志」自知形勢不如人，難以與反對
派大黨爭鋒，恐怕只能讓出議席。
在其他區同樣面對這樣的問題，就是因為

「香港眾志」沒有參選人才，儘管一些反對
派傳媒企圖將黃之鋒塑造成「悲劇英雄」，
但對「香港眾志」卻沒有任何好處。反之，
現在反對派似乎有意將3人打造成抗爭者的
「圖騰」，真正目的是利用他們的所謂抗爭
光環，撈取政治油水。就如周日向法庭施壓
示威的遊行中，各個反對派政黨團體空群而
出，人人搶咪發言，個個踴躍籌款，為的真
的是這3人嗎？肯定不是。當年3人得勢，
在「佔中」期間對反對派大佬頤指氣使，在

選舉期間狂言要取傳統反對派而代之，怎不
令反對派中人忌憚？現在他們自作自受，正
好給反對派一個既可政治抽水，又可以搶奪
議席的良機，這不是喜從天降是什麼？
政治一日已經太長，前一段時間「本土

派」、「自決派」還在大力攻擊傳統反對
派，指他們才是首要敵人，但現在「本土
派」屢遭重擊，氣勢急轉直下，猶如過街老
鼠，於是他們又走出來表示要「大和解」，
共同合作參與補選云云，梁天琦更是換了一
個樣子，大談合作的重要性。如果反對派真
的相信這樣的鬼話，而靠攏「本土派」，甚
至附和其「暗獨」主張，不但是愚不可及，
更是自尋死路。現在「本土派」勢弱，正是
反對派反攻的好時機，怎可能會放過？遊行
時的聲嘶力竭，不過做個樣罷了。

「眾志」一鋪清袋 反對派明怒實喜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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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戴耀廷，斬斷政治傳銷的魔爪

最近香港法院作出了幾項對香港未來
發展影響極為重要的判決，一是裁定4
名瀆誓議員宣誓違法，喪失議員資格；
二是律政司上訴得直，13名衝擊立法會
大樓的男女由社會服務令改判即時入獄
8至13個月不等；三是衝擊政府總部的
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等3人，由社
會服務令及緩刑改為即時入獄6至8個
月。
法庭的裁決，大多數港人無不拍手叫

好，甚至認為判罰太輕，因為港人對那
些無法無天，衝擊社會的狂徒早就看不
順眼。而支持狂徒擾亂社會、達至政治
目的的人，則呼天怨地、如喪考妣，認
為是「政治迫害、三權合作」。

選擇性尊重法治破壞法治
法庭的判決是否合理合法，社會早有

公論。難得的是，連香港大律師公會及
香港律師會也罕有地發表聯合聲明，強
調「未見有任何跡象顯示，近日引起各
方評論的幾宗上訴判決，是建基於法理
及法律以外的因素」。反對派向來只視
對自己有利的裁決為法治，對自己不利
的裁決則說是迫害，道理和「自己叫雞
是風流，別人叫雞是下流」一樣。不
過，無論是風流還是下流，「叫雞就是
叫雞」，無論如何解釋，也高尚不到哪
裡去。既然有膽召妓，就要有得風流病
的心理準備，哪有醫生要你打針吃葯，
反指責醫生存心迫害的道理。
律政司刑期覆核得直，是撥亂反正的

第一步，今後那些以目標崇高為由，違
法亂紀、擾亂社會的狂徒當引以為鑑。
不過令人擔心的是，這些受到法律制裁
的年輕人，並不正視自己的錯誤，不從

中汲取教訓，反引以為豪，自視英雄。
到底這些年輕人為何明知暴力政治是黑
暗的，明知反社會的行為沒有前途，仍
如「吃了豬油蒙了心」，將絕路當正路
呢？
我們留意到，最近內地的違法傳銷甚

囂塵上，不少年輕人被傳銷的理論洗
腦，沉迷在不可能的發達夢想中，有不
法傳銷人員鼓吹，只要每個入股的人投
入 6.98 萬元，然後再拉 29個人入股
（當「下線」），就能獲得1,040萬元
巨款。傳銷集團的頭頭不斷對年輕人洗
腦，令他們認定，只要堅持就能發達，
因此，這些被迷惑的年輕人不聽任何人
的勸告，甘心忍受極為刻苦的生活，甚
至六親不認，把親戚好友拖下水，騙取
別人的一生積蓄，有人甚至因此而賠上
年輕生命，造成社會悲劇。

香港的「政治傳銷」和內地的非法傳
銷極為相似。香港政治傳銷集團的總部
也設在外國，他們的領導、上線就是戴
耀廷、李柱銘、楊岳橋之流的政治小
丑。這些政治傳銷代理人歪曲現實，製
造矛盾，然後給香港年輕人一個與現實
不符的幻覺，煽動年輕人對抗政府，擾
亂社會，配合外國反華勢力在香港進行
隱性的顏色革命。
少數熱衷政治的年輕人被洗腦，他們

無視社會利益，打「公民抗命」的旗
號，將「違法達義」當成理所當然，將
不切實際的西方民主概念視作萬能聖
葯，這些年輕人放棄學業、暴力衝擊，
賠上前途也在所不惜，更將違法暴力、
街頭抗爭視為表達訴求的手段。公民黨
楊岳橋日前評論「反東北發展案」時竟
口出狂言：「今次入獄的13人都因為
案底而令人生變得更精彩。」。可惜，
楊岳橋沒有說出，他們越「精彩」，前
面的路越難行。今後他們要出國深造，
要尋求發展，都會為「精彩」所累。

熱衷違法暴力 自毁前途

事實擺在面前，凡是熱衷於違法暴力
對抗的人，沒有一個有好下場，不是荒
廢學業，就是坐牢、破產，連一份正常
的工作也難找到。說句實在話，這些人
比陷入傳銷陷阱的內地青年更可憐，他
們所付出的遠比6.98萬元的股本要高，
他們要找到下線難上加難，他們想讓
「香港獨立」的企圖，完全沒有成功的
機會。但他們仍然執迷不悟，以為自己
為香港作出犧牲，其實他們根本沒有資
格代表香港人，更不配當英雄，唯一贏
得的，只是傻仔的罵名。
事實告訴我們，西方的政治傳銷術在

香港大行其道，禍害年輕人。要根除禍
害，光是嚴懲那些受蠱惑的年輕人是不
夠的。更重要的是，要揪出政治傳銷集
團的代理人，讓他們受到應有的懲罰，
尤其是披學者外衣的罪魁禍首戴耀
廷，更不能放過。我們不能讓「公民抗
命」、「違法達義」的毒素擴散，毀了
香港的良好風氣，毀了年輕人的純潔心
靈，毀了年輕人的光明前途，毀了香港
的繁榮安定。

要根除政治傳銷的禍害，光是嚴懲受蠱惑的年輕人是不夠的，必須揪出政治傳銷集團的代理人，

讓他們受到應有的懲罰，尤其是罪魁禍首戴耀廷，更不能放過。我們不能讓「公民抗命」、「違法

達義」毀了年輕人的光明前途，毀了香港的繁榮安定。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副局政助添三員
民記區員登龍門

繼本月1日行政長官辦公室公佈了
10名副局長及8名政治助理的委

任後，昨日再有第二輪公佈。其中，
現年56歲、自2011年2月起出任民政
事務總署副署長的陳積志，獲委任為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今日履新。

陳積志升呢任民政局二佬
陳積志於1983年加入香港政府政務
職系，2011年晉升首長級乙級政務
官。他曾於多個政策局及部門工作，
包括前文康市政科、警察總部、前民
意匯集處、前政務總署、香港駐三藩
市經濟貿易辦事處、前公務員事務
科、前保安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前工務局、前環境運輸及工務
局、發展局、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
總署，經驗豐富。

蕭嘉怡助政務司長更貼地

蕭嘉怡獲委任為政務司司長政治助
理，將於9月1日履新。蕭嘉怡現年34
歲，畢業於珠海書院，主修新聞及傳
播，其後經持續進修獲授香港理工大
學社會政策及社會發展碩士。
她是民建聯成員，在2012年至2017

年期間擔任中西區區議員。

施俊輝冧莊續助教育局長
獲委任為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的施

俊輝則於今日履新。施俊輝現年31
歲，2012年 11月至2017年 6月期間
擔任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 施俊輝
在加入特區政府前曾於港大同學會
書院擔任教師，亦曾任職匯賢智庫
行政總監。他於 2011 年加入新民
黨。

李慧琼勉蕭發揮地區經驗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昨

日回應有關任命時表示，是次3人來
自不同背景，相信他們可以協助司長
及局長在推行特首的新政時作更好的
配合，做得更好。
就該黨蕭嘉怡獲委任，李慧琼希望

她能利用多年在地區工作的經驗，輔
助司長做好與地區和社會人士的溝通
工作，更緊貼社會脈搏，完善施政。
她並期望問責班子的組成進一步完

整後，可以加快施政效率，全面地與
社會不同界別，以及立法會和區議會
的議員加強接觸，推銷特區政府政
策、聽取意見。
蕭嘉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對

自己獲邀加入問責團隊感到榮幸。她

形容，自己服務社區10多年，一直無
間斷落區、聽取街坊意見，協助他們
處理社區及其他切身問題，是次只是
換了另一個平台繼續服務社會。
未來工作將會面對更大的挑戰，她

期望外界給她一點時間及空間，讓她
盡快投入新的工作崗位。
行政長官至今先後委任了11名副局

長和10名政治助理，尚餘5個副局長
和政治助理的任命，包括運輸及房屋
局副局長、財政司司長政治助理、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政治助理、食物
及衛生局局長政治助理、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政治助理，特區政府表示會另
行公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今年暑假，
香港青賢智匯組織近百名香港與內地學生，學
習國家外交政策，並了解香港行政及立法機關
運作，昨日舉行分享會，並邀請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及前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與學員交流。
梁愛詩表示，要求中央政府除國防、外交外
不能管香港事務是錯誤想法，香港回歸是要建
立對國家、民族的認同。
蔡若蓮就強調，負責任的教育需要讓學生認

識國家文化、歷史，讓民族血脈繼承下去。

青賢智匯分享「一國兩制」
香港青賢智匯的「京港青年明日外交官培訓

計劃2017」昨日舉行分享會，梁愛詩、蔡若蓮
及許曉暉與學員交流「一國兩制」如何成功實
踐。
梁愛詩表示，香港回歸20年來，實現了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每次選舉都增加民
主成分，而中央也堅持貫徹落實香港基本法。
她直言，要求中央除國防、外交之外不能管香
港事務是錯誤想法，因為根據香港基本法，特
首及主要官員由中央委任，修改特首及立法會
選舉辦法要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而香港基本
法的修改權及解釋權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
中央近年強調擁有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反對

派聲稱這是「收緊高度自治」。梁愛詩指出，
香港基本法第十二條提到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
政府，第二條提到全國人大授權香港特區實行
高度自治，中央在香港回歸開始已實行全面管
治。她強調「一國」是本、「兩制」是枝，回
歸並非只是掛一些旗幟、改一些名字，而是要
建立對國家、民族的認同。

蔡若蓮：港生要識基本法
對於香港的國民教育，蔡若蓮強調，負責任
的教育需要讓學生認識國家文化、歷史，這是
民族血脈的繼承，而香港學校一直都在做，只
是做法各有不同，或不會以獨立科目形式出
現，而學生聚在一起交流也是一種教育。
初中中史科及人文學科將加入香港基本法教

育，蔡若蓮指學生有必要全面、有系統地認識
香港基本法，會從教師培訓及資源方面協助學
校落實，也會進行校外評核，強調會尊重教師
的專業及學校的特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早
前被國家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盂蘭
節，不少人想到的是燒街衣、派米等
傳統習俗，隨時移勢易，很多傳統
習俗也開始簡化。在兩年前開始舉辦
「盂蘭文化節」的香港潮屬社團總
會，今年將加設特別活動「搶孤」
（即傳統搶孤魂祭品）比賽。立法會
金融界議員陳振英昨日建議，為增加
活動的吸引力，該會有意邀請一眾司
局長出席，一起「搶孤」，以發揮團
隊精神。

為令大家更了解潮人文化，香港潮
屬社團總會於兩年前舉辦了「盂蘭文
化節」，反應熱烈。今年的「盂蘭文
化節」將於下月1日至3日在銅鑼灣維
多利亞公園舉行，並新增了「搶孤」
比賽。

潮總盂蘭節增「搶孤」賽
所謂「搶孤」是閩南民系一種廟會

活動，台灣部分地區、閩南、潮汕及
香港潮州人在中元節普渡後，會將祭
祀的供品提供予民眾搶奪，稱為「搶

孤」，其中一種比較為人熟悉的為搶
包山。一種說法是為了娛樂眾家先
靈，扮演搶食的餓鬼，另一種說法是
搶奪祭品，以嚇退流連忘返的亡魂，
同時亦有賑濟貧苦流民的作用。
大會是次邀請了多名立法會內的

「潮州鄉里」，包括旅遊界議員姚
思榮、民建聯議員柯創盛、陳恒
鑌、何俊賢，工聯會議員陸頌雄，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馬逢國
等組隊，參與今年新增的「搶孤」
活動助興。身為建制派「G5」成員
的姚思榮，更找來另一成員陳振英
「拔刀相助」。

並非「潮人」的陳振英昨日透露，
自己初時不知道「搶孤」是什麼，並
向姚思榮請教「搶」的技巧，「是否
需要跳得高，手是否需要伸得高才較
數？」姚思榮解釋，「搶孤」是把
祭品派給孤魂的儀式，「沒什麼技
巧，搶就得。」
陳笑指，是次比賽在日間舉行，應

該不會「搶搶吓出現多幾個隊友」，
又認為要增加是次比賽的吸引力，和
增加「娛樂性」，他有意邀請司局長
參與比賽，一起推動民間傳統文化。
若然成事，相信今年盂蘭節大家會很
開心。

陳振英倡邀司局長玩「搶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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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蔡若蓮及許曉暉昨日出席香港青賢智匯舉辦的分
享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陳積志獲委任為民政事
務局副局長。

■蕭嘉怡獲委任為政務司
司長政治助理。

■施俊輝獲委任為教育局
局長政治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