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議事規

則委員會昨日召開閉門

會議，原定議程為討論

早前建制派提出，多項

修改議事規則的建議，

由於有關建議將有助約

束反對派的拉布行為，

反對派為阻撓討論，不

惜大肆搗亂，除在會議

廳外拍門、叫囂、阻礙

會議廳大門關閉，還在

會議期間搶白，甚至網

上直播閉門會議。委員

會主席謝偉俊於會後表

示，議事規則委員會閉

門進行會議是慣例，議

員其後在內務委員會及

立法會會議上均可知悉

委員會的決定並表達意

見，並不影響公眾知情

權，批評部分議員擾亂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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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特區政府
將向立法會提交
有關「一地兩

檢」的議案。本來，這個議案並沒有約束
力，政府主要是希望通過議員的辯論，讓大
家更多地了解「一地兩檢」的具體情況，明
白到這是一個為了促進香港與內地融合發展
的經濟民生問題。但是，反對派就以為大做
文章的時機又來了，反對派早前發起成立的

「一地兩檢關注組」召集人陳淑莊馬上跳出
來，大肆張揚要在金鐘舉行集會，反對「一
地兩檢」。她還擺出一副刁狠之相，聲稱要
讓大家了解「一地兩檢」為什麼比23條更
兇狠云云。
「一地兩檢」原意就是讓高鐵能夠發揮最

大的效益，社會大眾早就心知肚明。但逢特
區政府必反的反對派，偏偏要將此問題政治
化，之前就製造了很多誇張到離譜的謊言，

包括什麼內地公安將到香港境內執法，市民
很容易誤入內地管轄區被公安擄走等等。當
這些狼來了的謊言被一一揭穿之後，他們又
轉換了方式，改以肆意抹黑、無限誇大、上
綱上線等高度政治化的手法來攻擊「一地兩
檢」，聳人聽聞地聲稱什麼「一地兩檢」就
是把香港的高度自治拱手相讓，還稱此舉等
同「香港自我閹割」，比23條更兇狠等
等。至於高鐵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所發揮的作

用，反對派就故意隻字不提。事實上，他們
也是只懂得為反對而反對，只會喊幾句口
號，對於高鐵的具體事項根本就提不出具建
設性的意見。
目前，全球的眼光都聚焦在中國，高鐵更

被譽為新的四大發明之一，成為中國人領先
於世界的驕人成就。在西九龍高鐵站實行
「一地兩檢」，是方便香港線融入內地四通
八達的高鐵網絡，讓香港與內地這個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的聯繫更為緊密，更能發揮香港
本身的優勢，這是一件對香港很有利的事
情。大家都可以想像：當明年高鐵站正式落
成，實行「一地兩檢」，港人早上坐上高
鐵，晚上就可以到北京或上海吃晚飯，而

且，風雨無阻，舒適方便，不會像坐飛機那
樣受到天氣或航路堵塞等延誤，這是多麼好
的事情。偏偏在反對派眼中卻成為了洪水猛
獸，如此顛倒黑白，實在是令人不齒。可以
說，從反對派極力反對「一地兩檢」的做法
上，再一次暴露出其罔顧社會發展，逆歷史
潮流而動的本質。
在浩浩蕩蕩向前湧動的大潮之下，順之者

昌，逆之者衰。反對派雖然挖空心思，一味
反對，但是，即使他們的調子叫得多高，也
只能是幾聲孤獨的抽泣而已，最終也只是螳
臂擋車，不但不能阻擋歷史發展的步伐，更
將會被時代的潮流所淘汰。

反對派又以聳人聽聞手法反對「一地兩檢」
華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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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國民教育天經地義 反對派斷章取義縱「港獨」

陳寶生的意見合情合理，表達了中央
對特區政府善意的願望，卻遭到反對派
的惡意攻擊。公民黨的陳淑莊聲稱，基
本法列明教育政策屬香港地區事務，無
需中央官員指點。她並惡意挑撥說，陳
寶生的言論，對本港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老師、學校及學生都施加壓力，情
況嚴重；教協葉建源亦指，國家教育部
針對香港教育政策，公開發表指向性的
意見是不恰當，中央各部委都應該尊重
本港的自治權力云云。
推行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香港也
不能例外。外國學者 Ramirez 和
Boli-Bennett研究了1870年到1970年各
國憲法，發現憲法中訂明國家有義務

提供國民教育的個案從43個增為139
個，這顯示推行國民教育是國際慣
例。既然是國際慣例，陳寶生的提醒
無可非議。

表達中央一貫政策合情合理
提醒香港加強國民教育，是中央一貫

的對港政策。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中央
始終關注香港青少年問題，高度重視把
中國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擺在香港青少
年教育的突出位置。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港視察行程中，多場講話講得最多的內
容之一，就是關心、重視青少年成長。
習主席在七一講話中強調：「要注重教
育、加強引導，力加強對青少年的愛

國主義教育，關心、支持、幫助青少年
健康成長。」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又
強調：「增強香港、澳門同胞的國家意
識和愛國精神，讓香港、澳門同胞同祖
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
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加強國民教育，不僅僅是香港的政

策，而且是中央一貫對香港的政策要
求，國家教育部部長陳寶生不過是表達
了中央這一政策，又有何不妥？

與本港主流共識一致
陳寶生認為「港獨」思潮與教育相

關，強調特區政府有責任推行國民教
育，這與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的主流共

識是一致的。
違法「佔中」之後，「港獨」思潮蔓

延，社會各界都認為「港獨」思潮與教
育缺失有關，呼籲特區政府加強國民教
育，並要求中國歷史在初中成為獨立必
修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首份施政報
告，採納了社會各界意見，強調「促進
師生全方位認識國情」，「讓學生認識
自己國家歷史、文化、經濟、科技、政
治體制和法律等各方面的發展，培養他
們的國家觀念，是學校教育應有之
責」，並提及教育局會在2018/19學年
落實中國歷史在初中成為獨立必修科，
「並在目前的課程基礎上，持續增潤課
程內容，推動學生認識中國歷史和中華
文化」。

反對派阻礙國教 縱容「港獨」
外部勢力對香港指手劃腳，不見反對

派說是「干預本港政策」，相反，反對
派不斷勾結外部勢力，破壞香港「一國
兩制」的實施。香港近年發生的一系列
事件，都顯示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特別是對反對派的控制巨細無遺。

違法「佔中」就是反對派勾結外部
勢力破壞「一國兩制」、企圖篡奪香
港管治權的行動。近期香港法院裁決
衝擊政總的雙學三丑即時監禁，反對
派在衝擊政總案刑期覆核裁決前，就
引述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計劃發表的聲明，對中央政府作不實
指控，企圖向本港法庭施壓。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回應事件時直
指，這是外國勢力和香港「反中亂
港」勢力互相勾結，粗暴干預香港司
法獨立，蓄意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大
暴露。末代港督彭定康亦不甘寂寞來
港說三道四，反對派不但不批評彭定
康「干預本港政策」，反而對其奉若
神明。
「港獨」思潮泛濫，也是反對派縱容

的後果。包括葉建源、陳淑莊在內的反
對派和「港獨」組織，妖魔化國民教
育，借言論自由為「港獨」大開方便之
門，戕害學生。「港獨」歪風入侵校
園，少數學生以「港獨」為潮，聲言要
以暴力爭取「港獨」、「自決」云云，
反對派的縱容難辭其咎。

在北京出席十九大的國家教育部部長陳寶生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表示，「港

獨」思潮與教育相關，強調特區政府有責任推行國民教育，目的是要讓學生認識

基本法、國情、民族歷史與增強國家認同感，強調國民教育並非洗腦，呼籲大眾不必擔心。加強國

民教育天經地義，陳寶生並非具體指導香港如何搞國民教育，只是提醒特區政府有責任推行國民教

育，但反對派斷章取義，極盡抹黑之能事。反對派抗拒、妖魔化國民教育，更反映「港獨」思潮泛

濫，正是反對派縱容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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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閉門會商改議規
反對派暴力搗亂

會議進行前，反對派已事先張揚將
會「極力阻止」建制派修改立法

會議事規則。其中並非委員的公民黨
郭家麒曾在會議前自行走入會議廳
內，未幾便自行離開。他其後聯同其
他不是委員的反對派議員，包括朱凱
廸、陳志全、公民黨譚文豪及民主黨
許智峯，在會議廳外高叫「不容黑箱
作業、要求開放會議」的口號和拉起
橫額，要求謝偉俊開放會議，准許他
們進入旁聽；同時又要求秘書處解釋
委員會召開閉門會議的原因云云。
朱聲稱，日前已去信謝偉俊要求入

內旁聽，但不獲回覆。在對峙期間，
朱凱廸、陳志全不斷拍打會議廳大
門，而譚文豪就四處走動找「援
兵」。當時有公民黨陳淑莊及民主黨
胡志偉等人在旁邊的會議廳進行另一
會議，但完會後兩人亦無加入戰團。

拉門圖強闖 網上播會議
在會議被中斷期間，議事規則委員

會委員之一的公民黨郭榮鏗走出會議
廳稱，會內曾有激烈辯論要求開放會
議，惟被主席否決，聲言謝的做法
「十分可恥」，說畢他再返回會議
廳。此時陳志全一度嘗試拉開會議廳
大門，企圖衝入會議廳，但被立法會
保安員阻止，未有成功。
當會議進行了逾一個半小時之後，

反對派將抗議行動「升級」，出動大
聲公在門外叫喊口號，身為委員的公
民黨黨魁楊岳橋就透過facebook直播
閉門會議的情況。而門外的朱凱廸為
直播會議過程，不惜長時間用左腳小
腿卡住會議廳門口，與保安員糾纏期
間，更「惡人先告狀」高喊：「唔好
夾我隻腳！」

謝偉俊：閉門屬慣例
兩個小時後，會議正式結束，被拒

在外的反對派議員隨即一湧上前，圍
謝偉俊指罵、大叫，聲稱要與謝
「理論」，但謝沒有回應，只接受傳

媒提問。
謝偉俊指，會議堅持閉門進行，不

讓其他議員列席，是因為這是該委員
會的慣例。他又提到，議員稍後仍可
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及立法會會議上
知悉該委員會的決定，並可表達意
見，並不影響公眾知情權。
對於有委員在閉門會議期間私下進

行網上直播，謝偉俊直言，此絕非議
員應有的開會態度，對此感到非常遺
憾。
謝偉俊又指，原定是次會議將討論

建制派提出對立法會大會議事規則的
修訂，可惜在混亂情況下未能成事，
期望於下月會議盡快討論。不過，是
次會議亦有達成部分共識，包括否決
了非委員議員列席，亦否決了在議事
規則委員會討論建制派就財委會會議
程序作出的修訂，及通過了特首新的
答問方式，即未來每次立法會大會，
將會提供30分鐘讓特首與議員「短問
短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兩
民間團體「保港運動」和「新年
代」昨午發起遊行示威，要求立法
會修改議事規則，堵塞拉布漏洞。
他們批評反對派議員動輒缺席會
議，蓄意令立法會流會，大肆拉布
阻撓表決議案，又指上屆立法會僅
「點人數」拉布就浪費逾450小時會
議時間，直接浪費近億元公帑，大
量經濟和民生議案來不及審議，人

為造成數十億元工程超支。
兩示威團體成員合共約40人，由
金鐘地鐵站遊行至立法會大樓，沿
途高喊「反拉布反流會、修改議事
規則」，「拉布乞人憎、流會阻民
生」，「24位反對派、不開會快回
水」等口號。他們要求立法會議事
規則委員會修改議事規則，將「剪
布」制度化，防止少數反對派議員
騎劫議會，並要求對缺席會議的議
員設立罰則，按缺席時數扣減薪
津，褫奪無參加討論議案的議員的
表決權等。

「保港運動」指，上屆立法會在4
年會期內，反對派議員「按鐘點人
數」拉布接近1,500次，因此造成18
次流會。立法會每小時會議時間需
耗用21.6萬元公帑，僅此一項已直
接浪費近億元公帑。「新年代」亦
指，現在反對派議員大肆拉布，令
差不多所有特區政府前期工程停
工，嚴重影響大批工友生計。他們
批評反對派議員大肆拉布令香港陷
入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慘況，發
展舉步維艱，亟需修改議事規則，
堵塞拉布漏洞。

梁美芬盼闖關成功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到場聲

援示威者，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
主席謝偉俊接收了請願信。梁美芬
表示，建制派議員一直要求對缺席
會議的議員訂立罰則，包括設立
「黃牌、紅牌警告機制」等，但由
於反對派議員反對，未能落實。這
次建制派議員再次闖關要求修改議
事規則，希望能成功堵塞拉布漏
洞。

「保港」「新年代」促修例阻拉布
■「保港運動」
和「新年代」成
員昨午在立法會
大樓外示威，要
求修改議事規
則，堵塞拉布漏
洞。

香港文匯報
記者殷翔 攝

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昨日召開閉
門會議，討論由建制派議員提出修改
議事規則的建議。反對派為求阻撓委

員會進行討論，竟又再上演鬧劇，分別在會議廳外拍門
大叫，以及在會議廳內搶咪、拍枱，阻撓主席及其他議
員發言，甚至在閉門會議期間偷偷進行網上直播，行事
無法無天。多名議事規則委員會委員會後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兩個多小時的會議是「前所未有地混亂」，反對
派議員行事完全不顧身份，令人遺憾。
建制派「副班長」、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形容，兩個

多小時的會議，主席已經相當努力維持暢順，討論修改
立法會會議的議事規則，但卻被反對派議員多次打斷、
搶白，甚至進行網上直播。同時門外的反對派議員更將
手機伸入會議室，企圖拍攝閉門會議的過程，令會議亂
作一團，破壞一向的程序。
對於有激進反對派議員要求參與會議，陳克勤指出，

議事規則委員會委員向來均在內務委員會上互選產生，
各黨派均有代表出席，就算個別獨立議員無份參與，委
員會亦有透過不同途徑諮詢他們的意見，不存在什麼
「意見無法表達」的情況。

建制派批極不道德
自由黨主席張宇人表示，從政十多年從未遇過今次的混

亂情況。他不點名批評部分議員的行為「極之不道德」，
包括拍打會議廳大門、將手提電話伸入會議廳內，凡此種
種，都非君子所為，實在無法容忍。他希望反對派議員能
夠以理性、君子的方式處理問題，而非不斷拿「建制派人
數多，才用此手段回應」作為推卸責任的理據。
工聯會郭偉強指，今次會議討論修改議事規則，立即

被反對派粗暴「招呼」，除有部分反對派議員不斷在會
議廳外拍門和叫喊，會議廳內又有反對派議員不斷搶
咪，場面混亂及嘈吵，有如提早過「哈囉喂」般，建議
下次會議改到另外一個有關咪設施的會議廳進行。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則指，擔任了三屆的議事規

則委員會委員，從未受到如此嚴重的干擾，而財委會的
修訂並無違反議事規則，故議事規則委員會毋須處理。
此外，委員會會議一向以閉門形式進行，但委員可在會
後表達個人立場，反對派無必要如此干擾會議進行。

葉國謙：楊岳橋知法犯法
前立法會議員、民建聯會務顧問葉國謙批評，反對派

的做法違反議事規則及委員會的規矩，其中楊岳橋身為
大律師，更是委員會委員，卻在網上直播閉門會議，是
知法犯法的行為。
他又指反對派聲稱這是建制派「壓迫」的結果，但事

實上是反對派屢次破壞規矩在先，要對現時立法會的亂
象負最大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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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橋在
fb直播閉門
會議過程。
fb直播截圖

■朱凱廸和陳
志全不斷拍打
會議廳大門，
陳更一度嘗試
拉開大門企圖
衝入。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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