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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呢期

反 「 一 地 兩

檢」反上腦，除咗喺立法會大肆

拉布之外，各區仲出現好多反

「 一 地 兩 檢 」 嘅 banner （ 橫

額），堅離地就梗㗎啦，好唔好

睇亦都係見仁見智，至少電台節

目主持人健吾（葉鍵濠）就覺得

麻麻哋嘞。健吾日前攞咗工黨東

區區議員麥德正嘅反「一地兩

檢」banner，同隔籬工聯會嘅反

急症室加價banner嚟比較，反問

市民在乎邊樣嘢多啲，又寸麥德

正幅banner個設計夠隱蔽，從啲

細眉細眼位可以說明反對派點解

會輸咁話。當事人麥德正抵唔住

頸，鬧鬧吓竟然教埋健吾點做傳

媒人，講咗句「反對派唔係咁

隊」，真係好大嘅官威啊！不

過，麥德正俾建制同「本土」兩

邊夾擊之後即刻熄晒火，改口話

多謝大家關心佢幅banner個設計

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健吾前日喺facebook些牙（分享）咗
幅相，入面有一幅寫住「一地兩檢

破壞法治」嘅banner，同埋工聯會嘅反
對急症室加價banner。健吾反問市民會
在乎邊幅多啲，「法治定係急症室加
價」，又話「一地兩檢」嗰幅係邊個出
睇都睇唔清楚，「點解香港反對派會

輸，其實喺呢啲細眉細眼位就睇到。」
有網民認出嗰度係西灣河太安樓對出，
而幅反「一地兩檢」banner係麥德正擺
嘅。
唔少人都覺得健吾有啲道理，好似

《輔仁媒體》主編熔癌（容樂其）話：
「『一地兩檢』有幾破壞法治呀？連
『飯民』都無興趣解釋畀人知啦。」退
出咗「青症」嘅九龍城區議員鄺葆賢，
就話「一地兩檢」有好多切入點，
「講錢都大把嘢講」。「Eric Tsang」
認為幅 banner 除咗設計差、撞色之
外，仲係「一地兩檢關注組」成批過
嘅出品，喺唔同地方放一幅就算，如
果建制派例如民建聯、工聯會、新民
黨同自由黨等各一幅，「一望落去四
比一喎，氣勢都輸×晒啦！」近排喺
網上非常活躍嘅民建聯東區支部，亦

都讚健吾夠貼地。

斥健吾無知 「反對派唔係咁隊」
麥德正隨即喺fb還拖，寸健吾無知，
又好難得咁自稱反對派，話「反對派唔
係咁隊」：「你平時無留意區議員做啲
乜，唔緊要。你唔係住西灣河，唔識區
情，唔緊要。你早幾年上過我寫字樓做
訪問，𠵱 家唔認得我，都唔緊要。健
吾，你話法治唔夠緊要？哈哈，如果係
咁，我就唔會當選啦。」
佢仲想一石二鳥鬧埋建制派，先寸工
記幅banner幾個月都唔換，再將民記東
區支部喺健吾度嘅留言cap圖（截圖），
話健吾有埋建制派加持喎。
俾個素人教佢點做propaganda（政治

宣傳），健吾嬲得滯燒埋成個工黨，
拎返港大民研前幾日公佈嗰個「十大

政團」調查結果，寸工黨因為知名度
低不入十大，「港大民研數字唔係假
㗎呵？係咪隊緊『泛民』呀？」
民記東區支部亦都唔執輸，抽水道

「原來反對派係唔可以隊」，希望麥
德正對街坊唔係咁。熔癌就覺得工黨
太天真太傻，「你哋班垃圾以為鬧吓
啲唔會出來選嘅網紅 / 電台時事評論
員，就會 2019（年）掃晒區議會、
2020（年）掃埋立法會。」
隔咗一日，麥德正熄晒火，尋日出

post話「多謝大家關心橫額設計」，幅
banner點改善當然有得搞，「尋晚見到
健吾嘅 POST，我照字面理解作出回
應，大家對健吾嘅post有不同嘅理解，
關心到橫額設計對於宣傳嘅影響，都係
正面嘅意見，幫到我的。」
真心定假意，大家自己諗啦。

反「一地兩檢」橫額離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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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經常誣
衊政府官員坐在
「冷氣房」不夠

「貼地氣」，實情反對派本身空談民主，脫
離現實，才是最「離地」。本年度立法會會

期開鑼，萬事待議，惟反對派議員聲稱不滿
政府調動議程，提前審議「一地兩檢」議
案，在約15小時的首次大會中大肆拉布，
要求點人數達27次，終製造了立法會本年
度大會首次流會。

想當年，拉布議員起碼要花點工夫，撰寫
一堆濫竽充數的「講辭」，但如今的反對派更
加「慳水慳力」，一味以「點人數」作為拉布
的政治工具。今次流會，反對派一如以往地
諉過建制派未有從頭到尾都留在會議廳，更

反咬稱因為建制派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
他們要拉布拉到明年3月立法會補選云。
不過，有輿論揶揄傳統反對派瞎吹亂侃，

隨着議會多位激進派議員喪失議員資格，留
低的議員在拉布問題上進退失據。正如在今
次流會後翌日的財委會上，他們自知首場大
會「玩出火」後即刻「收火」，通過了兩項
政府工程撥款。而早在上年度最後一次財委
會會議，反對派大玩臨時動議，民主黨黃碧
雲亦因為擔心時間不足以通過教育撥款，反

而倒轉槍頭動議縮短表決響鐘時間，被同道
中人狂轟。
說到底，傳統反對派都心知肚明，一旦拉
倒對經濟民生有裨益的撥款，定必被中間選
民所唾棄。難得特首林鄭月娥自開局以來連
番伸出橄欖枝，建制派議員又積極支持議會
修改並完善議事規則，杜絕政治凌駕民生的
歪風，傳統反對派與其繼續上演畫虎不成反
類犬的「拉布騷」，倒不如及早收手，免得
「輸個精光」。

反對派離地 拉布乞人憎
陳建業 新社聯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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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誤導恐嚇港人 唯恐天下不亂

黃之鋒及羅冠聰獲准保釋後，立即又
「投身政治」，日前出席「一地兩檢關
注組」在立法會外的集會。黃之鋒更聲
稱在獄中仍然關注「一地兩檢」議題，
看到關注組成員「努力作戰」感到開
心。他又重提去年在泰國遭拒入境被關
押一事，借此恐嚇港人，「自由不容易
爭取」，不希望港人因「一地兩檢」引
起的跨境執法問題而失去人身自由。

黃之鋒因為暴力犯罪才失去自由
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3人2014年
暴力衝擊政府總部，上訴庭改判3人即
時監禁，香港社會對此廣泛認同，認為
判決撥亂反正，使香港賴以成功的法治
精神得到彰顯。黃羅周等人被判入獄，

是因為他們的衝擊行為屬於暴力犯罪才
失去自由。而且，他們沒有任何悔意。
法庭判詞強調：判囚與他們的政治理念
無關，任何人都不能以政治理念掩蓋其
違法罪行，不能以所謂崇高政治理念凌
駕於法治。否則，必將動搖香港引以為
傲的法治根基，將香港推入萬劫不復之
地。

黃之鋒為何被馬泰拒絕入境？
黃之鋒重提去年在泰國遭拒入境一

事，警惕港人「自由不容易爭取」，不
希望港人因「一地兩檢」引起的跨境執
法問題失去人身自由。外部勢力一直
「悉心栽培」黃之鋒，甚至撥款給他作
為活動經費，在香港煽動「反國教」、

「違法佔中」，實際是變相的顏色革
命，外媒和本港反對派不正是把「違法
佔中」美化為「雨傘革命」嗎？黃之鋒
不僅在香港搞顏色革命，還企圖把顏色
革命滲透、輸出到其他亞洲新興國家，
馬來西亞是第一個目標，泰國是第二個
目標。
前年黃之鋒前往馬來西亞，準備參加

當地反對派的活動，一抵達馬來西亞就
遭拒絕入境，之後被遣返回香港。馬來
西亞當局就指出，如涉及國家安全問
題，必然採取行動禁止他人入境，知悉
黃之鋒在香港所做的事，該國不需要他
入境推廣示威。
去年10月4日，黃之鋒應當地反對派

邀請去參加泰國學運，欲與當地大學生

分享「佔中」經驗，散播其在港「搞
事」經驗，但入境時被拒及遣返香港。
泰國政府發言人當時強調，泰國不希望
看到政治衝突升級，而泰國全國和平與
秩序委員會留意到黃之鋒曾活躍於反政
府行動，若類似事情在泰國發生，恐將
影響泰國與其他國家關係。發言人強調
全世界政府都很少允許這樣的人去利用
自己領土，作出危害別國政府穩定的活
動。
由此可見，黃之鋒專門煽動、策劃反

政府行動，不受亞洲鄰國歡迎，他敢向
公眾說明這一點嗎？不要用所謂爭取自
由來掩蓋自己被拒入境的原因。

誤導恐嚇港人豈能姑息
黃之鋒不反省自己的過錯，還把自己

坐牢硬扯上「一地兩檢」，說什麼「港
人因『一地兩檢』失人身自由」，這根
本是誤導、恐嚇港人，唯恐天下不亂。
所謂「一地兩檢關注組」，打着「關

注」的名號，實質上是反「一地兩檢」

的政治大集結。「關注組」的成員以公
民黨為主，已經反映「一地兩檢關注
組」的本質為何。吳藹儀聲稱，港人行
近高鐵站會被帶返內地，失去人身自
由；余若薇則指，「一地兩檢」使港人
分分鐘在內地坐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已嚴辭批駁有關言論「荒謬」、「匪夷
所思」、「普通人都不會這樣說」。
黃之鋒出席「一地兩檢關注組」集會

造謠說「港人因『一地兩檢』失人身自
由」，根本是對公民黨抹黑「一地兩
檢」輿論的鸚鵡學舌，企圖以「謊言說
百遍就是真理」的伎倆，欺騙港人、恐
嚇港人，抗拒「一地兩檢」。
2014年「違法佔中」期間，黃之鋒

等20人涉嫌違反法庭禁制令，阻撓清
理旺角彌敦道的佔領區，事後被律政司
控告刑事藐視法庭罪，黃之鋒已就案件
認罪，有待法庭作出最後判決。黃之鋒
承認即將面對的「佔旺」藐視法庭案，
很有機會令他再度入獄。關鍵是黃之鋒
完全無悔意，豈能姑息。

黃之鋒因為煽動暴力犯罪失去自由，他去馬來西亞、泰國時也是因要和當地反

對派串連搞事，才被當地政府拒絕入境。黃之鋒不反省自己的過錯，反而硬扯上

「一地兩檢」，造謠說「港人因『一地兩檢』失人身自由」，根本是誤導、恐嚇港人，唯恐天下不

亂。這樣的人，就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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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特區政
府將於下月16日舉辦基本法研討會，教
育局早前發通告邀請各辦學團體可安排
中學師生於校內觀看直播，卻遭到反對
派政客扭曲成「強迫」及「洗腦」。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呼籲大家
「以平常心看待」，強調對基本法這類
重要問題，應先了解、認識事實，以此
作基礎能更理性和深入討論，不應把所
有事情立即聯繫到「洗腦」。教育局局
長楊潤雄昨日亦強調，發通告的安排完
全沒有施壓成分，回條僅作統計及研究
轉播方式之用，如學校覺得有充足準
備，亦未必需要交回。
聶德權表示，是次活動為基本法推廣

督導委員會舉辦的研討會，這亦是特區
成立20周年的其中一個活動，其目的是
希望能透過研討會，加深社會各界對基
本法及香港於憲法和基本法下落實「一
國兩制」的認識。
他介紹，研討會邀請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秘書長、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作主
題演講，主題將環繞在憲法和基本法下
香港的角色和使命；另一環節，亦會有
不同界別人士作分享，會重點着眼於香
港在「一國兩制」的優勢下未來的發
展，皆為社會關心的議題。除了在會場
現場聽講，亦希望讓相關人士包括青年
或學生也可觀看直播，所以教育局才有
相關的邀請安排。

聶德權籲平常心看待
他呼籲大家應以平常心看待，「重點

是如果學校本身覺得合適，亦能夠作出
安排，讓更多人能聽到有關學者和專家
就如此重要的課題作分享和解釋，我覺
得這是一件好事。」他又強調，不要把
所有事情立即聯繫到「洗腦」，因為就
基本法這類重要問題，應先了解、認清
事實，以此作基礎再討論，才能更理性
和更深入。
楊潤雄則強調，正如行政長官前日所
言，不需要戴「有色眼鏡」來看這件
事，是次研討會中李飛講解基本法內
容，是難得機會，邀請學校安排轉播是
正常不過的做法，完全沒有施壓成分，
如學校認為適合，便可以轉播讓學生觀

看，不論官校和津校都由辦學團體和學校決定。
他續指，局方目標是在學校推廣基本法教育，作

為基本法專家李飛的言論絕對值得知道和參考，學
生可先聽解釋，自己再作思考，或在學校經教師引
導後做討論，故不需要擔心有所謂「洗腦」成分。
至於有個別反對派政客「老屈」教育局提供回條

予學校填寫回覆是否參與，是「施壓、假自願」，
楊潤雄表明，有關回條方面，最初是研究到時轉播
的方式究竟該如何做，所以希望知道全港約有多少
間學校會參與觀看，如果有需要，局方會準備提供
協助，但如果學校覺得自己已有充足準備，未必需
要交回。

劉兆佳：安排直播是好事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日接受電台訪問

時亦指，安排直播是好事，能讓學生有機會感受內
地官員講話的風采，但是否這樣做由學校自行決
定。他又指，由於李飛講話對象不是中學生，擔心
學生未必聽得明，建議教師可於事後講解，或於直
播上加字幕，相信效果會更加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為拉布阻礙議會的運作，可以稱得上無
所不用其極。從立法會文件顯示，三名
反對派議員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出共
26項修訂，包括修改財委會和轄下兩個
小組的會議程序，藉以拖延處理建制派
早前提出的修訂。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表
示，已收到反對派提出的修訂，會檢視

修訂是否符合規程，如果可以提出，他
會安排在特別會議上處理，但會議會先
處理建制派的修訂。
三名反對派議員中，「專業議政」莫

乃光提出，修訂程序前必須諮詢議事規
則委員會意見；「人民力量」陳志全就
提出，如有議員要求，財委會主席必須
提供會議逐字記錄本；民主黨尹兆堅就

提出，提高財委會法定人數的門檻等。

先處理廖長江修訂
陳健波昨日下午指，收到他們合共10

條有關財委會議事規則的修訂。現時需
要研究有關修訂是否符合規程，例如在
法律上有否衝突，會否令政府財政有負
擔，若有違反，有關修訂便不能提出，

希望在一兩個星期內有裁決。
他又表示，會按議員提交修訂的時間先

後，處理議員提出的修訂，即若然反對派
提出的修訂符合規程，財委會亦會先處理
建制派「班長」廖長江早前提出的修訂。
陳健波補充，財委會周五不會處理有關

修訂，已安排於下月11日開始連續6個周
六，每次舉行4小時特別會議，估計有關
討論需時幾個月。至於會否一併討論建
制派提出的修正案，陳健波認為，須有
待研究後才決定是否可以合併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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