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圖冇真相嘅年代，任何人都好容易被謠言謀殺，但估唔到連立法

會議員都加入埋煽風點火，講緊嘅就係鴿黨（民主黨）嘅鄺俊宇。元

朗一間賣羊肉嘅食肆日前被指賣狗肉，同時身為元朗區議員嘅鄺俊宇上星期五就即刻衝

出嚟喺facebook發帖，話要跟進事件，已經去信警方，仲叫大家廣傳訊息，幫手「搜

證」。結果，有關消息證實係流料，但個老闆已經不堪其擾要關門休息兩日。而鄺俊宇

亦都潛水兩日，直到噚晚都冇澄清返件事或道歉。唔少網民都留言鬧爆鄺俊宇不負責

任，有人更氣憤批評︰「作為議員未查清楚，語氣已經假定人有罪話要『搜證』，真係

好不負責任的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日前網上有流言話元朗有間食
肆賣狗肉，仲影咗一具動物

屍體，聲稱係狗屍咁話。一般人
見到網上嘅嘢都唔會信到十足，
但鄺俊宇明顯唔係一般人，即刻
跑去自己fb出文，聲稱自己就事
件「收到不少網友的求助」，
「我們正跟進並求証（證）真
偽，同步已去信警方促調查。我
們需要尋找與此案相關的資料，
以便採取下一步行動，請各位協
助廣傳訊息，若有資料，請聯絡
我們，謝謝大家。」佢仲驚死街
坊睇完無動於衷，整埋張圖出
嚟，仲話自己「搜証（證）
中」。有網民就留言支持︰「—
定要處理事件，救狗狗出來。」

食肆出示單據證賣羊肉
不過，件事話都冇咁快就澄清

咗係流料，食肆老闆攞埋單據出
嚟，證明自己嘅貨真係羊肉，警
方亦都表示初步認為不涉刑事成
分。雖然係咁，個老闆接受傳媒
訪問嘅時候都喊晒口，話自己日
日辛勤做嘢，唔明點解接連俾人
騷擾，又唔點名批評鄺俊宇未問
清楚就講。老闆仲話，件事發生
之後瞓都瞓唔着，仲關咗門兩日

「休息」下。
咁嘅情況下，鄺俊宇如果有承

擔，就應該喺fb度出文道歉加幫
人澄清返啦，但鄺俊宇並冇咁
做，自從嗰日之後就深潛到不見
蹤影，至噚晚8點半都冇任何表
情，但鬧人篇文仍然高掛喺fb。

網民斥「政棍可恥」
對於呢種咁不負責任嘅行為，

唔少網民都留言鬧爆，篇文700個
反應入面，超過400個都係嬲。
「Robert Law」就話︰「我覺得
一啲不負責任、嘩（譁）眾取寵
同一切以政治利益為先嘅低級議
員，搵到一條以動物權益可以得
到政治利益嘅方程式之後，就重
施故伎，完全罔顧客觀事實，未
經查證就可以含血噴人。香港可
悲，政棍可恥。」
唔少人都鬧鄺俊宇為咗抽水腦

都唔用，「Wong May May」就
質疑︰「香港會有人明目張膽，
大街大巷劏狗嗎？」聲稱曾投票
畀鄺俊宇嘅「Lam Yan Amanda」
就話︰「其實我有份投你票，但
如果件事未清楚時我覺你唔應該
咁樣 po 上 fb！同埋你因為你既
（嘅）影響力幾大！如果人地

（哋）真係賣羊肉！你咁會害到
人執粒（笠）！……掛羊肉被屈
賣狗肉，真正既（嘅）香港。」
更多人係期望鄺俊宇唔好再潛水，

出返嚟道歉，唔好用完議員嘅影響
力去屈人之後，就當冇件事。不過，
鴿黨咁樣處事都唔係第一次，早排
該黨核心成員林子健嘅「釘書機奇
案」，咪又係開完記招扮冇嘢。

20172017年年1010月月3030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政情與評論A12 ■責任編輯：謝孟宜

「香港眾志」
羅冠聰及黃之鋒
日前保釋等候上

訴，獲釋當晚，黃之鋒忙於與家人打邊爐及
玩電子遊戲機，在翌日才開始接受各傳媒訪
問，講述69日的在囚經歷云云。然而，羅
黃兩人接受不同傳媒的訪問，幾乎是來者不
拒，但唯獨拒絕接受「大班」鄭經翰的
D100訪問，針對D100之意躍然紙上。羅黃
目中無人的行徑惹得「大班」暴怒，在節目
上狂數兩人忘本、勢利，一眾主持亦跟隨老
闆的指令猛烈炮轟兩人，幾日前還是「民主

英雄」的羅黃，轉眼已變成他們口中的「小
政棍」。
「大班」的憤怒可以理解，因為黃之鋒及
羅冠聰一直是D100節目《眾志同學會》的
主持，「大班」認為此舉讓「香港眾志」等
人增加曝光率及知名度，他更落手落腳為他
們籌錢出戰立法會選舉。「大班」對兩人不
薄，而兩人又是D100的主持，就算接受
D100的獨家專訪也不為過，但兩人不但沒
有「優待」D100，反而是故意針對杯葛，
接受所有傳媒的訪問，就是不肯接受
D100，如此反骨忘本、目中無人，自然令

一向心高氣傲、對反對派往往以「恩主」自
居的「大班」不滿，於是要在節目上炮轟兩
人。
當然，羅黃目中無人非今日始，兩人年紀
輕輕就「名聲在外」，一向看不起其他「同
路人」，尤其是反對派老一輩政客，他們的
高傲嘴臉在「佔中」時期相信反對派中人早
已屢見不鮮。現在他們更自以為有入獄的光
環，是「抗爭英雄」，更加氣焰囂張，不會
再聽任何人指揮。然而，「大班」正正就是
一個喜歡向反對派政客發號施令的人，更視
邀請羅黃主持網台節目是一種「恩賜」。過

去亦多次批評黃之鋒等人沒有認真主持節
目，甚至自己不出席，只派一班毫無知名度
的成員主持，雙方早已發生了不少口角。黃
之鋒等人亦早已看「大班」不順眼。現在兩
人被吹捧成「抗爭英雄」，頭戴光環，就更
加不用對「大班」假以辭色，反而故意借杯
葛D100訪問還以顏色。
對於「大班」的炮轟，黃羅兩人根本不
為以甚，羅冠聰甚至回敬大班是「自負老
人」，反映兩人不將「大班」放在眼內。
這次事件雖屬茶杯裡的風波，但再次暴露
黃羅兩人的品德操守，始終「大班」曾幫
助他們，也為他們提供機會，不過因為一
些口角就如此對待「老東家」，就算不是
反骨，也反映兩人忘本、自以為是，這樣
的人還說要「領導民主運動」，本身就是
最大的諷刺。而且，兩人不要把自己看得

太高，兩人入獄是自作自受，除了反對派
支持者之外，不見得有多少中間市民同
情。至於兩人的所謂「強勢復出」，更是
令人失笑。
兩人出獄後隨即出席反對派的反「一地

兩檢」集會，並以「特別嘉賓」的身份到
場，以為可以一呼百應，吸引大批反對派
支持者出來支持兩人。但結果，集會高峰
期也只有百多人參與，而出席的嘉賓已有
近廿人，場面冷冷清清、淒淒戚戚，這說
明什麼？除了說明反對派「盲反」「一地
兩檢」不得人心之下，更說明羅黃兩人並
沒有多大號召力。政治一日已經太長，羅
黃的底牌早已暴露出來，還能夠迷惑多少
市民？現在連「大班」也得罪，「自己
友」也不值兩人所為，這樣的所謂「抗爭
英雄」，本身就是一個笑話。

羅黃目中無人「大班」開火炮轟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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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為愛國愛港力量開拓新局面提出新任務

對於這一份氣勢恢宏、高屋建瓴，對
香港影響深遠的十九大報告，香港中聯
辦主任王志民日前在北京接受記者採訪
時，對報告有關香港工作的論述作出了
權威的剖析和解讀。王志民指十九大報
告將堅持「一國兩制」列入新時代堅持
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
表明香港在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後，
「一國兩制」事業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域
中具有新的政治定位，在實現「兩個一
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
程中的地位更為重要。

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支持和重視
確實，十九大報告將「一國兩制」與

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結合在一
起，將「香港夢」與「中國夢」聯結起
來，這不但顯示中央對港澳的支持和關
愛，更為香港開拓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和「粵港澳大
灣區」等規劃積極推進的過程中，香港
獨特的優勢將會更加凸顯，香港納入國
家治理體系，必定讓香港可以在國家的
大發展中「近水樓台先得月」，為香港
提供了龐大的機遇。
值得留意的是，與十八大報告相比，

十九大報告增加了兩項內容：
一是增加了「積極作為」的字眼，這

對於愛國愛港社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但要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齊心協

力謀發展、促和諧，保障和改善民生，
更要積極作為，在維護香港發展上承擔
更大的責任。
二是增加了「維護社會穩定，履行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
任」的內容，並且重申中央對港的「全
面管治權」，這明顯具有強烈針對性。
近年香港接連發生大規模違法「佔中」
以至旺角暴亂，嚴重損害香港的社會穩
定。「港獨」勢力泛起，更是直接衝擊
國家主權安全的紅線。十九大報告強調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既是對香港社會的
提示，亦要求愛國愛港社團在關係國家
主權的問題上，要更加「積極作為」。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所作的報告中，

更提到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
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
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事實上，
自香港回歸祖國，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已
經存在，全面管治權既是國家主權的重
要體現，也是憲法和基本法的應有之
義。坊間有評論指強調中央全面管治權
就會損害香港高度自治，這種說法罔顧
事實法理。沒有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
權，也沒有香港的高度自治，兩者是授
權和受權的關係。牢牢把握中央對香
港、澳門的全面管治權，不但與香港、
澳門的高度自治權沒有矛盾，更是全面
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必由之
路。

愛國愛港力量要做好三方面工作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我們堅

持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
人治澳」，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
量，增強香港、澳門同胞的國家意識和
愛國精神。這個表述與習主席在視察香
港之行中提到，希望各界人士做好四方
面的表率，是一脈相承。這些將是愛國
愛港社團未來工作的主要方向，包括：
一、必須保持對「港獨」勢力的遏止

和打擊，並且全方位將
「港獨」歪風消滅於萌
芽狀態。王志民指出，
十九大報告強調，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
利益是香港長治久安、
繁榮穩定的前提和基
礎，事關「一國兩制」實踐的正確方
向，事關香港市民的共同福祉。嚴重
違法、絕不可能的「港獨」行為在包
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國人中都是
「零容忍、零空間」。對此，愛國愛
港力量更應該走在前面，發揮「衝鋒
陷陣」的作用。
二、更積極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勇於與破壞力量針鋒相對，維護香港繁
榮穩定。十九大報告提到必須「積極作
為」，正是要求愛國愛港力量要更加主
動支持政府施政，對於破壞香港發展的
行動，如議會拉布等，更應該積極發聲
譴責。
三、壯大自身，包括議政論政的能

力，更要加強青年工作，不能讓香港未
來棟樑變成反對派火中取栗的棋子。在
新時代下，愛國愛港力量更應鐵肩擔道
義，勇擔「愛國者治港」的歷史責任。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所作的報告，論述港澳問題的篇幅、分量都是前所未見，更把全面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示中央對港澳發展的高度重視。十九大

報告強調要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增強

香港、澳門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這不但為愛國愛港力量開拓了新局面，而且提出了新任務新

要求：一是對「港獨」不能有絲毫妥協的餘地，遏止「港獨」關係國家主權統一和香港的穩定，全面

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就不能給予「港獨」任何生存空間。二是愛國愛港力量要更加積極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勇於與破壞力量針鋒相對，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三是愛國愛港力量需要壯大自身，包

括議政論政能力，更要加強青年工作，不能讓香港未來棟樑變成反對派火中取栗的棋子。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亂信流言害慘食店
鄺俊宇潛水不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明年是
否續推全港系統性評估（BCA）仍未有定
案，但當教育局日前指普遍持份者認同優
化措施成效後，反對派隨即「鬧定先」，
有「熱狗」甚至再祭出教育局副局長蔡若
蓮上月喪子一事，在其傷口上灑鹽，聲稱
其還有一子「未死」。政界怒斥涼薄言論
無人性，理應依法懲處。
蔡若蓮的長子上月不幸墮樓身亡，教

育大學及城市大學先後出現「恭喜」標
語，全城怒斥冷血、惡毒，不過激進分
子未有因此而收斂。親「熱血公民」、
身為人母的「手作達人」吳斯翹（Billie
Ng），日前在facebook轉發有關BCA的
報道時，狂言「蔡若蓮你仲有一個仔未
死呀可（呵）？」
事實上，在慘劇發生當日，吳斯翹已

經幸災樂禍，狂言「要食燒鵝髀慶
祝」，又詛咒蔡若蓮及其幼子：「仲未
辭職呀？仲有個仔喎。」「熱血公民」
立法會議員鄭松泰也聲言這是「及身而
報」，教育局官員終於切身了解香港教
育制度的「兇殘」。激進反對派沙田區
議員陳國強的助理、多次發起「光復行
動」的梁金成，也對此感到「高興」，
更狂言「死得好」、「蔡若蓮你幾時去
陪你個仔呀？」

陳勇批冷血言論喪盡天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批評，個別人士因政治立場而道出冷血言
論，是喪盡天良、無人性的行為，失去做人應有的底
線，如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他坦言「你永遠叫
不醒裝睡的人」，只可以透過法律懲處他們。

何啟明譴責網絡欺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對冷血言論感到譁然，直

言這是網絡欺凌。他強調，言論自由是有底線，做人
也應有基本的道德標準，強烈譴責這些行為：「俗語
有云『禍不及子女』，網民在網上世界雖是匿名，但
也並不代表可以隨便說話攻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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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斯翹將矛頭指向喪子的蔡若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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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鬧爆鄺俊宇
Roro Bordeaux︰身為區議員，作為公眾人物，隨便打幾個字去謀殺別人人格，太過份！

Edki Sek︰未查清楚就廣傳，如果係誤會分分鐘會整到人執笠，鍵盤戰士個個都識做，

但作為議員未查清楚，語氣已經假定人有罪話要「搜證」，真係好不負責任的行為。

Trevor Pang︰多×餘，做政治民生show都要用腦架（㗎）鄺生。

林浩基︰查左（咗）證實係羊，鄺議員你係唔係會主動幫店主向班暴民追討賠償先？

Alan Wan︰#成功爭取小店被無理投訴關門大吉。

夏紫晨︰鄺俊宇肯出嚟道歉同幫人哋澄清返未？

Anson Chan︰至少都報紙全版道歉聲明la（啦），叻唔切。

Mike Chiu︰恐怕掛羊頭賣狗肉的是鄺議員。

Oscar Ching︰跟車太貼，×左（咗）潛水。

Icarus Sin︰鄺議員，你去信警察部做乜呀？你自己笨×人講你又信，想警察查乜

呀，查啲成個元朗都知道嘅嘢，不如去揾（搵）交通部呀，你又跟車太貼喇。

Po Tai︰民主黨就係咁嘅作風，先有釘書健，後有狗風波，每次跟車太貼出事後，就

扮痴扮傻，當無事發生過！

資料來源︰鄺俊宇facebook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鄺俊宇
facebook
的帖子。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