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年 3 月立法會補

選 ， 「 香 港 眾 志 」

（中箭）諗住永續佢哋喺港島嘅議席，但

邊個去馬大家都仲係估估吓，一時話係常

委周庭，一時又話係被DQ（取消議員資

格）嘅羅三七（羅冠聰）女友、同樣係

「中箭」成員嘅袁嘉蔚，佢仲俾人形容係

「代夫出征」添。不過，當事人日前喺台

灣一個對談會上就振「婦」綱，話唔鍾意

「代夫出征」呢個講法，仲因為有報道標

佢做「羅冠聰女友」而省咗個記者一鑊！

雖然佢有佢咁講，但網民一於睬佢都傻，

寸「中箭」想玩家族政治，又覺得佢知名

度、辯才同往績欠奉，「家真係係人都

選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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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聯辦主
任王志民回應十九
大報告提到香港工

作論述部分，王主任認為，香港特區政府須
致力推動愛國主義教育，特區政府履行推行
國民教育的責任，以令港青認識中華民族的

偉大歷程，認清自己是中國人的事實，從而
增強民族認同和以中國人身份而自豪。
筆者非常認同王志民主任的見解，尤其欣

賞王志民主任曾長期在香港從事青年工作，
認識香港青年組織和活動，深明香港青年所
思所想，本人過去多年亦曾從事志願青年工

作，接觸不同大學生，更十分欣賞王主任的
熱誠和工作。筆者也同意王志民指出社會各
界和青年宜對「一國」及「兩制」有更全面
準確和深刻認識，只要掌握了「一國兩制」
的情況，知道特區的權利和義務，更能增強
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感和向心力。

特區政府更有責任去推行以愛國思維出發
的公民教育，向香港同胞和下一代宣揚愛國
主義和民族觀念，提升國民身份認同，尤其
可結合香港現有的《國旗法》、《國徽法》
及擬將進行本地立法的《國歌法》，以國家
觀念作基礎，以法律為軸，再配以事例和常
識來說明愛國是理所當然的大道理。
此外，這套愛國教育宜包含對國家憲法、

香港基本法條文和精神、「一國兩制」的由
來等法律概念，也要讓學生了解中國歷史、
地理、國家地標、各省市的產業、河山礦物

分佈、國情、甚至在內地生活小常識，從生
活化學習基礎的國家知識，以輕鬆方式讓學
生正確掌握和認識國情，是一個健康的「補
腦」教育。
「港獨」滋事分子的極端分裂行為，否認

自己的國家和「中國人」的身份，是因為他
們「有病」，愛國教育正正是根治「港獨」
的良方，透過認識和尊重國家概念，閱讀國
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認清事實和史實，重
塑香港下一代對國家和民族的正確價值觀，
免得他們繼續脫隊走歪。

愛國教育是治「港獨」的妙藥
朱家健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 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

	���
�

蘋果日報扭曲事實誤導港人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港澳辦網站上，
發表文章解讀十九大報告。十九大報告
兩次提到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
權」，張曉明解讀說這一觀點在2014
年6月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一國兩
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
書中已經寫明。它包含的邏輯關係顯
而易見：主權與治權分不開；中國政
府從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之時起，即
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來源於或派生於中
央的全面管治權。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
主權，是恢復行使包括對香港的全面管
治權在內的完整主權，而不是英國人

「以主權換治權」的如意算盤所指的空
洞的主權，也不限於對外交、國防事務
的管理權。

將白皮書駁倒的錯誤觀點拿出來騙人
事實上，主權與治權分不開。1982

年中英正式商談香港前途時，鄧小平嚴
正駁斥了戴卓爾夫人的「三個條約有效
論」，宣佈中國領導人決不當李鴻章，
表明了中國政府收回香港、維護中國主
權與統一的堅定立場。以後，鄧小平又
駁回了英方「以主權換治權」的要求，
斬釘截鐵地指出「英國想用主權來換治
權是行不通的」，中國收回香港，是

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同時收回治權。
蘋果日報把香港的權力來源說成是來自
《中英聯合聲明》，這等同承認三個不
平等條約有效，等同邀請外力干預香
港，這是扭曲歷史和事實，企圖誤導港
人。
香港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

律，規定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
度和政策，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
法律化、制度化。
針對將基本法的依據訴諸《中英聯合

聲明》的錯誤觀點，白皮書特別強調，
基本法的依據是中國憲法，白皮書指出
聯合聲明簽署之前憲法第31條的規

定，並詳細列舉中央公佈的十二條對港
方針，明確指出「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
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
蘋果日報聲稱「當前北京對香港政策的
權來源是《中英聯合聲明》」，不過是
將白皮書已駁倒的錯誤觀點拿出來騙
人。
97回歸實現主權和治權的統一，從回

歸之日起，中央就對港擁有全面管治
權。白皮書強調，中央依法履行憲法和
香港基本法賦予的全面管治權和憲制責
任，有效管治香港特區，並列出「五體
現」，這「五體現」在憲法和基本法中
都有依據。
中央根據憲法和基本法把除了外交、

國防等權力予以香港行使，這才是香港
的權力來源，香港當然要把中央全面管
治權和高度自治有機結合。中央對港全
面管治權是「一國兩制」成功落實的保
障，是香港繁榮穩定和港人根本福祉的
保障。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和憲制
責任，其基本立場、方針政策在出發點
和落腳點上都是一樣的，就是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

企圖蠱惑人心恐嚇市民
張曉明指出，中央強調對香港具有全

面管治權，「所針對的是極少數人以高
度自治為由，抗拒或排斥中央依法行使
有關權力，甚至公然挑戰『一國』原則
和有關底線的錯誤言行」。蘋果日報聲
稱這種說法只是掩眼法及陽謀，要大家
放下提防之心，蠱惑人心說實際上誰也
不知道打擊面有多大，有多少人受牽連
云云。這顯然是蘋果日報的恐嚇市民之
說。
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重要內容之一是

人大釋法，綜觀回歸以來五次人大釋
法，都是為香港排憂解難，立牌指路，
釐清方向。其中第五次人大釋法，也只
是針對極少數抗拒或排斥中央權力，甚
至公然挑戰「一國」原則和底線的分裂
分子。蘋果日報造謠指是很多人受牽連
云云，嚴重違背事實，是企圖歪曲事
實，蠱惑人心。

中國從來不承認喪權辱國的三個不平等條約，香港的主權始終在中國手中，97回

歸實現主權和治權的統一，從回歸之日起，中央就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並非後來

「僭建」；張曉明的文章正本清源，清晰解讀十九大報告的精神。蘋果日報把香港的權力來源說成是

來自中英聯合聲明，這等同承認「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論」，等同邀請外力干預香港，這是扭曲歷史

和事實，企圖誤導港人。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的社評誣衊張曉明騙人，聲稱「當前北京對香港政策的

權力來源是《中英聯合聲明》」云云，再次暴露蘋果日報才是扭曲事實、誤導港人的大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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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嘉蔚「代夫出征」？
網民寸「係人都選得」

網民寸盡袁嘉蔚
■ Ka Chun Yu Bryan：家真係係人都選

得。

■ Fung Chan：不如叫你老母出嚟選啦，反
正入到去都係冇建設㗎啦！

■ Takchi Hwang：真係阿豬阿狗都選舉，
到底知不知道除咗反政府仲有好多民生
㗎！你乜料呀？

■ C.c. Yau：有甚（什）麼選民 ，便有甚
（什）麼已完（議員）。冤豬頭自有盟
鼻菩薩，不過鼻敏感症狀，在香港已是
風土病。

■ Pedro Ortega：家族政治。

■ Po Chan：選舉都要鄉朋親友化，都幾傳
統中國人思想，肥水不流他人田。

■ Chris Chan：搵個低少少嘅代表，咪一
定聽話無偏差。

■ Hugo Leung：「眾志」、羅冠聰、黃之
鋒會在fb刪除異見聲音，唯我獨尊一個
地步，同自負老人（指鄭經翰）嘅本質
係一樣專權。對選民如此不可一世嘅態
度，我醒覺「眾志」只係一班政棍。我
身為港島選民，決不會再將神聖的一票
給「眾志」，立此存照。

■ Matthew Lee：「如果有一天我願意走
得更前的時候，都是因為我自己。」為
自己因為議員人工十萬（元）好和味。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立法會議員公務繁
重，壓力大就梗㗎

啦，不過每個議員嘅減壓方法都唔同，
有啲好正路，有啲就好「獨特」。好似
公文袋（公民黨）黨魁戇橋（楊岳橋）
咁吖，日前就喺熟食中心飲大兩杯，同
黨友陳淑莊聞歌起舞，但就跳到甩晒
beat（節拍），拍馬都追唔上有舞台劇
底子嘅對方。不過，佢哋覺得係開心舞
啫，啲網民就覺得係馬騮戲、萬聖節
嘞！
陳淑莊日前喺facebook上載咗佢同戇

橋跳舞嘅短片，背景係北角渣華道熟食
中心，當時播住「哥哥」張國榮隻《無
心睡眠》，佢兩個就聞「哥」起舞，陳
淑莊跳得都算流暢，但係面紅紅疑似飲
大咗嘅戇橋就甩晒beat，而佢哋面前嗰
枱鬼佬仲好笑，影完兩幅相之後就無理
佢哋繼續夾餸！陳淑莊仲話自己當時着
住三吋半高踭鞋，而戇橋班助理開嘅fb

專頁「810扮工室」，亦都寸佢哋老細
受酒精影響。

「本土派」不滿跳舞呃like
可能佢哋覺得咁就叫「親民」啦，

不過唔係個個都受落。好似經常發表
激進「本土」言論、由中文大學學者
劉正打理嘅fb專頁「無神論者的巴別
塔」就話：「會又唔開、票又唔投、
跳埋呢啲×舞呃 like（讚好）咪最醒
囉，『尊貴的』垃圾會議員？我
呸！」
「Jason Cheung」就補充話，公文袋

試過提出動議之後全黨缺席會議（指今
年3月郭家麒提出嘅「促請下任特首重
啟政改」議案），又試過同一議案大包
圍投贊成、反對同棄權（指上年7月二
讀表決《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
案》），「想問吓楊岳橋究竟做乜唔開
會，都畀佢hide（屏蔽）留言，除咗一

次話屋企有喪事就冇解釋過，可能次次
都喪事啦，不如佢辭職去守孝啦。」
「藍絲」fb專頁「追擊暴徒」亦都分
享咗條短片，仲溫馨提示網民「慎
入」、「小心影響食慾」。不過「Des-

mond Wong」就覺得佢兩個除咗影響食
慾之外，仲影響埋隻歌同埋間餐廳嘅生
意，「李國霖」就不滿佢兩個「喺外國
人面前做小丑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戇橋醉舞甩拍子 被嘲「做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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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寸戇橋陳淑莊

■ Kenneth Luk：肉麻當有趣，香港靠佢哋？死得
啦！

■ Emarider Mak：日日返工關人銀事，晚晚開P
（派對）大魚大肉，高薪厚祿，呢啲工去邊度
搵？

■李國霖：喺外國人面前做小丑呀？

■ Char Chan：議會只是show business， 另一個
娛樂圈，不過係「TV for ugly people」（醜人電
視台），佢哋生得好樣啲已經仆咗去做TVB啦。

■ Bruce Lee：簡直係對哥哥的極大侮辱！

■ Sammy Kwok：堅係難頂過大媽舞。

■ Chow Victor：旺角有大媽，北角有×那媽。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戇橋同陳淑莊跳到摸晒心口，但班鬼
佬睬佢都傻。 fb截圖

■戇橋醉到同陳淑莊攬頭攬頸。
fb圖片

袁嘉蔚日前去咗台灣出席一個香
港女性參與政治嘅對談會。根

據對談會嘅文字記錄，袁嘉蔚話自從
三七入咗冊之後，佢做咗好多訪問同
演講，但無論主題係乜嘢，焦點都係
佢嘅「羅冠聰女友」身份，「有次有
個記者問我『香港眾志』未來方向，
因為其他人都入獄了，我回答之後，
再看訪問，他的文章，我的身份也只
是羅冠聰女友。我很憤怒，我跟那個
記者說，我接這個訪問的身份是『香
港眾志』的成員，不是羅冠聰女友，
最後他有改了。」
佢又唔鍾意啲人講佢「代夫出
征」，「好像他（三七）出來我就要
退場，在他假釋的當天，進法院前，
我在媒體前對媒體說我的感受。他假
釋出來了，我就突然退後了，成為聯
絡員。」佢對外界覺得佢係代替品感
到難受，因為佢唔係一個素人，亦都
有自己擅長嘅地方，希望未來可以塑

造到比較獨立嘅身份，令公眾認為佢
係有能力嘅女生，而唔係依附喺男友
身邊嘅小女友喎。

AQ差 自言三七入冊瀕崩潰
三七保釋之前坐咗兩個月，袁嘉蔚

就話自己每日都瀕臨崩潰，對於好多人
嘅問候都覺得唔耐煩，「很多人會走過
來，每天起碼十個，來問我，『你好
嗎？適應沒有？』在我心裡我都想說，
『廢話，怎麼會好啊。』我知道那些問
候是善意的，我也很感謝，但每次的問
候都是每次的傷害。」
三七就話有得保釋啫，但衝擊立法

會嗰13個人又唔係政治明星，邊會有
咁嘅待遇？其中「中箭」常委林朗彥
同社工梁曉暘，仲要喺入面面對情海
翻波！同場嘅林朗彥女友、「中箭」
成員黃莉莉話，男方入冊兩星期之
後，雙方曾經分過手，當時佢試過箍
煲，但𠵱 家覺得即使唔可以喺返埋一

齊都無問題，因為仲係非常親密嘅戰
友喎。
梁曉暘女友、前理大學生會外務副

會長黃沅羚更自爆已經分咗手，「在
他入獄後，我在幫他處理所有東西的
過程中，我發現一些事情吧，是不可
以公開的」，如果公開驚畀人當佢係
衰人咁話。

赴台振「婦」綱 願「走得更前」
除咗喺台灣振「婦」綱之外，袁嘉

蔚亦都接受咗香港報章訪問，重申唔
鍾意人哋話佢「代夫出征」，「如果
有一天我願意走得更前的時候，都是
因為我自己」，又話「中箭」唔想喺
補選複製一個三七出嚟，但就死都唔
肯透露人選同埋內部遴選機制。
「Ka Chun Yu Bryan」諷刺道「𠵱
家真係係人都選得」，「Chris
Chan」就覺得「搵個低少少嘅代表，
咪一定聽話無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