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早前被拒入境香港的英國

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

斯 （Benedict Rogers） ， 聯 同

英國前外相聶偉敬（Malcolm

Rifkind） 、 英 國 上 議 院 議 員

David Alton 和英國前自由民主

黨領袖 Paddy Ashdown 等英國

政壇人士，在倫敦成立非政府

組 織 「 香 港 監 察 」 （Hong

Kong Watch），聲稱要監察香

港人權、自由和法治情況，為

香港「發聲」，促請中英兩國

政府履行《中英聯合聲明》的

責任云云。香港各界人士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這顯

然是外國勢力與香港反對派裡

應外合的伎倆，藉各種歪理輿

論 ， 搞 亂 香 港 社 會 。 他 們 強

調，香港回歸祖國後實施「一

國兩制」，絕不允許外國勢力

以「監察」為名借題發揮干預

香港事務。

英政客聲稱「監察」
各界批干預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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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遠毫無悔意 判監三周能彰顯法治嗎？

去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當日，吳文遠在
時任特首梁振英到票站投票時向梁投擲
三文治，被控普通襲擊罪，昨日被裁定
罪成。
法官指出，被告並非誠實可靠的證
人。針對吳文遠早前曾稱梁振英於案發
時表情「戚眉戚眼」、示意「放馬過
來」，裁判官認為梁振英與被告並非朋
友，梁不可能會默許被告投擲三文治，
並稱被告只是為自己開脫而作出相關解
釋。裁判官強調市民有表達意見的自
由，但不容許以任何暴力方式向公職人
員表達不滿，所以要判具阻嚇性刑罰。
判刑是針對被告的暴力行為，被告的政

治理念有多高尚，都不會影響判刑結
果。

吳文遠砌詞狡辯開脫罪責
但吳獲刑後表示，向領導人擲三文

治在世界上很尋常，在香港被判監三
周很荒謬。吳文遠的確並非誠實可靠
的人。事實是世界很多國家均規定，
國旗國徽，包括國家元首，都是國家
的象徵，很多國家法律中均有「侮辱
本國總統和外國元首罪」，尤其是涉
及到具體的肉體攻擊時，會處以較重
的處罰。在美國「殺死或企圖殺死或
襲擊美國總統」更可被判以「叛國

罪」，而示威者如果企圖衝到總統周
圍，不論原因為何立即會被特工武力
制服，並且拘捕帶走。美國前總統布
什出訪伊拉克的時候，遭到一名伊克
拉記者用鞋投擲，該名記者即時被保
安人員打到手骨同肋骨斷裂，伊拉克
法院更判處該記者3年有期徒刑。
本港雖然沒有「侮辱本國總統和外國

元首罪」，但所有人的人身安全都受到
法律保障，更何況是香港特區及政府的
首長，其人身安全更要得到周全的保
護。近年，本港激進分子視攻擊特首為
家常便飯，每當特首落區會見市民或參
與活動時，都要面對暴力衝擊，令活動

難以正常進行，這不僅損害特首的人身
自由，更加視本港法律如無物。假如本
港連特首的安全都不能保護，連特首的
活動都不能保障正常進行，市民的安全
還如何得到保障？香港的法治還如何得
到伸張？
對吳文遠判監三周阻嚇力不足，還

體現在吳文遠對罪行毫無悔意。他在
庭上狂言，若法庭認為需判處阻嚇性
刑罰，任何量刑不會阻嚇到他，「如
果向權貴示威需判重刑，我無所
謂」。他還攻擊香港的司法制度荒
謬，誣衊法庭已淪為政治打壓的工
具。正因為判刑太輕，令到暴力衝擊
成本極低，吳文遠之流變本加厲，打
着抗爭之名，令香港變成法外之地，
這是對香港法治的侮辱。

不能姑息「暴民政治」
法治是本港繁榮安定的基石，也是全

港市民賴以安居樂業的保障，絕對不容

一小撮激進分子肆意踐踏。本港社會一
向視自由為核心價值，但自由是雙向
的，並非激進分子隨心所欲表達訴求就
是自由，更需要堅守社會文明和法治底
線。亞里士多德指出：「法律是一種秩
序，良好的秩序基於普遍遵守法律；法
律是正義的體現。」國際人權公約也明
文規定，自由並非絕對，它必須保證不
會影響國家安全及公共秩序。香港不能
縱容吳文遠之流的激進暴力分子，不能
打着「為弱勢發聲」的旗號就可為所欲
為。
香港政治越來越激進化，「暴民政

治」的歪風蠶食本港的核心價值，這不
能不引起市民的警覺。執法部門必須有
法必依，有罪必懲，對於任何違法行為
一律繩之以法。法庭更應根據實際情
況，改變以往從輕發落的判罰標準，對
於一些屢教不改、刻意挑戰法律的行
為，絕對不能姑息養奸，不要令香港變
成無法無天之地。

社民連吳文遠因襲擊前任特首梁振英罪成，被法院裁定判監三星期。吳文遠之

流的激進分子視襲擊特首為家常便飯，這不僅是損害特首的人身安全和自由，更

是視本港法律如無物。假如本港連特首的人身安全和自由都不能保護，試想市民的安全如何得到保

障？正因為判刑太輕，低廉的犯罪成本更令吳文遠對罪行毫無悔意，還攻擊香港的司法制度荒謬。

法庭應根據實際情況，改變從輕發落的判罰標準，有效維護香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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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各
門各路就明
年3月立法會

補選水花四濺，不過就係口水，大家
都係喺傳媒或者網上抬高自己、踩低
人哋。到咗噚日，卒之有啲實質嘢出
嚟，有網媒報稱攞到反對派草擬本，
當中提到會喺九龍西同新界東兩區做
初選，每區分別有5個同4個人報
名。喺焦點所在嘅九西，除咗民主
黨、民協、聲稱唔係「青症雙邪」
Cheap禎（游蕙禎）替身嘅袁健恩之
外，仲有「佔領」期間襲警罪成判監
嘅曾健超，但就唔見被DQ（取消議
員資格）但等候上訴嘅小麗老千（劉
小麗）。網上班花生友當兩個老牌政
黨無到，一啲話曾健超搶小麗老千飯
碗，一啲就話以後都唔信「青症」，
更有人對住幾件爛橙揀唔落手，大嘆
「有冇啲正常啲㗎？」

噚日有網媒報稱攞到負責協調
反對派嘅「民主動力」草擬嘅備
忘錄，入面提到收到5份參與九西
初選嘅報名，來自民主黨深水埗
區議員美容袁（袁海文）、民協
「facebook管理員」馮檢基、袁健
恩、曾健超同埋身兼社民連成員
嘅「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
晶。新東就收到 4 份，分別係前
「學民思潮」發言人張秀賢、
「新民主同盟」咖哩飯（范國
威）、前立法會議員鄭家富同埋
民主黨大埔區議員區鎮樺。

九西新東分餅「承諾」唔賴皮
至於初選點玩，備忘錄話會先喺下

月初做電話調查，訪問約800個九西
選民同1,200個新東選民，亦都會喺
電子投票平台收集意見，下年1月中
就會搞埋實體票站，最後計吓邊個高

分，就會代表反對派出選。如果勝出
者過唔到確認書一關，就會由排第二
或第三嘅人頂上。
「民主動力」仲有一份「參選承諾

書」，要求參與初選者輸咗唔准賴
皮，承諾唔會成為官方候選人，而且
要支持勝出初選者，唔准支持其他
人，各人要喺今個月底前交返「承諾
書」。
至於初選條數點計，「民主動

力」就估計涉及約55萬元，扣除各
方捐贈，如果有6個參選人，每人
就要分擔最高8萬元，仲要係初選
前即磅嗰隻，同時提醒即使參選人
唔喺正式選舉去馬，都要向選舉事
務處申報有關開支同捐贈。
不過，「民主動力」無提到港島

補選嘅初選做法，似乎係為「中
箭」（「香港眾志」）永續港島議
席鋪平條路嘞。

曾健超反口起「老千」尾注
曾健超入冊前話無興趣參加補選，

出冊後改口風話積極考慮，𠵱 家仲據
報報埋名玩初選，有網民不滿佢對光
譜相近嘅小麗老千起尾注。「Peter
Wong」質疑佢唔理政治倫理；
「Mak Jolene」更加寸佢撩事鬥非之
後有社工局保佢，「若今次都選唔
到，咁佢就真係極廢。」袁健恩亦都
因為有Cheap禎獻上死亡之吻而備受
批評，「Jason Diaz Napoleon」就睇
死今次「青症」鎅唔到票，疑似苦主
嘅「Eliza Yeung」更話唔會再信「青
症」。
亦有口痕友覺得成件事係廢鬥廢。

「Mike Yeung」話曾健超同袁健恩之
間，兩「健」都揀唔落手。「Nasa
Ho」就仲抵死：「有冇啲正常啲
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鼓勵香港年輕人
議政、論政及參政，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首份施政報
告中推出諮詢委員會「青年委員自薦試行計劃」，期
望青年成員的整體比率至15%。民政事務局昨日刊登
廣告，招募18歲至35歲年輕人成為5個指定委員會的
成員，本月底截止申請。招募委員會成員、青年事務
委員會主席劉鳴煒期望，計劃可吸納有心服務社會的
「素人」，民建聯、民主黨則表示不會阻止成員自
薦。

月底截止申請
民政事務局昨日交代計劃詳情，參與的5個委員會
包括禁毒常務委員會；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
會；公民教育委員會；環境運動委員會；及明年新成
立的青年發展委員會，合共有11個自薦名額。
政府強調評審準則有3項條件，包括誠心為社會服
務、對有關政策範疇有一定認識，以及有良好分析和
溝通能力。有興趣的18歲至35歲年輕人可以透過網
上系統、電郵、郵遞及專人送遞提交申請 ，並以文
字、影片或錄音闡述自己適合的原因。計劃於本月30
日截止申請，料於明年第一季完成招募。
劉鳴煒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知名度高的年輕

人不需要透過計劃加入委員會，是次計劃希望招募有
心服務社會，但知名度低的年輕「素人」，直言「如
果全是識嘅人或者政黨派嚟（我）會幾失望」。
他續指，過往不少年輕人曾向他詢問加入委員會的

方法，是次計劃正好為他們提供途徑。他期望新委員
對政府運作有一定認識，並對社會政策有一定的分析
能力。

青年民記點讚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林琳表示，以往政府被批評太守

舊，是次計劃是好的舉動，政府願意讓年輕人參與委
員會的工作，為政策推行前的討論帶來新面孔、意見
及火花。她歡迎黨內成員參與計劃，但認為各政黨更
應「讓位」予社會上的年輕人。
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亦稱，民主黨一直有推薦黨員

予政府，不會阻止黨員參加自薦計劃。
同為招募委員會成員之一、環境運動委員會主席

林超英則表示，政黨背景不在其考慮因素，「因為
我哋係做嘢嘅，所以你係咩黨對我無關。」他期望
能招募熱愛並關心自然環境的年輕人，並呼籲年輕
人不應只想在委員會中獲得什麼好處，而是能為香
港做什麼。

反對派初選廢鬥廢
網民：爛橙揀唔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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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監察」由羅哲斯（Bene-
dict Rogers） 任 信 託 主

席，其他贊助人還包括前工黨影
子外相 Catherine West 等。「香
港監察」發出新聞稿聲稱，香港
人根據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聯合
聲明》享有的普世自由和民主改
革，及「一國兩制」原則下的自
主，受到威脅，惹起前所未有的
關注。Paddy Ashdown 也稱，英
國「有責任」為香港發聲，「香
港監察」將通過監察、研究和倡
議等方法，捍衛香港的自由、自
主和法治，促請中國和英國履行
《中英聯合聲明》的責任云云。
羅哲斯又聲言，「香港監察」將

發展成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世
界各國首都為香港「發聲」。

盧文端：刻意破壞「一國兩制」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
事長、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盧文端表示，自香港回歸祖國後，
香港特區實施「一國兩制」，但一
些西方國家卻一直不願接受這個現
實，還以各種手段不斷干預香港的
內部事務，刻意破壞「一國兩
制」。
他批評，羅哲斯成立所謂「香
港監察」的政治組織，目的便是
要與香港反對派裡應外合，這些
人說到底就是要藉各種歪理輿
論，搞亂香港社會，以拖延中國
的發展。

盧瑞安：反對派引外力伎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國旅

行社榮譽董事長盧瑞安也狠批，這
顯然是外國勢力與香港反對派裡應
外合的旁門左道伎倆，是非常危險

的事情。
他強調，絕不允許外國人以

「監察」為名借題發揮干涉香港
事務，「香港事，也是國家的
事，要管都是香港人自己做好，
無理由外國人可以監管，這絕對
是匪夷所思。」

陳勇料羅哲斯政治報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

主席陳勇認為，羅哲斯早前不獲
入境香港肯定有其原因，相信今
次是羅哲斯的政治報復，意圖藉
此攻擊香港。
他又指，羅哲斯作為保守黨人
權委員會副主席，理應最關心英
國的人權情況，絕不應干涉其他
國家和地區的內部事務，憑什麼
走出來說要監察香港？這是既不
合法、也不合理。

除咗上電台介紹之外，劉鳴煒仲同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拍攝短片，介紹「青年委員自薦試行計
劃」，佢哋更加韓國男團上身，做出大熱手勢，

表明要將青年意見收藏喺心入面。

男團手勢宣傳自薦計劃
民政事務局facebook專頁日前上載一條短片，司長喺片入面

提到特區政府會與青年同行，鼓勵佢哋議政論政，鳴煒當然舉腳
贊成啦，之後兩個人就介紹今次呢個計劃，當佢哋講到「畀我哋
聽取你嘅意見」呢句時，更加用雙手拇指同食指做出手勢，表明
要將青年意見好好收藏。
呢個手勢由韓國男團Wanna One自創，代表「在我心裡收

藏」，司長同鳴煒真係食正韓風。以為咁就完？鳴煒最後扶住張
櫈，問到有興趣嘅青年「Wanna one（要一個嗎）？」司長就
接住落：「我哋等你埋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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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長孖住鳴煒做Oppa

■陳勇 資料圖片■盧瑞安 資料圖片■盧文端 資料圖片

■張建宗和劉鳴煒做出大熱韓風手勢，表明要將青年意見好好收
藏。 短片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