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國智

庫亨利傑克遜學會（Henry Jackson So-

ciety）的亞洲研究中心，日前發表論文

報告《香港二十年：公民、政治、法律

權利的倒退》，撰寫報告者包括早前被

特區政府拒絕入境的英國保守黨人權委

員 會 副 主 席 羅 哲 斯 （Benedict Rog-

ers），及「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後

者更現身英國「唱衰香港」。多名立法

會議員批評這些「已過氣」的人，被港

人唾棄，便跑到外國與某些別有用心人

搞串連，製造混亂及分裂社會，意圖推

動「港獨」拖累香港。

梁天琦在報告內聲稱，「一國
兩制」保護香港的希望已經

幻滅，批評西方社會沒有留意香
港公民社會追求民主愈來愈困
難。羅哲斯就稱，香港更大危機
在於更多年輕從政者被判囚，反
映了香港的人權、自由情況正在
轉差云云。

周浩鼎冀港人勿被誤導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表示，梁天琦

等「港獨」分子，仍然死心不息，不
斷耍手段，屢次跑到外地唱衰國家及
特區政府，還肆意扭曲「一國兩
制」，大肆宣揚扭曲的東西。他形
容，這是梁天琦等「港獨」分子的一
貫伎倆，港人應該認清這些人的真面
目，不要被誤導。

葛珮帆斥製造混亂分裂社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評，

梁天琦等人不斷到外國唱衰抹黑香
港，只為企圖以海外聲音誤導香港
市民，製造混亂及分裂社會。她續
說，事實上「一國兩制」成功落
實，回歸以來仍然是全球最自由、
最安全、最富競爭力的城市之一，
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但梁天琦等人
不斷沉迷於所謂西方民主，盲目推
崇只有西方的一套才是真理，誤導
香港市民有關主張能解決所有社會
問題，卻無視歐美國家正自身難
保。

郭偉強：癡人說夢枉費心機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

過去梁天琦等「港獨」分子所做的
一切，市民大眾有目共睹，都不會
相信他們的歪論。這次梁天琦走到
外國尋找「知音人」，言論不值一
駁。外國勢力無權干預國家的內部
事務，由不得他們說三道四。梁天
琦再提什麼言論也是癡人說夢，枉
費心機。

鍾國斌：博出位增知名度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指出，「梁天琦

現象」已經成過去，他的所作所為已
被市民大眾唾棄。加上梁天琦官司纏
身，正要面對多場官司，相信他「已
經驚到要命」，惟有跑到海外尋求心
靈安慰。至於英國所謂智庫組織，以
出位的方式增加知名度，只是為求吸
引外界的眼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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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近日正
全力推動明年 3
月補選的初選機

制，主要是九龍西和新界東。因為港島「香
港眾志」已表明無意讓路，不論是羅冠聰的
女友「代夫從軍」，或周庭披掛上陣，其他
反對派都難以染指，何秀蘭要「敗部復活」
恐怕要再等下次。至於新界東，現時主要是
范國威與「本土派」支持的張秀賢之爭，兩
人各有支持者，也各有死穴，如果最終以所
謂初選分勝負，可能是知名度較高的范國威

佔優。但姑且不論民主黨是否甘願為「仇
人」抬轎，就是「本土派」也未必會任由反
對派擺布，始終這個議席本來是「本土
派」，范國威現在出來抽水，企圖「冷手執
個熱煎堆」，「本土派」又怎會心服？
形勢最混亂的，可說是九龍西。現時有意

參選並會參與反對派初選的，已有前公民黨
成員、「社工長毛」曾健超；由「青年新
政」游蕙禎支持的激進分子袁健恩；企硬參
選的馮檢基；民主黨區議員袁海文和社民連
成員鄧美晶，出現5人爭逐的局面。

反對派初時希望讓劉小麗參選，藉此一錘
定音以免引起內訌，但由於劉小麗自作聰明
要上訴，導致官司並未完結，參選名不正言
不順。而且，她早前在公開場合高喊要打倒
中國執政黨，公然挑戰「一國」，就算要參
選也很大機會過不了「確認書」一關，基本
上補選夢碎。「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自然令到反對派各陣營紛紛爭奪九西出選。
一般預期，九西補選主要是馮檢基與「本

土派」之爭，但一直渴望上位的曾健超突然
「空降」，並搶先表示有意參選，令九西選

情更複雜。曾健超本屬激進派，但又有一些
公民黨支持者票，加上具有一定知名度，不
能說沒有勝望；袁健恩本來是社民連支持
者，及後轉投游蕙禎，現在更得她「欽點」
參選，但他的知名度太低，過去也沒有什麼
往績可以爭取到選民支持。雖然他得到游蕙
禎力撐，但不要忘記，激進派支持者從來是
「對人不對黨」，他們支持游蕙禎不代表就
會支持其黨友，游蕙禎可以轉移多少支持票
到他身上，令人質疑。至於馮檢基，雖是政
壇老將，但可惜近年屢戰屢敗，銳氣已洩，
加上賴死不退，戀棧權位，引起了不少反對
派支持者的反感。現在最後一戰，勝負也是
五十五十。
與其他兩個選區不同，反對派各陣營在九

西是不可能相讓，也不可能協調，反對派以

為搞出一個初選，就可以令各陣營乖乖合
作，支持一個參選人，只是一廂情願。九西
不同陣營的實力相當平均，公民黨、民主
黨、激進派、「本土派」，都不相伯仲，沒
有一派獨大。這次補選提供一個擴張版圖的
機會，沒有一個黨派甘願退讓，為他人作嫁
衣裳。
反對派的初選，不過有利較高知名度及

得到多數反對派政黨支持的人，先天上對
「本土派」就不利。如果補選結果對「本
土派」不利，他們會尊重結果嗎？不可
能，「青年新政」一定會堅持派人出選，
因為政治一日已經太長，「青年新政」補
選缺席，泡沫化就不遠了。這場補選關係
生死存亡，最後還是實力話事，不落場試
一試，如何甘心？

劉小麗補選夢碎 反對派九西互不相讓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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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顛倒黑白 為反華造勢不得人心

美國總統特朗普即將出訪亞洲，其中
一站是中國，將會與國家主席習近平舉
行會談。黃之鋒接受美聯社專訪時說，
中國崛起意味人權狀況將面對更大挑戰
云云，這完全是顛倒黑白。

中國推動世界許多國家改善人權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重大理念，契合世界各國人民求和
平、謀發展、促合作、要進步的共同訴

求，這一重大時代命題，不僅為應對當
前全球性挑戰指明了方向，也為加強和
改善全球人權治理提出了中國方案，中
國已經並將繼續以人權領域的實際行
動，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核心在於世界

各國平等相待、協商合作、共建安全世
界、共享經濟繁榮。目前全球仍有8億
多極端貧困人口；在發展中國家，36%
以上的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3.1美元，

一半以上15歲以下的兒童生活在貧困
狀態中。發展不足仍然是困擾發展中國
家的主要問題。四年來，中國對世界經
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了30%以上，
超過美國、歐元區和日本貢獻率的總
和，位居全球第一，推動了世界許多國
家人權的改善。
黃之鋒誣衊中國崛起意味人權狀況將

面對更大挑戰，暴露這一反華勢力的馬
前卒缺乏常識、不學無術。

黃之鋒聲稱：「我認為，如果有更多
人看這部紀錄片，可以更多人得到激
勵。」這是企圖誘騙和煽動香港的年輕
人像他一樣，走上與國家民族為敵、破
壞香港繁榮穩定的歧途。黃之鋒勾結反
華勢力反中亂港已經不止一次，其行徑
受到香港社會各界批評和譴責。

黃之鋒勾結反華勢力出賣良知
黃之鋒年紀雖輕，但已被反華勢力收

買出賣良知，像猶大一樣靠出賣靈魂獲
得金幣，其劣行備受港人斥責。黃之鋒
在 2012 年「反國教」中「一戰成
名」，於是美國將賭注下在黃的身上，
動用《時代周刊》、《紐約時報》、
《紐約太陽報》等媒體對其吹捧，將黃
之鋒捧成所謂「耀眼新星」。美國反華
勢力除了精心培植黃之鋒，金錢收買更

為赤裸。據傳媒報道，2012年11月，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臨時撥款10
萬美元，通過「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
會」幹事葉寶琳交給黃之鋒，作為漢奸
活動經費。2014年3月，美國勢力又通
過「陳某某」交給黃之鋒160萬港元。
而且，「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向黃之
鋒承諾，為其安排好了「後路」。有了
某些反華勢力撐腰，黃之鋒的「港獨」
活動愈加猖獗。
人大釋法和香港法院的公正判決，沉

重打擊了「港獨」囂張氣焰，「港獨」
勢力陷入眾叛親離、四面楚歌的境地，
黃之鋒之流已走向窮途末路。在此情況
下，黃之鋒之流加緊勾結外部反華勢
力，妄圖讓外部反華勢力為其撐腰，不
僅最終徒勞無功，而且更加陷入老鼠過
街人人喊打的境地。

黃之鋒誣衊中國崛起意味人權狀況將面對更大挑戰，完全是顛倒黑白。中國提

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大理念，積極引領國際人權治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

的平均貢獻率達到了30%以上，推動了世界許多國家人權的改善。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前夕，一部

有關黃之鋒的紀錄片在美國放映，還揚言競逐明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片，赤裸裸地為反華造

勢，但利用黃之鋒反華不得人心，也無法阻遏中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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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赴英找「知音」搞串連
梁天琦唱衰香港挨批

反對派經常利用
網絡世界散播不同
的歪理，還粉飾成

「真理」或「主流意見」，挾着自製
的「民意」任意妄為。常透過 face-
book與反對派「開片」的立法會保險
界議員陳健波昨日就在fb上載短片表
示，建制派在網絡世界較遲起步，但
個人會以「盡一分力」的信念，堅持
在網上平台說真話，講理由，希望為
各界人士提供彈藥反駁歪理。
陳健波昨日為市民「講故仔」，指

40年前曾聽過一個故仔，內容談到有
一日，有名男子在街頭漫步，看到一
隻兩腳朝天的麻雀。男子問麻雀︰
「呀麻雀，你喺度搞乜呀？」麻雀就
說：「聽講個天就快跌落嚟，我想撐
住個天。」男子說：「就靠你呢隻小
麻雀，頂得住咩？」麻雀回答：「盡
我一分力。」

沉默只會助長歪風
陳健波指，現回想起這個故仔，發

現有很多人常以為自己力量有限，做
與不做都無分別，所以最終什麼也沒
做。其實，就算是小麻雀，當在fb給
個Like，按一按Share，亦可以改變香
港。他指出，建制派在網絡世界內起
步比較遲，而反對派很早採用fb的途
徑，令支持者較多，從而產生一種被
反對派獨佔網上輿論的假象，令很多
意見一面倒，歪理充斥，
過往建制派或特區政府，不會主動

反擊反對派在網絡世界上的歪理，認
為自己應該要有風度，就算反駁也沒

有任何用處等。不過，陳健波就認為，沉默只
會助長歪風，此種行為實在不可取。
陳健波表示，希望在自己的fb專頁，以數

據和道理去說服人，並提供「彈藥」給各界人
士反駁社會上的歪理。他強調，現世代不能沉
默，不應該再讓一些似是而非的歪理充斥社
會，影響下一代。陳健波還希望，大家願意出
一分力，扮演小麻雀，當萬眾同心的情況下，
香港就有得救。
有關短片推出短短約3小時就有逾700個
like等正面反應，更有逾200次分享。不少網
民都留言表示支持，「Joanna Wong」就留言
說︰「講得啱！正是如此，我才發聲，因為我
和我的家人，仍然在這里（裡）生活，齊齊守
護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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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在fb講「麻雀的故事」。 fb截圖

特首林鄭月娥日前接受傳
媒訪問，其後被大字標題指

佢話「80萬公屋已足夠」，林鄭隨即再三澄清無
意為公屋封頂、強調公屋數目相比《長遠房屋策
略》只會有增無減，仲為事件引起社會大眾不必
要嘅焦慮表示歉意。不過，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
兆堅噚日仲繼續喺電台同facebook煽風點火，質
疑林鄭致歉「不全面」，唔係真係想收回有關概
念喎，真係唔知佢點知啦。有網民見到真係膠都
費事派畀佢，直接出文寸佢︰「民主黨人居然懂
得分別（辨）致歉全不全面！民主黨就釘書健事
件全面致歉了沒有？民主黨就鄺神屈人賣狗肉事
件全面致歉了沒有？民主黨就許智瘋（峯）座駕
泊中環行人路事件全面致歉了沒有？」
林鄭前日再次主動澄清「80萬公屋」嘅講法，強

調80萬個公屋單位只係指緊幾年後會有嘅公屋數量，
只係一個現數，唔係目標，亦唔係極限，並指出只係
傳媒將佢說咗好多分鐘、相對複雜嘅概念簡單化，甚
至不幸數字化，而佢亦都就事件引起社會大眾不必要
嘅焦慮表示歉意。
雖然已經講得清清楚楚，但反對派想老屈你，

又點會理你講咗啲乜。尹兆堅噚日就分別喺電台同
fb到煽風點火，話覺得林鄭嘅致歉「不全面」，質
疑佢「只是就表達不清致歉，而不是收回有關概
念」咁喎。講咗80萬唔係極限都仲話人哋係咁

諗，點樣先可以令尹兆堅接受現實呢？

被批「專製造紛亂」
網民就連膠都費事派畀佢，佢篇文喺fb浪咗9個
鐘，先得9個 like，但更多網民就自己出文鬧爆
佢。「Ricky Cho」就出文話︰「要道歉既（嘅）
首選你自己黨先啦！正×街！」「Roger Lui」亦
話︰「你個假狗民主黨，做咁多衰嘢，道歉都要成
年喇！」「Al Min Jan」直言︰「專製造紛亂，多
餘。」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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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兆堅老屈特首 累鴿黨被翻舊賬

■尹兆堅
屈特首的
帖子。
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立法會議事規則委
員會將於下周一及周二
「加班」，連續兩日舉行4
小時會議，處理修訂議事
規則建議。建制派向委員
會提交第二批修訂建議，
包括將審議政府法案及財
政預算案的全體委員會會
議法定人數，由35人調整
至20人，增加反對派要求
點算法定人數的難度。另
建議修訂多條條文，規定
議員事前須獲立法會主席
同意，才可就法案二讀、
三讀、發回內務委員會及
要求公眾人士離場提出有
關動議，防止拉布。
38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前
日向議事規則委員會提交第
二批修訂建議，指香港基本
法雖列明立法會會議人數不
能少於全體議員一半，但基

本法第七十五條規定立法會
可自行決定內部運作事宜，
故認為全體委員會會議的法
定人數可以斟酌，遂提出修
訂議事規則第十七（一）
條，並在該條加入全體委員
會會議法定人數為20人的條
款。
早前朱凱廸引用20年來未
用過的議事規則第五十四
（四）條，動議不將政府法
案交付內會處理，觸發另一
場辯論，作為拉布手段。建
制派建議修訂第五十四
（四）條、第五十五（一
A）條（動議法案在三讀前
先交付專責委員會）、第六
十六（四）條（動議不將法
案發回內會）及第八十八
（一）條（動議在新聞界人
士及公眾人士離開），規定
議員動議前須獲立法會主席
同意。

立會下周「加班」
商修訂議事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