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日

前出席「香港齊心基金會5周

年慶典暨『一帶一路』晚會」

發表主題演說，指出「一帶一

路」發展得非常急速，該國際

合作倡議已進入行動期，鼓勵

港人抱着「走出去」的精神、

勇氣和準備，不只是做研討、

聽演講、寫文章，而是要做項

目。

CY勉港人投身「帶路」
「走出去」才能「民心通」

梁振英指出，「一帶一路」已經不是
沿線60多個國家的合作，是全球性

合作倡議。不單是做生意的人要關心，
而是所有人的事，特別是五個「互聯互
通」中的「民心相通」。

讓當地民眾共享成果
他說，「一帶一路」的項目除了賺錢
做生意，亦可以是文化藝術項目、公益
事業。他介紹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中心最近推出的兩個「民心相通」項
目：讓香港的中學生、大專生到「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探索的「香港青年新跑
道計劃」，及在柬埔寨推行的「一帶一
路消除白內障致盲行動」，希望當地人

民透過這些計劃知道，「中國人在當地
辛辛苦苦賺到的錢，不是全部自己獲
得，不是全部拿回去香港或中國內地，
而是我們會『取諸社會，用諸社會』，
讓當地民眾可以共享成果。」

鼓勵青年實地做義工
香港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梁振
英認為這是因為香港是中國眾多城市中最
國際化的城市，能夠跟國際接軌，所以香
港有其特殊地位及功能，亦有特別責任。
他強調「一帶一路」最重要的三隻字是
「走出去」，不單是商人，更包括青年
人、藝術家、科技人員等亦能「走出
去」。

在與青年人對話的環節中， 梁振英勉
勵青年人要掌握每一個機會「走出
去」。 青年人除了參與交流探索計劃，
了解當地生活環境及工作機遇外，梁振
英表示，「一帶一路」的「民心相通」
項目，也需要大量青年義工，幫助發展
中國家民眾，在「一帶一路」的倡議
下，改善生活，共享成果。
梁振英表示，由他任主席的「一帶

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目前正在進
行招募，既招募經費，亦招募朋友，
建立隊伍落實「一帶一路」，做好
「民心相通」的工作，工作重點包括
三大範疇，醫療援助、青年發展和文
化藝術交流。

青 年
民 建 聯
主 席 顏
汶 羽 日
前 到 廣
州 大 學
城區，與粵港聯代表交流意見。顏汶羽與大家
分享對十九大報告的體會，並就香港青年如何
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特別是香港在大灣區發展
的優勢，並與在粵港生作充分討論。在粵港生
提出了不少具體的在內地生活面對的困惑及建
議改善方法，顏汶羽表示會繼續舉辦交流會，
聽取有關建議，並將收集到的意見反映予兩地
政府。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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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在獄中被
囚兩個多月，正在
保釋等候上訴。然

而，他在出獄後卻不斷攻擊懲教署「虐
待」囚犯，更高調到懲教署總部投訴該署
職員，指他們要求囚犯在集隊時要「踎
班」，即要在操場蹲下等候懲教署人員點
名，又代表其他囚犯投訴有懲教署人員體
罰云云，周永康甚至質疑「食物金字塔」
海報與所吃營養餐單的水果分量不符。總
之，就是不滿監獄未能提供他們舒適的獄
中生活。

固然，如果確實有懲教人員涉及「虐
待」囚犯行為，當然應該調查，但黃之
鋒等人也要知道，監獄不是酒店，犯人
入獄也不是度假，而是受罰，在獄中自
然有獄中的一套規矩。有不當行為可以
投訴，但如果因為在獄中過得不舒服、
食物不對胃口，甚至不能適應獄中的作
息，甚至是沒有獲得「尊敬的對待」，
就隨意作出投訴，無理抹黑懲教署，卻
是不能接受。

黃之鋒的無理指控，隨即惹來懲教人員
大力反擊，香港懲教事務職員協會對事件

非常憤慨，強烈要求個別立法會議員停止
借助傳媒炒作。日前黃之鋒在香港電台的
節目大放厥詞時，懲教署退休人員協會主
席潘永康亦忍不住打電話作出回應，不點
名批評黃之鋒及港台。他指這位朋友（黃
之鋒）已經高姿態地作出投訴，大家就不
應在大氣電波再討論細節，因大家應要講
公道，要講司法公義程序。

毫無疑問，黃之鋒現在的行為，就是利
用自己的政治身份，企圖向懲教署施壓，
甚至進行輿論審判。目前事件已進入調查
程序，懲教署相關職員不能公開解釋也不

能如黃之鋒般日日上港台大發「偉論」，
這等於是只有單方面指控，對懲教署極不
公平。至於港台作為公營機構，竟然甘當
黃之鋒的喉舌，連基本的公平公道都做不
到，這樣的電台竟然還可以領取大筆公帑
營運，本身已是咄咄怪事。

懲教署對待犯人一視同仁，明顯沒有因為
黃之鋒「名人」的身份而提供優待，可能就
令到一些人心懷不滿，加上黃之鋒、周永康
一向生活優渥，籌款動輒數以十萬計，花錢
如流水，自然過不慣獄中生活，因而對懲教
署存在不滿。他要作出投訴是他的自由和權
利，但問題是現在卻利用自己的政治身份，
利用一些偏頗的傳媒作政治武器，惡意攻擊
懲教署，卻不讓他們辯解，這對於懲教署極

不公平，也有利用政治向懲教署施壓之嫌，
這樣的行為令人不齒。

黃之鋒這些「政治明星」，將自己看得
太高，犯事坐牢還想要有VIP招待，以為
憑着自己的身份，可以得到更好的招待，
結果沒有VIP招待，就乘機發難，擺懲教
人員上枱，這除了反映他們的人格之外，
更說明他們根本沒有反省之心，兩個多月
的牢獄生活並沒有改變他們的偏頗及自我
中心。

如果每個犯人都像黃之鋒、周永康般對
獄中生活這樣不滿，那樣不滿，隨意投訴
施壓，干預懲教工作，監獄還有秩序可言
嗎？將來監獄不如改成酒店好了。

■郭中行

黃之鋒坐監還想要VIP招待？

修改《議事規則》絕對不是自我閹割乘人之危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日前舉行會議，主
席李慧琼匯報與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會面
情況，引述張建宗指議會正就修改《議
事規則》而出現嚴重爭拗，又留意到有
個別非建制議員稱會以拉布阻止，故政
府會審時度勢，適時會向立法會提交法
案。特首林鄭月娥回應說，社會期望立
法會是一個能夠辦事的地方，適時通過
政府法案，因此如果建制派議員覺得當
下的《議事規則》不能夠滿足這個社會
期望，而提出修訂，「這個是可以理
解，亦是無可厚非」。

浪費納稅人血汗錢的是反對派
反對派議員卻作出無理指責和攻擊。
胡志偉聲稱政府「離譜」，指建制派提
出修改《議事規則》是乘人之危，而政
府亦作出配合，質疑無法修補行政與立

法關係。許智峯聲稱，政府所謂的審時
是現時有6個議席懸空，度勢則是建制
派有黃金機會，令「泛民」失去監察政
府之力，質問政府是否要表現出如此無
恥。涂謹申攻擊林鄭言論荒謬，稱林鄭
口中的審時度勢其實就是乘人之危，配
合建制派修改《議事規則》。
其實浪費納稅人血汗錢的，正是反對

派自己。
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建制派議員張宇

人表示，反對派議員以「自我閹割」指
摘建制派修改《議事規則》，會削弱他
們的言論自由和監察政府的權力，甚至
形容建制派在「自閹」，僅是吸引大眾
注意的口號。拉布行動根本無助加強監
察政府，只會令政府及立法會花費更多
人力及公帑，並令到許多有利經濟民生
的法案、撥款及工程延遲通過。例如單

計他擔任財委會主席的2014/15年度，
拉布行動便導致多個項目因通脹而多花
了28億港元，這些都是市民的金錢，不
應被倒進坑渠。張宇人促請公眾支持建
制派的修例建議，令立法會運作重回正
軌。

濫用權力癱瘓議會
反對派所謂不要自我閹割、不做橡皮

圖章，只是反對派企圖濫用權力、癱瘓
議會、狙擊施政、令香港停滯不前的藉
口。反對派為阻止《議事規則》修訂，
已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更叫囂向
建制派「開戰」。
立法會上周三審議上調刑事法援費

用決議案，但開會不足一小時就因在
席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反對派承
認，點人數是「集體決定」，目的是

阻延建制派修改《議事規則》。朱凱
廸稱若然《議事規則》被修改，一系
列他口中的「惡法」如《國歌法》、
高鐵「一地兩檢」甚至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便會隨之而來，現在正打一場
「捍衛立法會《議事規則》的仗」。
毛孟靜稱議會已進入「戰爭狀態」，
「要打好呢場戰役」。
反對派氣勢洶洶，實質色厲內荏，與

民意為敵，必自招懲罰。值得注意的
是，此次叫囂發動議會「戰爭」的是剛
成立不久的「議會陣線」。「議會陣
線」成員包括「自決派」朱凱廸、「香
港本土」毛孟靜、「人民力量」陳志
全、街工梁耀忠。「議會陣線」的「自
決」和「港獨」色彩極為濃厚，他們自
稱是反對派「第四板塊」， 成立目的
是要「攜手對抗威權」、「加強議會抗
爭」。

修改《議事規則》絕非乘人之危
這已經說明，這群人已經有了全盤的

計劃，必將會不擇手段，發動「戰爭」

與民為敵。要阻止這幫人的惡行，沒有
任何妥協的餘地，必須堅決修改議事規
則。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新公佈立法會議

員民望，所謂「第四板塊」的朱凱廸和
毛孟靜民望暴跌。這說明反對派議員拉
布變本加厲，禍港殃民，結果觸發民意
反感。反對派若執迷不悔與民為敵，肯
定會受到民意進一步懲罰。
立法會議席之所以出現空缺，是因有

候任議員在宣誓時辱國播「獨」、褻瀆
誓言，他們被DQ是咎由自取，與人無
尤，怎可能因為他們愚蠢的倒行逆施而
綁住建制派的手腳？對反對派「仁慈」
就是對香港殘忍，建制派提出修改《議
事規則》，出發點是維護香港利益。
修改《議事規則》不是乘人之危，而
是設立一個阻止濫用拉布的機制，將剪
布制度化。只有對《議事規則》早日作
徹底的修改，堵塞被無理拉布的漏洞，
才能確保市民的利益。倘若建制派犯
《伊索寓言》「農夫和蛇」的錯誤，結
果只能被毒蛇反噬。

反對派阻礙修改議事規則，聲稱要為納稅人把關，不讓政府亂建大白象工程，

但其實浪費納稅人血汗錢的，正是反對派自己。所謂不要自我閹割、不做橡皮圖

章，只是反對派企圖濫用權力、癱瘓議會、狙擊施政、令香港停滯不前的藉口。修改《議事規則》

絕對不是乘人之危、自我閹割，而是撥亂反正，令香港重回正軌，保障香港和市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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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利用議事
規則拉布的鬧劇無
日無之，令香港經

濟和民生受到無法彌補的傷害。最近他們
為阻「一地兩檢」議案辯論，無所不用其
極，竟然罔顧審議法案的正常程序和嚴謹
要求，在立法會動議要將一條未經法案委
員會審議的法案直接交付二讀和三讀，又
動議要求新聞界和公眾人士離場，令議會
運作嚴重受阻。
我們認為，必須盡快阻止反對派瘋狂拉

布的行為。因此民建聯最近聯同其他建制
派議員，向立法會提交一系列修改議事規
則的建議。首先，我們建議將負責逐條審
議法案的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定為20
人，以減低反對派提出點算法定人數的機
會，這個修訂並無違反基本法規定立法會
大會的法定人數要求。
其次，我們建議立法會大會因法定人數不

足而休會時，立法會主席有權另擇時間開
會，以處理未完成的事務。
另外，我們建議對一些程序議案設下規

範，例如：若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動議休會
是濫用程序，可不予批准，或直接將動議交
付表決；在表決大量修訂時，議員可動議縮
短點名表決的時間，但有關動議不可辯論，
直接交付表決。在法案二讀時，兩項有關交

付委員會的程序動議必須獲得主席許可才能提出。

建議主席許可才能要求新聞界離場
針對最近有反對派議員利用議事規則，在無經預

告下動議新聞界及公眾人士離場，我們建議日後若
遇到相同情況，也須主席許可才能要求新聞界及公
眾離場。最後，我們建議議員提出成立專責委員會
的呈請書後，需要全體議員的半數支持，才能將呈
請書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並由內會決定是否成立
專責委員會。
防止拉布和其他濫用規程的行為，不但是民建聯

的政綱，也是選民對我們的要求。所以我們一直強
調必須修改議事規則，希望立法會的運作能夠盡快
返回正軌，以符合市民的期望。上述提議均符合基
本法規定，而且有助平衡議會運作、避免程序被濫
用，做法審慎合理。 ■立法會議員 陳克勤

註：小題為編者所加

屬 於 新 界
東嘅大埔會多

一間戲院，咁關「熱血公民」
主席、新界西嘅立法會議員鄭
松泰（蟲泰）咩事？話說鄭松
泰連同運頭塘「社區主任」黃
兆健印咗張傳單，話大埔戲院
最快明年底開幕，要收集大家
對區內康樂設施嘅意見喎。成
日追擊「熱狗」嘅「神駒」仇
思達就喺 facebook出文話︰
「大埔開戲院關你『熱狗』×
事咩？間戲院又唔係你開，印
傳單幫人宣傳把×呀？」
唔少網民都加入鬧「熱狗」

認 屎 認 屁 。 「Rugal K. C.
Wu」揶揄︰「新界西議員跨
區抽水。」「陳永仁」就直
指︰「誤導選民以為係自己政
黨政績。成張單張舖（鋪）排
好似以為『熱血公民』有份爭
取。」
其實張傳單都黐埋個大埔運

頭塘「社區主任」落去，但黃
兆健連區議員都唔係，唔少人

都質疑到底佢做咗啲乜。
「Kyle Lam」亦話︰「間戲院
選址同運頭塘相距半個大埔，
咁 都 關 佢 事 ？ 」 「Move-
Wheel Y. L. Choi」直情寸爆
表示︰「召喚『熱血公民』南
極圈社區主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為課金乜都肯制，前
世！經過台慶得嗰200友蒲

頭、連摺觀塘地辦同幾個project（計劃）之
後，「熱狗」喉舌《熱血時報》越窮越見鬼，
為咗乞課金，竟然做埋啲四級行為，喺節目度
教人口交，極盡意淫之能事！咁都未算，其中
兩個主持俾人起底，一個係隨時會去選區議會
嘅社區主任，一個更加有份教細路做手作，睇
嚟家長真係要睇實仔女，唔好俾佢哋學埋啲兒
童不宜嘅嘢！
《熱時》呢個節目專講成人話題，入去網站

重溫時雖然戴晒頭盔講明「十八禁」，但上星
期嗰集真係超越晒香港電檢尺度，成班主持喺
介紹一個教性愛技巧嘅手機程式時，個mon
（屏幕）顯示嘅女性陰戶竟然無經任何馬賽克
處理，仲要隔住個mon模擬調情，其中一個主
持「小美」更加去舐另一個主持「Eric」部手
機模擬口交！
做場大龍鳳，都係想乞課金啫，部手機沾滿口

水嘅「Eric」之後乞都乞唔切：「開咗課金link
（連結）喇，抵課金啦，電話都俾人舐埋！」另
一個主持「Frank」加把口：「舐mon喎，幾時
見過舐mon啫？」獻出自己條脷嘅「小美」亦都
叫班「熱狗」可憐吓佢：「即刻課金啦！」
一直狙擊開「熱狗」嘅facebook專頁「香港
癲佬力量」，更加發現其中兩個主持日頭斯
文、夜晚荒淫，一個叫「菠蘿」嘅主持原來就

係「熱狗」喺大埔運頭塘嘅社區主任黃兆健，
平時會幫吓老人家量吓血壓、申請吓生果金
咁，而「小美」更加會教小朋友做整吓書籤之
類嘅手作，真係防不勝防！
網民亦高呼「救救孩子」，其中「Tam

Wingchun」就建議廣傳「香癲力」個帖文，等
班家長可以提高警覺保護小朋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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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區抽大埔水
蟲泰自賣自誇

《熱時》四級行為 隨時教壞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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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被踢爆人前人後兩個樣。 fb圖片
■蟲泰跨區抽大埔水，仲話要
收集意見。 仇思達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