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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集會撐修例阻拉布
期望議會重回正軌 服務市民

民主黨議員
黃碧雲（一嚿
雲）屈九龍東

議員謝偉俊「性騷擾」佢，有片有真
相，村民點諗？不少人都鬧爆黃碧雲只
因政見不同就屈人性騷擾，行為無賴。
有 人 揶 揄 黃 碧 雲 「 成 功 爭 取
#MeToo」，有人則批評黃碧雲借故抽
水，只會影響#MeToo運動的公信力。

事後冇提「性騷擾」
一嚿雲在事發後在 fb發帖鬧謝偉

俊，「正一敗類！唔單止碰我啲牌，竟

然用身體碰撞我！仲在議會爆粗！」雖
然冇提「性騷擾」，但就標註話「反對
議會性暴力」喎！
唔少網民睇完都譁然：「咁都

得？」佢哋批評一嚿雲咁樣做，對真係
被性騷擾嘅女士係一種侮辱，更會令佢
哋講嘢冇人信。「熱狗」前「首領」黃
洋達就加一腳，發文道：「鼓勵黃碧雲
你都去＃metoo 啦！」其妻陳秀慧就
話：「睇完葛珮帆條片，再睇黃碧雲呢
個status，真係覺得黃碧雲真係極品。
anyway，香港人選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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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嚿雲」惡人先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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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成功爭取#MeToo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的戰
幔正式展開，財務委員會主席
陳健波昨日在其facebook專頁
「波哥時事台」中批評，反對
派聲稱「無得拉布，就無得監
察政府」，但事實上過去多
年，反對派已經拉布又拉布，
浪費了不少時間，議會內耗不
斷，特區政府做不到事，只是
「食花生」，「這樣怎叫監察
政府呢？」
陳健波在短片中直指，今時

今日，拉布只是政治表態、政
治表演，令香港停滯不前，市
民更感到十分煩厭，「無眼
睇。」現在，建制派提出修改
議事規程的建議，只是吸收了
過往拉布的痛苦經驗，根本不
會削弱議員監察政府的權力，
反而有助反對派戒掉其「拉布
癮」，迫令他們重回正路，用
理據、用道理，點出政府政策
有問題的地方，才真正以事論
事，才是有效監察政府的方
法。

「球員被逐 場波繼續」
陳健波坦言，過往有建制派

議員為避免成為反對派拉布的
「幫兇」，就算有意見也不敢
發表，在修改議事規則後，建

制派議員就可以盡情表達意見，到時必
定能夠提升議會質素。
他並反擊反對派議員聲稱建制派是

「乘人之危」，趁陣營內6人喪失議員
資格，人數減少時提出修改議事規則，
「其實情況如好像落場踢波，你哋有球
員犯規，俾球證紅牌趕離場，場波係唔
會停，另一方嘅球員都唔會停止進攻，
入波嘅話，你只能怪你嘅隊友點解要犯
規俾人趕離場，唔怪得人。」
陳健波強調，反對派聲稱他們聽取民

意，但中文大學日前公佈的一項調查已
明確指出，有50%受訪者贊成立法會修
改議事規則，不贊成者只係得30%。他
希望反對派能夠回頭是岸，不要繼續背
棄市民的期望。

不 知 是 否 因
為對抗性騷擾
或 性 侵 犯 的

#MeToo運動備受關注，近日更成為美國
《時代雜誌》的年度風雲人物，民主黨
「一嚿雲」（黃碧雲）都嚟湊熱鬧，竟然
在立法會議事堂光天化日下，屈謝偉俊
「性騷擾」。「一嚿雲」果然最叻「抽
水」博出位，兼惡人先告狀。

事緣昨日立法會討論修改議事規則入直
路，反對派千方百計搞事，導致會議被迫
暫停。其間，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用
社交網絡直播介紹情況，「一嚿雲」就做
「攝鏡人」，又舉紙牌干擾葛珮帆拍攝。

謝偉俊看不過眼，在試圖阻止時，
「一嚿雲」就大叫：「性騷擾啊！性騷擾
啊！」引來其他議員注意，「毛婆」（毛
孟靜）當然「識做」，打蛇隨棍上，立即
加入指責謝偉俊。

反對派為阻止修改議事規則，無所不
用其極，在昨日會議上拍枱拍凳，粗暴衝
擊、包圍主席枱，令會議秩序大亂，葛珮
帆做直播，用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讓
公眾看清反對派搗亂議會、「誓死保住拉

布權」的醜態。

市民恐怕會反胃
反對派在議會做直播、干擾建制派議

員發言司空見慣，「一嚿雲」對自己友搗
亂議會視若無睹，但建制派直播他們的惡
行，「一嚿雲」不僅做「攝鏡人」，還不
惜犧牲色相，玩到出#MeToo一招，真是
好大犧牲，不過只怕市民會反胃。

「一嚿雲」惡人先告狀早有前科，今
年7月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民
建聯劉國勳「踢爆」民主黨覬覦補選議
席，惹來「一嚿雲」「對號入座」，質疑
劉國勳針對自己，打斷對方發言，更老羞
成怒用粗言穢語辱罵劉國勳。

其後，她在其facebook上載事件發生經
過的片段，顛倒是非，指劉國勳含血噴人
兼侮辱女性。

以前「卿姐」（劉慧卿）靠實幹、靠
瞓街爭取民意的，不會特別突出自己女性
議員的身份。「一嚿雲」應該多向「卿
姐」學嘢，不要淨係識得坐在議事堂內印
印腳、叫口號，郁下就「抽水」叫非禮。

■楊正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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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正波：因為政見不一樣而老屈人地性騷擾，這就是今天的香港。

Chan Wing Hang︰無聊無禮無賴，話人性騷擾更加係無恥！

John Kai Kun Li：咁係對被真正性騷擾的女士一個莫大的侮辱！

Siulok Chan：你睇下啲×女人，幾咁識利用性騷擾，……攪（搞）×到鬧劇
咁×樣，真係恭×喜你地（哋）囉！

Herbert Law：一粒老鼠屎搞壞一鍋粥！女仕（士）們真係唔好亂叫性騷擾，不

然亂叫咁就冇人同情！（狼）來了！冇人可憐同情。

Luk Wai：之前先話過metoo會俾人濫用，咁快就應驗。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立法會大會在被迫暫
停會議兩個多小時期
間，民建聯議員葛珮帆

（EQ）在facebook直播，向其支持者講
解現場情況，民主黨議員黃碧雲（一嚿
雲）就上前挑釁，嬉皮笑臉舉牌阻撓EQ
直播，更多次撞向對方。九龍東議員謝偉
俊路見不平，上前相助，即被一嚿雲老屈
他「性騷擾」。謝偉俊批評︰「黃碧雲用
紙牌打我，都唔知邊個騷擾邊個。」
在昨日會議暫停期間，EQ為讓市民了

解反對派的惡行，邀黨友周浩鼎幫忙，通
過手機facebook直播。一嚿雲見狀即拿着
寫有「今天改議事規則，明日23條立法」
的紙牌，走到EQ身後擾攘，試圖影響EQ
進行直播。工聯會議員麥美娟等都出言勸

阻：「唔好咁啦。」但一嚿雲未有理會，
更嬉皮笑臉一直緊隨移位避開她的EQ。
EQ在被一嚿雲「緊貼」及用紙牌擾攘

遮擋時說︰「你好多次撞到我喇，黃碧
雲！」不過，一嚿雲繼續在鏡頭面前
「chok樣」，更反誣自己被EQ撞到。
EQ即向一嚿雲說「唔好咁樣」，惟一嚿
雲卻囂張叫EQ不要在議事廳直播，更無
賴地稱：「度你㗎咩？」EQ只好無奈
向鏡頭表示︰「反對派議員就係咁樣做
嘢，好冇禮貌、好冇風度，好唔講道
理！」

謝偉俊勸止反被紙牌打
其後，路過被阻的謝偉俊就路見不平，

要求一嚿雲收手：「唔好再係咁！」但一

嚿雲用紙牌擋住謝偉俊。謝偉俊輕手按
開，欲上前理論，一嚿雲即反罵謝偉俊不
要碰她的東西，更用紙牌打向謝偉俊。在
謝偉俊轉身打算背對着她之際，一嚿雲就
大叫：「性騷擾呀！性騷擾呀！」然後將
目標轉為謝偉俊，更緊隨他離開會議廳，
「議會陣線」議員毛孟靜等就緊隨其後。
終於可在不被騷擾的情況下做直播的EQ
則說︰「大家見到佢哋嘅做嘢方式，唉，
太無賴啦。」
謝偉俊其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佢（黃碧雲）最興㗎喇，自己向前
嗌非禮，都唔知邊個騷擾邊個！」EQ就
批評︰「明明係黃碧雲騷擾我，佢用個胸
係咁撞我背脊啊，她性騷擾其他人先
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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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碧雲厚顏屈謝偉俊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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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規則 阻拉布 得民心
有不少市民特意到立法會示威區，表達對修改議事規則的支持。

拉布阻礙民生工程
彭先生：立法
會現有議事規則
適用於君子，而
不適用於小人，
面對反對派多年
來濫用拉布及點
人數，過去不少
工程及民生項目
受阻撓，建制派
有必要修改規則，杜絕漏洞，令香港重回
正軌。

讓立法會回復理性
文女士：自己
第一次參與集會，
為的便是走出來支
持修改議事規則。
反對派議員不停發
言、無限點人數、
提出大量修正案製
造流會等鬧劇，令
普羅市民都感到相
當氣憤，是白拿香港市民的錢作無聊事，
希望藉着今次修改，讓立法會回復理性。

議員應為港謀發展
何先生：立法會是很
重要的機構，議員應為
香港謀發展，及為改善
港人生計，但多年以來
被反對派議員用拉布及
點人數拖累，無法發揮
真正的功能，讓人十分
痛心。反對派議員凡政
府的提案都反對，有破
壞無建設，今次修例是為廣大市民利益着想，
自己十分贊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在會議發言期
間，民主黨議員
黃碧雲就侮辱建

制派議員，聲稱有些建制派議員沒有
講稿就會「發羊吊」。緊接發言的民
建聯議員何俊賢即揶揄：「我唔准你
咁樣影射（『議會連線』議員）毛孟
靜！」黃隨即站立抗議，被打斷的何
十分不滿：「我啱啱聽到黃碧雲議員
叫人唔好亂咁企起身打斷，相隔都不
到3分鐘，黃碧雲係咪有啲思覺失
調？」
黃碧雲再站立，稱說她思覺失調是

「嚴重侮辱」，代理主席李慧琼表

示，黃剛才也提到「發羊吊」，與思
覺失調同是病徵，不認為構成侮辱。
黃隨後更屢次打斷何俊賢發言，聲稱
對方是指名道姓針對她，而她倘被指
控思覺失調，或會失去理大教席云
云。
何俊賢指，自己只是關心黃碧雲精

神狀況，拒絕收回言論，雙方一度隔
空互罵。其間，民建聯議員蔣麗芸欲
為何「助拳」，被何一口謝絕，「得
得得， Ann姐唔使，等我嚟！」最
後毛孟靜乘亂提出點人數，一場罵戰
就此作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何俊賢：黃碧雲思覺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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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及「政中香港人」號召約
數百市民一同聚集在立法會示

威區，表達支持議案通過的訴求，
讓議會重回正軌，為市民服務。

工聯會：促通過當聖誕禮物
工聯會代表拉起寫有「支持立法
會 盡快修改議事規則」的橫額。他
們不滿近年議會持續的拉布使立法
會失衡，立法工作緩慢且缺乏效
率，導致立法、公共行政撥款及基
建項目通通受阻，對經濟及民生帶
來負面影響。由今年10月至12月4
日，立法會共舉行8次會議，仍未能
通過一項法案。
工聯會3名立法會議員，包括麥美

娟、郭偉強及何啟明趁大會「點人
數」的空檔到場聲援，表明會努力
讓議案通過，杜絕反對派用拉布及
流會拖垮議會。
郭偉強批評反對派人格有問題，
建制派是次提出修改議事規則，是
希望填回「老鼠洞」，杜絕反對派

鑽漏洞的可能。
麥美娟呼籲市民給多點耐性，因

為目前反對派在議會想盡辦法拖延
時間，讓修例無法通過，但工聯會
會繼續努力，希望立法會回復正
常。何啟明表示，希望盡快通過修
例，當為聖誕禮物送給港人。

政中香港人：拉布浪費公帑
「政中香港人」劉礎慊表示，反

對派在立法會持續拉布數年，不僅
浪費公帑，更拖延大量民生項目，
直接拖慢香港發展，令絕大部分市
民都感到氣憤，故自發出來示威。
劉礎慊又說，面對反對派多年來

的賴皮表現，濫用各種漏洞以達到
其政治目的，是次修例是迫切及有
需要的，否則長此下去，實非港人
之福。
在昨晚立法會會議結束後，支持

及反對修改規則者在示威區各自集
會。其間，雙方有人一度互相拉
扯，立法會保安將他們分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昨日續會繼續處理修改

議事規則的議案，反對派繼續一貫作風「狂拉布」。在立法會

大樓外的示威區，昨日下午到晚上有數百名市民聚集，表達支

持議案通過的訴求，期望議會重回正軌，為市民服務。

■一嚿雲用紙牌打向謝偉俊。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團體請願支持修改議事規團體請願支持修改議事規
則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