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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雞」玩防狼器搗亂
反對派推撞保安受傷 毛孟靜疑「插水」詐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繼續修改議事規則的攻

防戰，昨日開始正式進入修改議事規則的辯論。反對派屢次在發

言期間肆意人身攻擊，挑釁建制派，意圖拖延討論。社福界議員

邵家臻、「自決派」朱凱廸更在會議廳內弄響防狼器，更把防狼

器拋來拋去，行為有如「小學雞」，其間更一度與保安糾纏。有

保安因而受輕傷，「議會陣線」議員毛孟靜懷疑「插水」詐傷，

但其後卻精神奕奕地發言。建制派批評，反對派以低俗字眼侮

辱、挑釁，令議會蒙羞。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則強調，反對派不應

以身試法，阻礙在場保安執行職務，更導致他們受傷。

反對派辱罵顯理虧 建制：必為民迎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此前

聲稱，每人只可就議事規則修訂發言15分
鐘，「時間不足。」不過，他們在昨日發言
時，並非盡用該15分鐘表達對修訂內容的看
法，而是通過侮辱性的言論攻擊中央政府、
特區政府及建制派議員。建制派議員批評，
反對派議員只懂口出惡言，凸顯他們已經詞
窮理屈，建制派為了社會整體福祉，將會堅
持到底。

張國鈞：更團結爭取過關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指出，建制派提出修改議事規則，有理
有節，得到社會大眾的支持。反對派雖用盡
各種手段來欺騙市民，但市民的眼睛是雪亮

的，不會受騙，反對派遂通過人身攻擊他
人，試圖拖延時間，不過建制派不會上當，
並會更團結爭取通過修訂議事規則。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表示，在昨日全日辯論

過程中，反對派並無就修訂內容發言，僅不
斷重複以各種全無事實根據的侮辱性字眼，
例如「奴才」、「狗」、「人渣」等難聽的
字眼不斷侮辱中央、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議
員，正好反映他們詞窮理屈。

陸頌雄：話人者才最懶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也指，反對派在

會上言之無物，只懂用惡言侮辱他人，其中
最離譜的是民主黨議員黃碧雲聲言減低立法
會全體委員會法定人數是因為建制派議員想

「偷懶」的說法，而諷刺的是，她發言時會
議廳內只有兩名反對派議員，正所謂「話人
者才是最懶」。他身為建制派議員，必定會
繼續堅守崗位。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強調，立法會是議政

的地方，議員發言應提出其「真知灼見」，
而非侮辱不同意見者，又坦言建制派議員整
天被困在會議廳內，然後被反對派肆意地無
理侮辱，是「不合邏輯」的，但為了全港市
民的福祉，令議會重回正軌，建制派議員會
繼續忍受下去，直至修改工作完成為止。
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指出，反對派在發言時惡

言侮辱、肆意挑釁某幾位建制派議員，是為了
製造混亂拉布。不過，建制派已摸清楚反對派
這底牌，定會繼續齊心打完這場戰役。

反對派為阻撓
修改立法會議事
規則，醜行無下

限，眼見時日無多，開始老羞成怒，拉
布言行猶如潑婦罵街，又玩防狼器、玩
詐死，將議事堂弄得有如馬戲團，醜態
百出。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反對派的
馬騮戲只會適得其反，只能自取其辱，
令市民反感。

或收回狂言 或敢罵不敢認
在昨天的會議上，先有民主黨胡志偉

辱罵人「走狗」，然後公民黨郭家麒辱
罵所有建制派，「爭住自己去做太監，
個個自己閹自己」，又聲稱與「廢人」
講話浪費時間。但是，此兩人最終或收
回自己的不遜之言，或敢罵不敢認，認
真無面。

反對派拉布沒有最無恥，只有更無

恥。邵家臻、朱凱廸兩人先後啟動手上
的防狼器發出刺耳聲浪，保安上前沒收
時，反對派就將防狼器拋來拋去，拖延
時間；毛孟靜又突然跌倒詐暈，令會議
一度要暫停。

上次黃碧雲「犧牲色相」玩「被騷
擾」，今次輪到邵家臻、朱凱廸玩防狼
器，反對派知唔知個醜字點寫？堂堂大
黨主席、醫生竟出口傷人；社工、主播
裝神扮鬼，整蠱作怪，教壞後生仔，真
是外表斯文，實際是流氓。

反對派種種胡攪蠻纏，如果不理他
們，就變本加厲；出手阻撓，又浪費議
會時間，唇槍舌劍一番，正中他們下
懷。但是，立法會拉布舞台留給他們的
表演時間已經不多了，他們已經黔驢技
窮，修改議事規則勢在必行，就讓他們
上演最後的瘋狂。

■趙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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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死」惠民政策 高永文挺身出「剪」
立法會進入修

改議事規則的討
論，惟反對派議

員仍不斷拉布，阻礙議會的正常運作。前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對立法會近日的
亂象亦看不過眼，昨日與民建聯副秘書長
鄭泳舜拍攝了支持修改議事規則的短片。
高永文指出，一些惠及民生、市民關注的
項目在上屆立法會中，被反對派拉布推
倒。

工程受阻 浪費幾十億公帑
鄭泳舜繼邀請前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拍片
後，昨日再在facebook發佈短片，邀請了
高永文分享對議會狀況的感受。鄭在短片
中直言，過去數年不論議會及整個香港均
受盡拉布之苦，不少民生及基建的工程亦
因拉布而受到拖延。
高永文指，政府在上屆立法會中提出了
醫生註冊修訂條例，以改革醫委會，當時

市民及病人組織均非常希望能夠
通過，但遭受到一個非常極端的
拉布，令條例在上屆立法會未能
成功通過，「所以今屆立法會要
全部推倒重來。」
鄭泳舜即道：「我們看到在財
委會上很多的議案，亦因為反對
派拖延，分分鐘令到很多工程因
此延誤，並需要花多很多錢。係
幾十億，呢個數目絕對不小
的！」身旁的高永文點頭表示認
同。
高永文又舉例，不少市民都受

到一些規範私營骨灰安置所的做
法影響，私營骨灰安置所的條例
有助規範及執法，惟同樣在上屆
立法會中被推倒。
他強調，十分支持建制派提出的議事規

則修訂，相信有效改善議會運作，因而令
政府推動的民生政策及項目能夠更順利地

進行。鄭泳舜就呼籲市民支持修改議事規
則，並希望相關的修訂盡快成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在昨日會議期間，反對派屢次在發
言期間人身攻擊建制派議員。民

主黨主席胡志偉在發言時宣稱，「西
環契仔」謝偉俊被利用修改議事規則
後，日後仍有可能被「砰走」，又引
用古語「狡兔死，走狗烹」，稱謝偉
俊是「走狗的一部分」，將來都會受
中央政府的唾棄云云。

辱謝偉俊「走狗」胡志偉認衰
謝偉俊隨即要求胡志偉解釋，「我
可以忍一次、忍兩次，但我不可忍三
次，咩叫走狗呀？請你 define（解
釋）咩係走狗，如果你講唔出的話，
解釋唔到請你收返，同埋道歉。」
胡志偉辯稱，他意思是指謝偉俊是
「走狗的一部分」，「咁你當然係有
走狗的一些身體器官，任何動物都自
然有狗隻上面的身體器官。」梁君彥
要求胡志偉收回言論，但他拒絕。
建制派議員即時起哄，梁君彥宣
佈暫停會議，以及翻看錄影帶作出
裁決。20分鐘後復會時，梁君彥再
要求胡志偉收回言論，胡志偉終肯
「認低威」，但只肯收回「謝偉
俊」3個字。
公民黨議員譚文豪在發言時再次
針對謝偉俊，稱謝偉俊當年憑無比
的勇氣，在中環街頭裸體，是政治
眼中的人才。經民聯議員石禮謙立
即反駁指謝偉俊並非裸體，謝偉俊
則澄清是泳褲。

斥郭榮鏗「講咗唔肯認」
公民黨議員郭榮鏗在發言時加把口
稱：「我認為他（譚文豪）的發言，
只是客觀指出某些議員的人生某些決
定、仕途某些決定。」謝偉俊按捺不
住，指主席過分遷就反對派議員，又
批評郭榮鏗是「古惑的大律師」，

「講咗唔肯認，借頭借路違規，失禮
大律師行業。」
不少反對派隨即指控謝偉俊言論冒

犯，梁君彥其後要求謝偉俊收回言
論，但謝偉俊要求梁君彥先處理郭榮
鏗冒犯主席的事，最終謝偉俊在梁君
彥要求下收回言論。

邵家臻按動防狼器 與保安糾纏
討論至晚上再發生「小學雞」鬧

劇。邵家臻在發言結束前，突然聲稱
要「叫醒一些正在沉睡的人」，隨即
按動手上防狼器，刺耳警報聲即時響
起。
代主席李慧琼連番要求邵家臻關掉

手上的防狼器不果，遂要求保安拿走
防狼器。同一時間，朱凱廸手上另一
防狼器又鳴叫，保安隨即衝前阻止，
但各反對派議員就把防狼器拋來拋
去，更一度與保安糾纏。
混亂中，李慧琼原本要求下一位發

言的毛孟靜發言，但毛孟靜在混亂中
懷疑「插水」，民建聯議員黃定光則
指「安全第一」，要求幫毛孟靜叫救
護車，李慧琼宣佈暫停會議。不足10
分鐘，立法會再度復會。

梁君彥：勿以身試法傷保安
梁君彥其後翻看錄影片段，指反對

派議員互相拋擲防狼器，其間有保安
跌倒受輕傷，「大家不要以身試法，
因為自己做的事是要承擔，不要令保
安人員受傷。」
邵家臻在示威區向集會市民聲言，

會上拿出防狼器，是與朱凱廸、陳志
全、毛孟靜的「集體創作」，又聲言
自己事前不知是防狼器，以為是「鬧
鐘」，希望「叫醒裝睡的人」云云。
在反對派拖延下，昨日會議未完成

討論，今日繼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連日拉布，更堅定了建制派議員
的決心。他們在昨日會議上發言時強
調，反對派議員置憲制職責、社會責
任於不顧，不斷濫用議事規則，而拉
布已嚴重影響香港發展，浪費公帑，
故修改議事規則事在必行。

少數人罔顧大多數人利益
建制派「班長」、商界議員廖長江
指出，立法會是香港特區重要的憲制
機關，按基本法有其莊嚴的憲制職
權，但近年部分議員置憲制職權、社

會責任於不顧，濫用議事規則，拉布
成災，已到了非理性及失控的地步，
不少法案及撥款項目長期積壓，浪費
公帑：「拉布現在更瘋狂到一個連原
則都唔使講嘅地步。」
他續說，上一屆立法會點人數和流

會次數屢創歷史新高，要求點人數近
1,500次，虛耗一成大會時間，導致
18次流會，直接造成公帑損失超過
9,000萬元：「立法會少數派長期政治
挾持整個立法機關，以少數人獨裁的
手法任意罔顧大多數人的利益，拖住
香港發展向前走的後腿。」

「班長」批不顧職責 拉布成災

質疑角色衝突 反對派又嘥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繼續

出招阻延修改議事規則辯論。「人民力量」
議員陳志全及「自決派」議員朱凱廸昨日就
再提出規程問題，分別指稱質疑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及代理主席李慧琼有角色衝突，要求
他倆避席。梁君彥及李慧琼均否決了有關要
求，重申他們一直按香港基本法、議事規則
和慣例主持會議，並強調立法會會議一向公
開進行，是否公平、公正主持會議自然會受
到公眾監察。

李慧琼反駁：一貫有立場
朱凱廸昨晨首先提出規程問題，聲稱李慧琼

有份參與廖長江的議事規則修訂，以及有份聘請
大律師作修改議事規則法律意見，為免令公眾有
「不公正的觀感」，要求換其他人主持會議。
李慧琼反駁，議員在每一項法案上都會有

自己立場，例如在《能源效益（產品標籤）

條例》和刑事法律援助費用調高，她都有立
場，但她會一如過往一樣，不會為此而不主
持會議，又補充當年政改表決時，時任代主
席也有明顯的政治取向。
公民黨議員郭榮鏗則要求根據議事規則第

九十二條，請立法會主席參考英國的處理方
法，處理角色衝突問題。李慧琼反駁，立法
會會議是公開進行的，是否公正主持會受公
眾監察，但若立法會主席認為她不適合主持
會議，她會接受，又建議議員向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提出。

梁君彥：不涉利益 無須避席
在約個多小時後，陳志全又再提出規程問題。

他引用議事規則第八十四（1）條，聲稱梁君彥
不批准其「立法會主席應由過去7年沒有外國居
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擔任」決議案，
涉及「直接金錢利益衝突」。

他聲稱，有關的修正案一旦通過，過去為
英國公民的梁君彥明顯不符合資格，不能再
擔任主席一職，其薪金亦將減半，故要求梁
君彥避席，並由不受該修訂影響金錢利益的
人士處理。
梁君彥反駁，議事規則無條文規範立法會

主席主持會議的利益和角色衝突，亦不覺得
自己在修訂議事規則有直接金錢利益，故他
會繼續主持會議。
多名反對派議員，包括毛孟靜、朱凱廸、

楊岳橋等隨即起哄。毛孟靜聲言，即使梁君
彥覺得自己公平公正，但也要「讓人看
到」，理應避席。
梁君彥反駁，立法會會議一向公開進行，

是否公平、公正主持會議自然會受到公眾監
察。他一向按香港基本法、議事規則和慣例
主持會議，倘公眾認為他裁決有問題，自然
有其他渠道，包括循司法程序提出。
梁君彥最後順利繼續主持會議，並否決陳

志全提出免卻預告期重新提出有關決議案。
事件擾攘十多分鐘。

■邵家臻玩防狼器，製造混亂。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毛孟靜疑「插水」詐傷。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李慧琼安慰被侮辱的謝偉俊。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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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泳舜邀高永文分享拉布感受。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