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統反對派一時話要誓死捍衛人哋「討論『港獨』」嘅權利空間，一時又叫人哋

要「睇場合」，真係好「民主」、好一致㗎。立法會討論修改議事規則，一班傳統

反對派喺大樓對出條街到「示弱」，不斷「吹雞」叫人撐場，但「獨派」嚟咗又怕人哋搶焦點。有

「黎智英保鑣」之稱嘅工黨郭紹傑噚日仲喺facebook出文，稱集會主題係「反對修改議事規則」，話

「獨派」會「sidetrack」（轉移）咗個訴求，開到聲想趕「獨派」走。「獨派」就揶揄返佢唔畀人棟

支「港獨」旗，但自己就棟晒政黨旗咁，所謂集會其實只係傳統反對派嘅補選造勢大會，要佢哋去撐

場？「不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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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關注組」拉雜成軍故伎重施難成氣候

立法會正在審議《議事規則》修改議
案。多個反對派團體組成所謂「修改立
法會議事規則關注組」，聲稱加入反對
派議員反對修改《議事規則》議案行
列，一起作出抗議行動云云。

所謂「關注組」故伎重施
所謂「關注組」，是參考公民黨「起

家」的模式，打着「關注組」的名號，
實質上是反「一國兩制」的政治大集
結、大雜燴，是反對派變換手法，撒豆
成兵、拉雜成軍炮製的外圍組織，但這
不過是舊瓶新酒、故伎重施。
例如公民黨發源於「45 條關注
組」，靠反對人大釋法，反對基本法23
條立法起家。在反「一地兩檢」風波

中，公民黨企圖重演當年推翻23條立
法的一幕，其骨幹傾巢而出，粉墨登場
反對「一地兩檢」，將「一地兩檢」與
23條立法相提並論，又成立「一地兩
檢」關注組，根本是故伎重施。
又如「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由

2012年「反國教」風波中由一班有政
治背景的家長所組成，成員包括反對
派金主黎智英的「幹將」陳惜姿、公
民黨黨員黃瑞紅等人，她們自稱代表
家長，但卻密切配合反對派的政治操
作，並且得到反對派政黨及喉舌的大
力支持，「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故
意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前夕舉行所謂
包圍政府總部行動，更是明火執仗地
干預選舉。

所謂「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關注
組」，由「2047香港監察」、「良心
理政」、「環保觸覺」及「公共專業聯
盟」等拉雜成軍，包括一些非法「佔
中」後成立的泡沫組織，以及一些老牌
的反對派外圍組織。例如「2047香港
監察」是由「佔中金融組」改組而成，
目前只有核心成員十來個；「良心理
政」由少數臨床心理學家及教育心理學
家於2015年4 月成立；「公共專業聯
盟」一直是公民黨的外圍組織，在公民
黨發動的反中亂港政治行動中，「公共
專業聯盟」密切呼應的事例多不勝數；
打着環保鬥士招牌的「環保觸覺」總幹
事譚凱邦，實際上是「新民主同盟」的
社區主任，是范國威的「打手」。由這

些「關注組」的成員可看出，所謂「修
改立法會議事規則關注組」，實質上是
反對派二、三流外圍組織的政治大集結
和大雜燴。

信口開河令人恥笑
最可笑的是，「關注組」召集人之

一「新民主同盟」的社區主任譚凱邦
「呼籲」：「2003年反23條立法的50
萬人、2012年『反國教』的12萬人及
今年反對重判政治犯的14萬人，都要
上街反對修改《議事規則》。」如此
吹大法螺、信口開河，令人恥笑。去
年立法會選舉，譚凱邦的主子范國威
被選民唾棄連任失敗，「新民主同
盟」由「一人政黨」變成了亡黨一
族，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譚凱邦這
個「新民主同盟」的小區主任，又有
什麼資格「呼籲」50萬人加12萬再加
14萬人，總共76萬人上街反對修改
《議事規則》呢？譚凱邦的胡吹亂
嗙，暴露所謂「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
關注組」根本成不了氣候。
參加立法會補選民主派初選的「新民

主同盟」范國威、工黨郭永健、中大學
生會前會長張秀賢和被DQ的姚松炎，
亦都有參加「關注組」，暴露「關注
組」不過是助選工具。特區政府早前
宣佈將於明年3月11日舉行補選，填
補立法會4個議席，雖然還要等多半年
先可以選，但反對派陣營已為上陣人
選火花四起。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早前
曾稱，被褫奪議員資格的梁國雄及劉
小麗等有參加補選的「優先權」，范
國威就拒長毛「優先」，「新民主同
盟」主催「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關注
組」，並由其社區主任譚凱邦擔任
「關注組」召集人，可見范國威等人
為參加補選，是如何急不可耐地將
「關注組」作為助選工具。
現在香港的主流民意，是支持修改

《議事規則》，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
所近日的民調顯示，過半數市民反對立
法會拉布，近半受訪者更支持修改議事
規則剪布。民調清晰反映，主流民意支
持修改《議事規則》。所謂「修改立法
會議事規則關注組」悖逆主流民意，根
本成不了氣候。

所謂「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關注組」拉雜成軍，故伎重施，意圖對「45條關注

組」、「反國教關注組」等依樣畫葫；參加立法會補選反對派初選的「新民主同

盟」范國威、工黨郭永健、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張秀賢和被DQ的姚松炎，亦有參加「關注組」，暴露

「關注組」不過是反對派助選工具。現在香港的主流民意，是支持修改《議事規則》，所謂「關注

組」悖逆主流民意，根本成不了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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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修議規谷補選
反對派霸住棟旗

郭紹傑噚晚以「震驚」心情喺fb貼
咗張有人舉住「港獨」旗嘅相，

然後就話︰「你有權宣揚你嘅理念，我
尊重你，但係我哋呢幾日嘅集會主題，
唔係爭取『香港獨立』，係反對『保皇
黨』修改議事規則，你知道嗎？你今晚
的出現，明天共產黨就會大篇報道我們
的集會是宣揚『港獨』，再sidetrack我
哋香港人主要嘅訴求，和分化我們。」

「肥黎保鑣」鬧「獨派」騎劫
咁大個罪名笠落嚟，當然都引起好大
反彈。「民陣」副召集人鄭司律都留言
話︰「我唔同意你嘅睇法。如果介意
嘅，活動性質就唔應該公開。」「Da-
vid Chan Chi-Man」就寸返轉頭︰「唔
見你地（哋）自己搞？」
「黃活志」亦鬧「獨派」︰「佢地

（哋）係專為『阿爺』製造缺口既
（嘅）寄生蟲，呢D（啲）人就係往往
係（喺）你打緊仗果（嗰）陣係（喺）
背後插你一刀，所有參與者應該合力根
絕呢班人。」
不過，論網上攻勢，傳統反對派當然

唔夠「獨派」嚟。被視為「青症Plan
B」嘅袁健恩就喺郭紹傑篇文度開始罵
戰，「去集會都唔支持政黨，而係反修
改，咁政黨旗應全部收起。」
「Jones Cheng」就幫傳統反對派兜︰

「係（喺）『雨傘』時，頭一個月各政
黨都不掛旗……之後各政黨都比（畀）
人口實，話各政黨都冇參加抗爭。」袁
健恩就突破盲腸話︰「咁『獨派』拎支
『獨』旗出黎（嚟）咪一樣。『港獨派
都反修改』。」佢再另外留言話︰「如
果拎支旗唔得，咁講補選係咪要打

靶？」

的士梁批叫人撐場又趕人
其他「獨派」都各自出文夾攻。「青

症雙邪」之一嘅的士梁（梁頌恆）就
話︰「你班大佬搏哂（晒）老命叫人去
造勢，工黨郭紹傑就係（喺）度趕人走
係咩策略？」
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周竪峰亦曲線稱︰

「大家請遵從大會呼籲，和平離開現
場。擬前來者請立即取消行程，留在家
中休息。」
「膠登仔」組成嘅fb專頁「聚言時

報」就揶揄︰「哦，原來係郭紹傑糾察
長，咁『泛民』咪又豎晒自己政黨啲旗
出嚟，依（𠵱 ）加（家）夠唔係補選造
勢大會啦，好意思話人拎支『港獨』旗
出嚟。」

最有心機嘅應該係「Tinki Lo」，佢
就改寫郭紹傑篇文話：「你有權宣揚你
嘅理念，我尊重你，但係我哋呢幾日嘅
集會主題，唔係爭取工黨選票，係反對
『保皇黨』修改議事規則，你知道嗎？
工黨支旗今晚的出現，明天共產黨就會
大篇報道我們的集會是宣揚選舉，再
sidetrack我哋香港人主要嘅訴求，和分
化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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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十二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一百零五次委員長會議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舉行，張德江委員長主持會議。會議決定，十
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22日至27日在
北京舉行。委員長會議建議，該次會議將審議國務院
關於提請審議關於批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
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
作安排的決定草案的議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北區區
議會昨日通過支持在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西九龍總站落實「一地兩檢」的動議。
建制派議員在發言時批評，反對派阻撓
香港加強與內地接觸是在阻礙香港發
展，「阻人發達」。

反對派動議「深圳清關」挨批
「新民主同盟」議員陳惠達在會議聲

言，運輸署建議在北區新增巴士路線
通往西九站，惟對北區居民而言，乘
搭這些巴士再加上出入境手續，最少
需要兩三個小時才能到達廣州南站，
故要求將「一地兩檢」的通關、出入
境及檢疫手續改到深圳福田站進行，
「可以保留香港的完整性及符合基本
法」云云。
工聯會議員曾勁聰質疑陳惠達的說

法，指高鐵的目標乘客群是旅客，擔
心「一地兩檢」倘非在西九總站進
行，旅客可能辦理好通關手續後，即
在香港邊境轉乘東鐵等其他交通工具
進入市區，進一步增加已經十分繁忙
的東鐵線的壓力，影響北區居民日常
生活。
工聯會議員黃宏滔則指，西九站「一

地兩檢」方便全港市民，不能夠只關注
北區居民，並以直通車為例：「北區市
民有幾多人會使用直通車？難道我們都
要反對直通車？」
民建聯議員溫和輝批評反對派反對一

切與內地有聯繫的政策，包括蓮塘口
岸建設、港珠澳大橋等，阻礙香港發
展，並坦言自己雖然住在沙頭角，不
會「咁傻走去西九搭高鐵」，但「一
地兩檢」符合全港多數市民的利益，
大家不能只顧自己，「阻住其他人發
達。」
民建聯議員鄧根年則指，現在港人雖

有許多方法前往內地，但應該讓大家有
更多選擇。
議員陳崇輝就指，「一地兩檢」並非
新事物，在外國已經實施逾20年，一
直行之有效，英國與法國、美國與加拿
大都有「一地兩檢」安排，為旅客帶來
方便。
最後，民主黨議員劉其烽提出將高鐵

改在深圳進行清關手續的修訂，在16
票反對、4票支持下被否決。原動議則
在16票支持、4票否決下通過。

高鐵「一地兩檢」
人大下周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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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區議會昨日通過支持在高鐵西九龍總站落實
「一地兩檢」的動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反對派唔止
補 選 食 相 難
睇，連搞團結

都企位尷尬。噚日凌晨先有被稱
為「黎智英保鑣」嘅工黨郭紹
傑同「獨派」劃清界線，下晝
班傳統反對派又要扮冇嘢，又
嚟扮團結、無中生有咁成立
「反修改議規關注組」，再搞
多個元旦大遊行想集結各家力
量以壯聲勢。有網民直接笑佢
哋之前「咁鍾意割席，咁鍾意
話別人係鬼，咁鍾意×啲『本土
派』」，𠵱 家真係猛咁吹雞都
「冇乜人騷佢哋」。
「一地兩檢」炒唔起、修訂議

事規則炒唔起，反對派都好叻㗎
啦，原班人馬噚日又組成個「反
修改議規關注組」扮新嘢，話就
話有50個團體喺入面，但望落去

都係嗰班人，離譜到連自己人都
理解唔到。

又搞「關注組」圖壯聲勢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個助

理沈偉男噚日就忍唔住喺fb出文
質疑︰「其實我唔明，議事規則
場仗都埋牙了，得番（返）數日
時間，現在成立關注組的意義
是……？」再加上「真心唔
明」、「不斷成立民間團體的聯
盟有何意義」的標註。
「Siegfried Lee」就留言恥笑

道︰「不斷聯盟，但聯極都係個
（嗰）班人。」喺「關注組」記
招後面繑手做佈景板嘅工黨主席
郭永健，都喺沈偉男篇文度留言
自爆係「被通知參與」，大家就
知件事有幾夾硬嚟。
仲有個元旦大遊行呢？「Mi-

chael Lam」就留言道出反對派嘅
困境︰「其實今次『民主派』猛
咁吹雞， 但係都冇乜人理佢，
就算今次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
係影響極之極之深遠，咁就可以
證明，之前『民主派』咁鍾意割
席，咁鍾意話別人係鬼，咁鍾
意×啲『本土派』，而（𠵱 ）家
真係冇乜人騷佢哋啦！」
「Michael Lam」話，雖然佢
哋抵死，但都唔係冇得救嘅，
「小弟有個愚見，希望班『泛
民』大佬識得出來（公開道
歉），講對唔住之前畀（俾）人
割了席，畀（俾）人誤會咗做鬼
的真正有心香港人。仲有呀，等
啲人出咗嚟之後唔好又光速割
席！咁件事都可能仲有得救
嘅。」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唔少有意參加補選
嘅傳統反對派中人，
都去集會博上鏡。但
個個都博上鏡，唔通
個個都上到鏡咩？有
意出選港島嘅「中箭
（香港眾志）」常委
周庭同有意出選九龍
西嘅姚松炎，呢幾日
就四出擺街站，完全
係你有你抗議，我有
我拉票，為補選強勢
宣傳。不過，為免被
人口實，佢哋噚晚就
一齊做咗個直播講議事規則，但個宣傳post第一個留
言就質問，「咁樣而（𠵱 ）家集會有咩用？」
咁係嘅，個集會得嗰幾十人，困喺嗰到圍爐，不如

落區接觸吓市民啦。周庭呢幾日都好忙㗎，日日都擺
街站，已經去咗銅鑼灣、太古城、田灣、西灣河同置
富花園，間唔中喺fb出文講吓議事規則，又或者喺自
己fb宣傳街站嘅帖度，加返個「反對修改議事規則」
嘅hashtag（標註），咁咪精神上支持咗囉。
姚松炎就不時走去周庭個街站度撐場，話自己都喺
九西擺過吓街站，不過佢有誠意啲嘅，起碼兩次同
「自決派」朱凱廸一齊喺街頭講下議事規則，但講到
尾都係強調話要「四席全贏」咁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周庭忙拉票 集會博上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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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完人扮無事 同道爆被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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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偉男出文提出質疑。
沈偉男fb截圖

■郭永健留言稱「被通知參
與」。 沈偉男fb截圖

■周庭在宣傳街站的帖子標註
「反對修改議事規則」。

周庭fb截圖

■有「獨人」在集會上舉起「港獨」
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