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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反對派連日來對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住宅僭建事件窮追猛打，

更提出要引用基本法第七十三

條，動議傳召鄭若驊到立法會交

代云。各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認為，鄭若驊在短時間

內應邀並出任新職，因準備不足

才會引發爭議，但鄭若驊已就事

件公開交代和道歉，看不到她有

犯法的情況和涉及誠信問題，呼

籲給予她時間和空間去做好律政

司司長的工作，並呼籲市民認清

反對派試圖借此炮製的一場「政

治騷」，是為了打擊特區政府的

管治威信，大家不要上當。

反對派「僭建政治騷」
各界籲市民勿上當

儘管律政司
司長鄭若驊早
已公開交代僭

建事件，承認政治敏感不足，但反對
派仍窮追猛打，近日又向立法會秘書
處提交議案，要求傳召鄭若驊下月底
前到立法會回應有關僭建的質詢。反
對派對「自己友」毛孟靜等人的僭建
問題就扮失憶，唯獨對別人的無心之
失就無限放大，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後
快，明知所謂動議難以成事，亦要搞
場「大龍鳳」，浪費議會時間和精
力。

反對派提出的議案，須獲分組點票
通過才能傳召鄭若驊，建制派透露仍
未商量是否支持議案。不過，相信就
算反對派再無腦，都預計到建制派不
會陪他們一齊癲，但反對派依然提出
毫無意義的議案，擺明是浪費立法會
的會議時間，浪費公帑，最後還要老
屈建制派縱容包庇，這種老掉牙的無
聊遊戲，反對派玩咗好多年，依然樂
此不疲。

反對派早前還去信立法會司法及法
律事務委員會主席梁美芬，要求鄭若
驊下周一出席委員會會議，交代僭建
事件。鄭若驊昨晚已答應2月赴會，
其實委員會與她的工作更加對口，是
更好對話平台，但反對派依然不滿
足，聲稱委員會一個半鐘的會議時間
太短。鄭若驊對於僭建問題早已再三
反覆交代，並無更多的內容需要披
露，會議時間絕對足夠。當然，如果
用來讓反對派表演馬騮戲，那就多多
也不夠。

立法會不是批鬥會，更不是反對派
「耍猴」的鬥獸場，想傳召誰來批鬥
就傳召誰。鄭若驊僭建事件，充其量
就是一時疏忽大意，律政司司長還有
更多重要的工作，特區政府和市民都
需要她集中精力處理公務，實在沒有
時間可以浪費。立法會同樣任務繁
重，大量有關經濟民生的事項有待討

論，奉勸反對派不要將議會變成政治鬥爭的場
所。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反對派再死纏爛打，
小心被選民教訓。 ■趙興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雙學三丑」中的
黃之鋒日前被法院裁定藐視法庭罪成，即時判處入
獄，與黃之鋒「關係友好」的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
國委員會（CECC）主席魯比奧，就在Twitter宣稱
「期待」提名黃之鋒及「佔領」行動爭取2018年諾
貝爾和平獎。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黃之鋒煽
動市民違法，破壞法治及社會秩序，魯比奧是意圖將
該獎項再一次成為美國的政治工具。
CECC在twitter轉發了《紐約時報》有關黃之鋒等人
判囚的報道，並引述魯比奧稱，正期待提名黃之鋒及
「佔中」角逐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魯比奧在其個人
twitter亦轉載了黃之鋒稱自己要重返監獄的消息，並鼓
勵他要「堅強」，而他為「自由」和「自主」付出的
「努力」，「啟發」了世上數以百萬計的人云云。

何俊賢：和平獎變政治工具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

批評，黃之鋒鼓吹暴力、破壞社會秩序，根本與「和
平」兩字無緣。美國試圖將和平獎變成政治工具，試
圖在香港製造一個「英雄」，誘導其他人繼續與中央
政府對抗，是在塑造一個滿手鮮血的惡魔。

姚思榮：煽違法者競和平獎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指出，79天的違法「佔

領」，對香港民生所帶來的影響、法治的破壞及經濟
的打擊，大家都有目共睹，美國議員為政治目的，推
薦煽動他人違法的黃之鋒競逐諾貝爾和平獎，對其他
真正付出力去維護世界和平者極不公道。

陳恒鑌：外國勢力培「黃皮白心」者
新界青年聯會會長、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質

疑，倘連黃之鋒此等只懂煽動群眾做違法者也可得到
提名，將大大貶低了和平獎的價值。他批評，外國勢
力經常培訓一些「黃皮白心」者，不斷在當地興風作
浪、搞亂社會秩序，將和平獎作為他們的政治工具，
「諾貝爾倘泉下有知，就算死咗都會激到彈起身！」

重入監即受「賞識」
痴鋒獲提名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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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清表示，鄭若驊由應邀到接任司
長一職僅一個月，而無論是私人事務、專
業、教學以至理清律政司司長的工作，都
需要時間處理。

胡漢清：鄭需要時間處理

他建議鄭若驊應盡快交代及處理好手頭
上的事務，盡快投入律政司的工作，以專
心應付未來「一地兩檢」立法、國歌法本
地立法、「佔中」的刑事檢控、被DQ者
能否再參選議員等重要法律議題。

姚祖輝：積極清拆 道歉有誠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姚祖輝坦言，鄭若

驊涉及僭建的確令人遺憾，部分市民因
此而不滿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她已第一
時間道歉及積極配合清拆工作，證明其
道歉的誠意。
他強調，鄭若驊是律政司司長的合適

人選，她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工作經
驗及行業地位，有能力處理「一地兩
檢」、國歌法本地立法，及香港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等棘手問題，希望公眾

可以通盤考慮並給予機會，令她可以發
揮自身的專業，貢獻香港社會。

何啟明：反對派上綱上線「過火」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認為，反對

派針對事件、上綱上線的批評已經「過
了火位」，目的是為了反抗國歌法本地
立法及「一地兩檢」的立法等，企圖動
搖律政司的公信力。他希望各界給予鄭
若驊更大的空間，盡快處理僭建問題，
以便專心律政司的工作。

黃國恩讚工作能力極強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

國恩指出，鄭若驊在業界，特別是在仲
裁方面備受推崇，駕馭複雜案件的能力
相當高，有極強的工作能力。難得她有

心服務社會，甘願放棄高收入的私人執
業工作，加入政府服務市民，實是港人
的福氣。
他續說，就是次事件，鄭若驊已第一

時間公開道歉，並承諾盡快更正有關錯
誤，還原僭建部分。事實上，香港私人
獨立屋的僭建十分普遍，司長買入時建
築物已有僭建，只要在知悉後盡快更正
便是，沒有什麼大不了。
黃國恩指出，是次僭建風波，反對派

一如既往、如獲至寶般展開連串上綱上
線的猛烈人身攻擊，甚至質疑司長的誠
信，務求將司長拉下馬，其實是要藉此
打擊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事實上，寬
己嚴人的反對派政客涉及僭建違規建築
大有人在，有些多年未有更正，如毛孟
靜之流就是「佼佼者」。

有意參加立
法會新界東補
選嘅「新民主

同盟」咖喱飯（范國威）點解咁乞人
憎？睇吓同佢行得好埋嘅「堅實支持
者」、即係「神隊友」係咩款咪知
囉！「保衛香港自由聯盟」創辦人韓
連山為咗捧咖喱，初選時就不斷狂轟
其他唔支持咖喱嘅反對派就係「賣
港」，包括民主黨、工黨、「香港眾
志」等等全部中晒地圖炮。結果，
「佔中三丑」之一陳健民都忍唔住寸
佢「宇宙唯一不賣港」，民主黨立法
會議員林卓廷就鬧佢分化「民主
派」。不過，「粗口教師」林慧思就
撐佢，仲鬧「泛民」係超級飯桶，要
「遠離飯民保平安」喎。
反對派為咗爭位打大交唔係咩新鮮
事，喺初選期間，將明明同係反對派
「戰友」嘅對手講到一文不值。當
然，佢哋唔會自己出手，而係搵自己
支持者做爛頭卒，好以九龍西初選姚
松炎打馮檢基咁，前者嘅支持者就講
到後者唔死都冇用咁。其實，新界東
都唔弱，撐范國威嘅韓連山一樣，四
圍開地圖炮。

批評初選圍爐「賣港」
韓連山喺初選前，已經出文質疑反
對派初選，話負責設計呢個機制嘅
「民主動力」趙家賢同鄭宇碩「與傳

統『泛民派』的某些政黨關係太密切
自然有所偏袒」，其中「組織投票」
的組成，「看到不少會為某一政黨抬
轎的組織」，「令人感覺是『圍爐取
暖』，甚至有『造馬』、為某一政黨
『抬轎』之嫌」等等。
在初選當日，佢仲喺facebook上載了

一張林卓廷、工黨張超雄、社福界邵家
臻、「眾志」黃之鋒為工黨郭永健拉票
的照片，更寫上「飯民賣港集團在大
圍！大家能讓他們繼續亂來嗎？快來投
票支持真正堅持嘅范國威」。

林卓廷批分化「民主派」
林卓廷就喺電台節目狠批韓連山：

「在重要關頭，韓連山竟然分化『民
主派』，居心何在？！」陳健民也發
帖揶揄：「經過這一役，大家都知
道，宇宙唯一不賣港的只有韓連
山。」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就留言：

「KM（健民）都要發炮，證明有人幾
差勁！」郭永健就提醒：「教授小
心，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任建峰斥「含血噴人」唯佢獨尊
卸任咗「法政匯思」召集人嘅「澳
洲西人」任建峰昨日也撰文，話「韓
連山是社運各主要弊病的一個樣
本」，批評韓連山「最近四周含血噴
全世界是『賣港賊』」，更力數佢事

事唯佢獨尊；將其他有否留意他的偉
論作為大家是否關心議題的標準，逢
集會就爭發言，一旦不讓他上台又會
覺得自己不被尊重而發難等等。

「粗口老師」反擊「飯民」
立場激進嘅林慧思就撐韓連山，仲

開炮轟傳統反對派中人。佢留言話自
己一早就知道初選肯定又係玩圍威
喂，「飯民班廢柴，你都係遠離飯民
保平安。我而（）家就玩飯民撐邊
個，我就投相反嗰個民主派，搵范國
威倒下米都唔錯！因為我肯定香港起

碼衰多十年，因為飯民實在超級飯
桶！」
佢仲點名鬧民主黨同關係親密嘅教

協：「其實最猛鬼嘅就係所有民主黨
人，包括教協……（教協）政治取向
及其選舉方式都超級造馬！」

韓「被滅聲」帖都刪埋
不過，韓連山在「壓力」下「被滅
聲」，先將引起批評的帖子的內容由
「賣港集團」變成「和理非集團」，
最後就連帖都刪埋，其後仲話自己要
閉關寫作，所以暫別fb喎。

開炮狂轟撐咖喱飯 韓連山得罪「全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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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律師會昨日發
表聲明，稱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就「一地兩檢」作出決
定時，採用與普通法不同的模式，「會產生逐漸損害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原則的風險」，促請特區政府
將有關風險向內地相關機構傳達，澄清「一地兩檢」
安排在基本法下的法理依據。
特區政府發言人回應指，香港與內地在商討「一地兩
檢」安排的過程中，一直同意有關安排必須符合「一國
兩制」及並不違反基本法。經過深入研究後，雙方同意
採用「三步走」的方式，落實「一地兩檢」安排。

政府：適當跟進回應關注
他續說，香港特區政府會繼續細心考慮社會各界，包

括香港律師會的意見，以及在採取適當跟進行動以推進
「一地兩檢」的相關工作時，適當回應公眾的關注。

律師會籲澄清「一地兩檢」法理依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末代
港督彭定康又再發功唱衰香港：他在
「香港觀察」（Hong Kong Watch）
會議上發言，稱香港最大的問題是法
治、律政司的權力運用、大學的自主
性及中聯辦的「勢力擴張」，更稱香
港年輕一代有「道德權威」（Moral
Authority）。香港立法會建制派議員
批評，彭定康近年不斷以各種歪論損
害香港的聲譽，更將民主進程與搞分
裂混為一談，吹捧違法者，向年輕人
灌輸以身試法的錯誤訊息，其破壞香
港之心昭然若揭。
由一批英國過氣政客組成的「香港
觀察」，日前發表所謂「報告」，聲
稱香港有多人「被取消」立法會議員
資格、律政司覆核「雙學三丑」等人
刑期等，為香港法治「響起警號」，
更聲言中國政府會「繼續削弱」香港
的高度自治權。

彭定康昨日在出席該組織舉行的會
議上「讚好」有關報告，並加油添
醋，唱衰香港，又聲言中英聯合聲明
「保障」了香港走向民主。發表有關
「報告」的英國前自民黨黨魁阿什當
勳爵（Lord Ashdown）在會上則聲
言，民主並非只是投票權，保存香港
文化歷史及香港人身份，才能「抵抗
極權」云云。
該組織並預告，英國國會下議院將

於1月23日「討論」香港民主；上議
院亦會於翌日「討論」香港問題。

林健鋒：指指點點 干預港事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

鋒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彭
定康已是「過氣的前朝港督」，所謂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他已離
開香港多年，對香港的實際情況、社
會最新發展一知半解，但就經常扮專

家指指點點，意圖干預香港事務。

葛珮帆：毫無根據 純屬炒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逐一反駁

彭定康的言論，強調香港擁有獨立的
司法權，倘沒有法律根據，就絕不會
對任何人採取法律訴訟；有滋事分子
在大學校園違法播「獨」，才被遏
止，與大學自主權無關；所謂中聯辦
「勢力擴張」更純屬政治炒作。
她批評，彭定康言論邏輯混亂，毫
無根據，包括故意將違法的暴力示威

和爭取民主混為一談，更將民主發展
與搞分裂混為一談，吹捧違法者，是
在向香港年輕人灌輸以身試法的錯誤
訊息，圖破壞香港法治，用心不良。

陳振英：過時評論 對港不公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批評，彭

定康已離開香港多年，而在過去20
年以來，香港已有很多改變，彭定康
是以局外人的角度，作出過時及並非
事實的全部的評論，對香港並不公
道。

肥彭又唱衰港 一知半解亂噏

■胡漢清 資料圖片 ■姚祖輝 資料圖片 ■黃國恩 資料圖片■何啟明 資料圖片

■林卓廷在網台節目狂轟有人
分化「民主派」。 fb截圖■陳健民都忍唔住寸爆韓連山。 fb截圖

■韓連山
將「賣港」
改為「和
理非」，
其後更索
性將帖子
刪除。
網上圖片

■■政界狠批彭定康政界狠批彭定康（（右一右一））的歪論唱衰香港的歪論唱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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