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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禍港

四人幫」之一、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為「答謝」美國O'Connor Justice Prize

頒給她一個獎項，再一次在西方國家面前

唱衰中央政府，更配合美國國會議員提名

「雙學三丑」角逐諾貝爾和平獎的調子，

為「雙學三丑」及其支持者的破壞社會行

為「貼金」，聲稱年輕人不欲被內地文化

「侵佔」才作反抗，陳更指中央違反《中

英聯合聲明》的承諾，試圖去重寫香港的

高度自治程度云。多名立法會議員批評陳

方安生淪為外國勢力的「打手」，為圖一

己私利，不時說出一些歪曲事實的言論。

陳方安生淪外國「打手」
為私利盲撐「雙學三丑」

「正義姐」無懼起底
堅持不覆「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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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美國利用香港遏制中國
「佔中」從頭到尾都是違法行為，這

是無可改變的事實，也是香港法庭作出
的判決，亦是香港社會普遍認同的結
論。

「佔中」是徹頭徹尾的違法行為
眾所周知，「佔中」搞手不僅以

「公民抗命」為幌子，而且公開以
「違法」作為行動號召，視法律如無
物，大規模的違法「佔領」行動直接
衝擊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法治傳統。
「佔中」分子組織發動旺角暴亂，更
是用暴力攻擊警方，衝擊場面震驚香
港。
法庭在針對「佔中」作出的有關禁

制令判決指出，不論示威者自覺有何
等高尚的意願，都不能作出非法行動
令他人的權益受損。高等法院上訴庭
去年8月17日作出裁定，將黃之鋒、
羅冠聰、周永康3人的社會服務令及
緩刑改判為即時監禁。上訴庭不僅裁
定「佔中」是嚴重的違法行為，必須
判處阻嚇性刑罰，而且進一步指出，
假以自由行使權利為名，而實質是破

壞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的行為，會導
致社會陷入混亂狀態，對社會的進步
和發展有嚴重的負面影響，也令其他
人士無法行使其應有的權利和自由。
如該情況未能有效制止，則自由、法
治都是空談。

美國政客以冷戰思維借香港問題搞事
2011年，美國發生了「佔領華爾
街」運動，美國警方開展了長達數年
的逮捕行動，至2014年已有近8,000
名運動的參與者被捕。從某種意義上
說，香港的「佔中」行動，是對美國
「佔領華爾街」運動「有樣學樣」。
美國政客為何不提名「佔領華爾街」
的人去角逐諾貝爾和平獎，而給違法
「佔中」分子套上「和平光環」，並
拿諾貝爾和平獎作幌子製造事端，其
目的何在？
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不難看出，美
國政客是將香港問題當作一張牌，作
為在中美博弈牌局中打擊中國的「籌
碼」。事實上，遏制中國是美國的一
貫政策。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發表國

情咨文，指中俄「挑戰美國價值
觀」。美國國會議員的所謂和平獎提
名與白宮對華最新戰略相呼應，讓人
們更加清楚地看到，美國仍然奉行冷
戰思維，企圖利用香港作為遏制中國
手段。
香港事務是中國的內政，中國政府

絕不容許外國勢力干涉。中國在維護
國家主權問題上，從來都是堅持原則
底線，絕不退讓。中國外交部已發表
聲明，敦促美國國會議員，停止干預
香港及中國內部事務。美國死抱早已
過時的冷戰思維不放，違背歷史潮
流，損害中美關係。習近平主席提出
的「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主張，為世界的發展
和人類的未來指明了正確方向，引起
國際社會的廣泛共鳴。美國國會議員
應該順應世界大勢，多做一些有益於
中美關係發展的行動，不要反其道而
行。

香港堅決反對被美國拖入政治漩渦
美國利用香港作為遏制中國手

段，是將香港綁在
美國對付中國的戰
車上，損害港人利
益。對此，港人必
須保持清醒冷靜。
今天的香港，已經
出現共謀發展的良
好勢頭。林鄭特首領導新一屆特區
政府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要
求，積極回應社會訴求，促進穩定
和諧，在教育、青年、住房、扶貧
等多個領域推出新政策、新措施，
帶來了新氣象，實現了良好開局。
香港正在謀劃如何通過參與國家的
「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既貢獻國家，
更帶動香港發展，進一步推動香港
「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與祖國
人民共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
業。香港社會各界必須共同維護良
好的發展局面，堅決抵制美國的干
預，決不讓美國將香港拖入政治陷
阱，不能讓香港成為外國勢力的棋
子，損害國家和香港的發展利益。

盧文端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經民聯盆菜宴獲張建宗等重量級人物撐場。

美國12名國會議員所謂提名黃之鋒

等人及「佔中」行動角逐諾貝爾和平

獎的所為，其實質是利用香港遏制中

國。黃之鋒等人組織的「佔中」抗

爭，從頭到尾都是違法行為，對香港

的社會秩序和法治造成嚴重衝擊。香

港法庭已經依法作出懲處。美國警方

大肆逮捕「佔領華爾街」的人，美國

政客卻給香港的違法「佔中」分子戴

「和平高帽」，公理何在？美國政客

以冷戰思維，企圖將香港作為打擊中

國的棋子，這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

知。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中國政府

絕不容許外國勢力干涉。美國政客圖

謀借違法「佔中」搞事，將香港拖入

政治漩渦，損害港人利益，香港社會

各界必須群起抵制。

網民聯署反對暴力分子逐諾獎

■網民聯署反對美國政客提名「雙學三丑」
角逐諾貝爾和平獎。 網頁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粗
口女教師」林慧思言行乖戾早為教界詬
病，最近她自恃已經「劈炮唔撈」，肆
無忌憚上載寶血會培靈學校與她面談的
保密文件，其後更不斷在個人facebook
對該校作出「怨婦式」窮追猛打，一時
以「港豬」形容昔日同事，一時又自說
自話宣稱校方「恐嚇」學生，嚴禁他們
給她寫信聯絡，說法荒誕，就連其「信
徒」都不禁留言問句：「（學生）寫信
畀你（學校）點會知？」

營造「被迫害」假象博同情
林慧思上月在fb自爆「辭職遠走他
方」，同時附上一封校方與她面談的保
密文件，披露校方對其網上直播煽動學
生毋須尊重國家、國歌、國旗、特區政
府，及以「垃圾」辱罵國家的言論表示
關注，提點她有關言論並不恰當，並非
學生學習的模楷。她一廂情願以為信件
有助營造「被迫害」假象，博取社會同
情，結果卻換來社會各界對其辭職一片
「讚好」，感謝她辭職的決定總算為學

生做了一件好事，奉勸她記緊兌現「遠
走他方」承諾，一路好走。
當日林慧思一副自命清高稱，對辭職

「無怨無悔」，豈料不出數天已不斷在
fb抹黑學校。她首先引述傳媒查詢稱，
校方及教育局均不會就其個案作個別評
論，看準對方不作還擊後即化身「鍵盤
戰士」到網上「挑機」：「寶血會培靈
學校校長校監，我期待你出來指控我，
為何不敢回應？」其後，又一口咬定稱
他們跟教育局「互扯貓尾」，彷彿全世
界都要迫害她。

竟稱培靈老師逾半是「港豬」
後來，林慧思愈鬧愈「上癮」，就連

一班前同事都無辜遭受牽連。她一時留
言稱「其實培靈啲老師超過一半港豬，
香港發生咩事都唔理，剩（淨）係成日
掛住食食食」，一時則謂「開會時唔好
反對校長校監意見呀！咩都要say yes！
仲有，以後唔好攪（搞）甚麼批判式思
考，因為學校自己都無，咪鬼做埋啲
show呃學生甚麼開放式活動教學」，其

後更發晦氣稱「以後你地（哋）記得大
大聲唱國歌，唔好批評校長校監，否則
你地（哋）就等同侮辱學校！」可見她
仍一心以為事件是所謂「政治迫害」，
卻從未就自身發表教壞學生言行有過反
省。
賦閒在家未知是否時間太多，林慧思

上周五（2日）突然在fb聲稱「培靈學
校恐嚇我以前的學生，不准寫信給我，
經常找學生問話，找一些跟我友好的家
長胡說八道！」然後又謂收到數名學生
來電透露想要退學，原因是「因為學校
經常找他們問話」。
林慧思繪形繪聲宣稱這是「白色恐

怖」，為加強說服力更上載一張What-
sApp截圖，自稱已就事件向副校長作
出投訴，惟圖中所見只是林慧思一方的
「獨腳戲」留言，對此她當日解釋為
「待覆」，但截至昨日為止，事隔兩天
仍未見有新進展交代。
不過，有關消息一出即引來林慧思的

「信徒」力撐，聽其片面之辭已深信是校
方無理取鬧，但亦有個別網民忍不住就故

事橋段提出質疑，其中網民「Ray Leung」
配以一臉無奈的表情符號問：「寫信畀你
（學校）點會知，咁嚇d（啲）小朋友？」
林慧思則解釋：「學生們在小息時寫信給
我。」「Ray Leung」回應道：「叫佢地
（哋）返屋企先寫。」未知是否無言以對，
林慧思最後只留下四個相同的「笑到喊」
表情符號，以笑遮醜結束對話。

香 港 文 匯
報訊（記者
鄭治祖）以精
簡發言技術性
擊倒「香港眾
志」常委周庭
後，「正義

姐」藍雪寶（見圖）贏盡愛國愛港網民讚賞，但她
卻被「港獨」分子盯上，更「起底」出她任教的特
殊學校，意圖不軌。不過，她無畏無懼，強調不會
回覆「港獨」分子，「等佢哋自己嬲飽佢。」
日前有網民在一個有關BN（O）護照持有人

「平權」的facebook專頁上，披露藍雪寶任教的特
殊學校名稱及網址，及她的一些生活照片，有人更
留言攻擊她「洗學生腦」，恐嚇「打佢一身」。
藍雪寶昨日回覆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查詢時，強
調自己絕對不會懼怕「港獨」分子的挑釁與恐嚇，
更不會對任何恐嚇留言作出回覆，「佢哋鬧你係想
你嬲，你唔嬲，就等佢哋自己嬲飽佢。」她希望
「港獨」分子能認清事實，檢討自我，想清楚自己
到底在做些什麼。
有網民大讚她高智慧、高情商，有人就批評「港
獨」分子不容異見，實屬惡霸、假民主，也有意見
指她應報警以保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天氣
雖冷，卻民間有情。經民聯新春盆菜宴
暨義工嘉許禮於上周六（3日）在深水
埗隆重舉行，以答謝在地區勤奮工作的
義工和社區幹事，共慶新春。經民聯領
導、經民聯全國人大代表、區議員、青
委、地區幹事及近三千名來自全港各區
的街坊、義工友好一起「圍爐」品嚐盆
菜，場面溫馨。活動並邀請了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中聯辦副主任何靖、民政事
務局局長劉江華等為醒獅「簪花掛
紅」。
張建宗致辭時表示，經民聯成立5周

年，發展工商專業之餘，亦將經濟民
生共冶一爐，而二百多圍盆菜宴證明
經民聯深入社群，關心社會各階層。
他形容，經民聯是特區政府的長期合
作夥伴，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全力支
持「一帶一路」發展，他對此表示衷
心感謝。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表示，感謝二千多

名熱心友好和義工為聯盟的地區工作作
出無私奉獻和付出。他指出，日前經民
聯剛慶祝成立5周年，5年來，經民聯
茁壯成長，一步一腳印，努力建設香
港。「經民聯將把握『一帶一路』及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團結各界，貢
獻國家，造福港人。」
經民聯副主席梁美芬就感謝特區政府

及社會各界的支持，令經民聯不斷成長
和發展，更感恩多年來在保安道及新界
舉辦的盆菜宴，獲義工好友支持，希望
盆菜宴可以帶給大家溫暖，期望年輕人
多關懷長者。

「粗口師」愈屈愈誇張 抹黑校方恐嚇學生 林慧思辭職 網民叫好
badhotdog：教育界之福。

win-123：佢請辭真係救咗啲學生。

河原町：一路好走。

師兄：甘（咁）既（嘅）老師，唔辭職點
得，教壞下一代。

草原大水牛：一直帶政治思想入教室
一早要炒佢啦。

raazz21101：真是值得期待！等待個
林小姐辭職很耐！咁都可以做到老師
咁耐，真是奇蹟！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現身在美國的陳方安生日前接受
《華爾街日報》訪問時聲稱，

香港年輕人看見「一國兩制」出現
「走樣」，中央政府又「迫令」年
輕人須支持內地，故年輕人在堅守
香港核心價值、民主自由的情況下
才作出反抗，不想見到中國文化及
價值觀蔓延至香港。她稱「想人心
回歸不是通過獨裁可以做到」，又
指「佔領」行動並非失敗，反令年
輕人政治醒覺，願意站出來抗爭。
陳還揚言，中國簽署了《中英聯

合聲明》，承諾「一國兩制」及給
予港人高度自治，但現時卻試圖去
重寫香港的高度自治程度云。

何俊賢：證陳太「中毒太深」
對於陳方安生的言行，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何俊賢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當年陳方安生選擇離開特區政
府之後，已加入反對中央政府的行列，
聯同有「漢奸」稱號的民主黨創黨主
席李柱銘，多次跑到英、美國家叩門，
從其言行證明她已「中毒太深」。
他還提到，陳當年擔任政務司司長，

高度掌握很多事情，甚至由她拍板，
現卻頂着前高官之名，不斷唱衰中央
及特區政府對港政策，簡直是無恥，
而美國長期以來，在港扶植勢力，從
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突然」擁有
美國護照已是一個鐵證。

陸頌雄：「不甘寂寞」引人關注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指出，陳

奉行「凡是中國政府必差」的態度處
事，在她擔任政務司司長時，採取與
中央「完全隔絕」的態度，早已令香
港失去很多黃金機會，亦已令香港發

展步伐大幅被拖慢。
他認為，每一個文化也有其優勝之

處，透過互相學習，從而互相優化，
但陳卻大肆抹黑，其舉措完全是「不
甘寂寞」，要引起外界關注。

邵家輝籲勿再誤導年輕人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表示，現時

國家的國力不斷提升，需要探討如
何保持發展勢頭，令人民生活不斷
提升，而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
帶一路」倡議，持續帶動國家的發
展，但陳方安生等人對中央提出的
任何事均加以批評，質疑一干人等
有否詳細研究過、有否承認過香港
回歸為國家的一部分。他強調，在
「一國兩制」下，國家的角色也很
重要，敦促陳方安生等人不要再誤
導年輕人做出一些違法的事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雙學三丑」黃之鋒、周永康及羅
冠聰日前獲美國國會議員提名角逐
諾貝爾和平獎，香港社會隨即連聲
反對。有網民更發起聯署反對美國
政客此舉，指港人無法接受如此顛
倒是非黑白。
聯署的聲明開宗明義直斥美國不
是：「不管在全球各地碰過多少釘
子，遭到多少正義人民的反抗怒吼角

逐，美國佬擾亂世界的野心依然。」
聲明批評，美國國會議員趕在截止前
一刻，提名三名遺禍香港的「佔中」
暴力分子角逐諾貝爾和平獎，「對香
港人來說，該提名更顯得尤其諷刺，
因為香港市民親眼目睹他們如何發動
暴力衝擊政總，如何引發79日『佔
中』黑暗歲月。」
聲明又指，對香港人來說，「佔

中」是動盪不安的代名詞，但在太平

洋對岸一些居心不良的野心家眼裡，
為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竟然可提
名「佔中」暴力分子拿和平獎是何等
荒謬，「如果有『諾貝爾暴力獎』頒
給他們還差不多！」
聯署獲得不少網民響應，近2,000人

在facebook讚好有關帖文，不少人留
言指已參加聯署。「Mary Pak 」就
指：「講真，而（）家都唔似以前
咁尊重這個獎了。一切與錢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