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聯秘書長被爆公器私用

「保港」促二十三條速立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禍港四人幫」之一的陳方安生又

再唱衰香港。陳方安生早前跑到美國接受O'Connor Justice Prize獎，

她在致辭時繼續唱衰及抹黑香港，聲稱在「北京壓力」下，香港的法

治正逐漸變為「以法而治（rule by law）」，聲言擔心特區政府透過

實施新法律，藉此「打壓」異見人士和威嚇支持民主的示威者云云。

特區政府昨日回應表示，香港特區一直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

度自治、「港人治港」，充分體現「一國兩制」得到全面和成功落

實，國際社會有目共睹，批評任意發表貶低香港法治的剛愎言論，對

香港發展毫無助益。多名政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亦批評，

陳方安生甘願淪為外國勢力的棋子，破壞香港和國家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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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2日（星期一） 歷時79日
的違法「佔
領」陰霾未

散，最近12名美國國會議員卻竟
聯署提名積極參與違法「佔領」
的「雙學三丑」競逐諾貝爾和平
獎，事件聽起來真是匪夷所思。
違法「佔領」期間，金鐘、銅

鑼灣以至旺角一帶秩序混亂，示
威者堵塞主要交通幹道，嚴重阻
礙交通和影響市民日常生活，最
終由法庭頒佈禁制令結束這場鬧
劇。違法「佔領」告一段落，但
對社會造成的傷害卻難以彌補，
包括社會撕裂和對立、相繼有年
輕人和警隊人員被判入獄，甚至
引發旺角暴動，更導致部分市民
仇警和辱警，嚴重打擊警隊士
氣。

外力干預非無的放矢
對於違法「佔領」，不少人心

中都有一個疑問，就是它的人
力、物力及財力從何而來？時至
今日，當很多人仍期望將違法
「佔領」的搞手繩之於法之際，
美國國會議員卻為違法「佔領」

的「雙學三丑」「吶喊助威」，辯說他們
「以『和平』手法為香港爭取政改及『自
決』，並保障香港獲聯合聲明保證的自
治」。如此一來，不但「物力及財力從何而
來」的答案昭然若揭，而且再次證明外國勢
力干預香港事務的指控不是無的放矢。
事實上，香港人都心知肚明違法「佔領」

絕非「和平抗爭」，示威者除了暴力抗爭，
後期更逐漸演變為爭取「香港自決」，亦即
是「港獨」及分裂國家行為的掩眼法。
再者，經歷過違法「佔領」，香港的民主
進程並無寸進，可見提名和平獎一事根本毫
無理據。筆者認為，提名的美國國會議員要
是不熟悉香港情況，就是別有用心，借獎項
干預香港事務。
每個獎項都有其評核標準，每個人對獎項

亦有不同想法，但違法「佔領」絕對與「和
平」沾不上邊，亦不應被包裝成對世界和平
有貢獻，引發違法「佔領」的「雙學三丑」
肯定不值得「表揚」！筆者憂慮的是，提名
一事會令年輕人對和平獎產生誤解，誤以為
「佔領」是英雄行為，從而推動更多青年人
走上街頭做出違法行為，這對香港日後發展
和兩地互信可謂百害而無一利。

■立法會議員 李慧琼
註：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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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麗芸駁黃之鋒：
量刑新指引不嚴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團體「保
衛香港運動」昨日在灣仔舉行集會，不滿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早前以證據不足為由宣
佈不會就捐款醜聞案檢控壹傳媒黎智英及
相關反對派分子。「保衛香港運動」主席
傅振中表示，前任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曾指
該案涉及大量資料，需時研究，才遲遲未
檢控，難以接受鄭若驊以「證據不足」，
縱容這批「佔中」罪魁禍首逍遙法外，促
盡快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保衛香港運動」昨日一行約50人在

灣仔聚集，拉起橫額及舉起紙牌，不滿黎
智英、民主黨元老李柱銘及「香港眾志」
秘書長黃之鋒等人涉嫌勾結外國勢力，卻
無受到法律制裁。他們大嗌「保家衛國、
立二十三條」、「漢奸走狗、拉佢入冊」
及「佔中暴徒、入獄找數」等口號。
傅振中表示，自從香港回歸之後，外

國勢力不斷暗通反對派在議會搞政制改
革。反對派亦乘着第二十三條未立法的漏
洞，收取「政治黑金」，勾結外國勢力去
抹黑中國，散播「港獨」分離主義思想，
煽動群眾顛覆特區政府。

傅振中：外力亂港證據確鑿
他表示，外國勢力搗亂香港證據確鑿，如

美國國防部前顧問白邦瑞曾在電視訪問中，
親口承認美國政府有份介入行動，並透過美
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提供數以百萬美元的資
金，間接或直接促成79日違法「佔中」暴
亂。他又指，「雙學」等人衝擊政府總部東
翼前地的案件，竟在終審法院上訴得直，結
果使人懷疑香港的司法制度。
多名集會群眾促請特區政府及鄭若驊

正視問題，盡快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防止香港政治組織勾結外國勢力，並
批評放生黎智英會令反對派更有恃無恐，
繼續玩拉布及搞流會，外國勢力亦會加倍
影響香港。■「保衛香港運動」舉辦集會，不滿黎智英未被檢控。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政界批陳方安生
淪外力棋子毀港譽

■馬恩國 資料圖片■陳曼琪 資料圖片■陳勇 資料圖片

■陳珏軒指於學聯會址發現一批「九龍角落」之宣傳品，包括易拉架、單張、印章
等。 陳珏軒fb圖片

■李軒朗前日於大角咀派發賀年揮春，街站的易拉架及宣傳單張等物品，與學聯會址
內發現的物資相同。 「九龍角落」fb相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學聯的
管理模式及制度屢受批評，內部烏煙瘴氣
人所共知。繼早前有爆料指學聯以斷電辣
招試圖逼走「八樓老鬼」後，學聯及學生
活動基金董事陳珏軒近日爆料指學聯秘書
長李軒朗利用學聯會所擺放其政治組織
「九龍角落」的宣傳物資，懷疑有人公器
私用。李軒朗以「稍作休息」為由稱是一
時疏忽，被指是砌辭狡辯。中大學聯代表
周竪峰一方面宣稱會嚴查事件，卻同時質
疑有「老鬼」疑不滿收回八樓決定，才趁
機打擊現屆學聯成員，各懷鬼胎之下，令
學聯亂上加亂。
陳珏軒前日在個人facebook發出帖文，
圖文並茂稱於威特商業大廈之學聯會址
內，發現一批「九龍角落」之宣傳品，包
括易拉架、宣傳單張、印章、新年揮春
等。他認為「學聯作為學界平台，絕不應
助長任何公器私用行為，使學聯淪為任何
政治團體或組織之私人空間」，陳並去信
學聯代表，要求對方作出解釋，包括「九
龍角落」有否向學聯常委會申報借用場地
儲存物資。
據「九龍角落」fb專頁稱，它是一班年

輕成員去年9月成立的「地區組織」，學
聯秘書長李軒朗為該組織的執行委員會主
席。該專頁前日曾上載一張圖片，顯示李
軒朗曾到大角咀擺設街站派發賀年揮春，
圖中所見街站中的易拉架及宣傳單張等物
品，與學聯會址內發現的物資相同。

李軒朗道歉 聲稱一時疏忽
李軒朗在事件被揭發後隨即發出道歉聲明，
承認是一時疏忽，「於2018年2月10日『九

龍角落』活動結束後返回學聯會所稍作休息
後，未有將部分物資（包括數個易拉架、部
分印刷品）從學聯會址帶走」，強調當晚深
夜已折返學聯會所及將物資悉數帶走，重申
無意佔用學聯會所場地。
不過，陳珏軒強調有關物資是在「離單

位大門最遠、最不方便、在冷氣機旁邊的
房間（雜物房）」發現，假如「稍事休
息」絕不會放在如此不便的地方，認為對
方只是狡辯。
學聯昨日發聲明指，強調學聯為保障平

台中立性，不應與任何政治團體或組織作
緊密聯繫，而外借場地須以常委會一貫的
共識制政策方式進行決議，惟本屆常委會
並無接收任何以組織「九龍角落」身份提
交的場地借用申請。就事件跟進事宜，聲
明表示已指示秘書處職員將所有其他組織
的物資遷出會址，並即時暫停秘書處秘書
長李軒朗之職務，至2018年2月24日代表
會第四次常務會議，以供代表會參考相關
獨立報告後，再作決議。
同日「九龍角落」亦發聲明，向公眾鄭

重道歉，並指該會執委會亦已經收到李軒
朗辭去該會主席的申請，並於來次執委會
會議中處理。
事件似乎告一段落，但周竪峰昨日在fb

重提事件，一方面稱事件是有不妥，學聯
將就此徹查，「但有班混帳左膠，將此事
同收回八樓混為一談。事實係，狙擊李軒
朗也還不了你八樓清白」。他強調，收回
八樓係本屆學聯嘅一致共識，「你就算鬥
倒左（咗）李軒朗、鬥倒左（咗）劉董、鬥倒
埋我，天塌地陷都要收」，暗示有人另有
企圖。言論反映學聯內訌愈來愈白熱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終審法院
早前就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案，裁定「雙
學三丑」上訴得直，即時獲釋，引起公眾譁
然。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昨日直言，政
府總部東翼前地為政府管理，而所謂「公民
廣場」只屬有關人等強加的稱號，當日「雙
學三丑」的行為，大家有目共睹，根本是暴
力「搶奪」有關地方。至於終審法院確認量
刑新指引，蔣麗芸認為並不嚴苛，因為有關
罪行涉及煽動教唆，屬嚴重罪行，須嚴肅對
待。黃之鋒回應時聲言，該指引將會「打
擊」年輕人從政的意慾云云。
「雙學三丑」之一黃之鋒昨日出席《城市論
壇》時聲言，是次終院接納上訴庭的量刑新指
引，由過去無案底初犯判社會服務令，「大躍
進」變成半年監禁，質疑社會並不認同這樣的
改變。他又揚言，現時的政治形勢「阻礙」青
年人參與政治，形容「在體制內已面臨DQ（被
裁定喪失資格），在體制外則面臨監禁」，聲
言這不是「正面發展」云云。
出席同一節目的蔣麗芸認為，量刑新指引

並不嚴苛，因為有關案件涉及煽動教唆，她
又比喻︰「譬如話有銀行打劫案，主腦人無
參與，但問題在佢主使，係咪先？煽惑嘛，
你話佢有無罪，梗係有罪。」
黃之鋒隨即稱自己的煽惑罪並不成立，又

辯稱他們當日是以「進入」政府總部東翼前
地為目的，「重奪公民廣場」云云。

「搶奪」非「重奪」暴力有眼睇
蔣麗芸指出，他們的行為並非「重奪」，
而是「搶奪」，「我相信大家都有眼睇囉，
直播㗎嘛，佢（黃之鋒）叫大家都衝入去，
當時好多年輕人跨過欄杆及搖鐵門，家唔
可以話自己冇錯，完全開脫自己所犯嘅罪
行，佢到家仲未知道自己錯喺邊度。」
對於有美國國會議員提名「雙學三丑」角

逐諾貝爾和平獎，蔣麗芸直言，「美國嗰啲
議員知得香港幾多嘢吖？」認為該批美國國
會議員藉此向中央政府施壓，其實香港市民
早知發生什麼事情，並問大家︰「佢哋係咪
和平吖？」
黃之鋒在節目中又刻意迴避問題，不肯回

應日後舉辦示威時，若有人毀壞公物等，會
否負起應有的責任，只稱「香港眾志」與
「學民思潮」過去的行動，都是「堅持」非
暴力的原則云云。
在節目進行期間，有台下觀眾舉起示威標

語，批評「雙學三丑」明顯違反基本法，衝擊
政府是犯法。亦有觀眾發言時批評，「佔領」
是非法集結，挑戰香港司法，破壞法治。

陳方安生在其發言中，聲稱中央政府
不斷透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

進行釋法，「令」數名反對派中人喪失議
員資格。陳又稱，人大釋法「不合理」，
形容釋法是「干預」法院工作，做法嚴重
破壞香港司法獨立形象。她更稱，裁定
「香港眾志」周庭不符參選資格，猶如在
「傷口上灑鹽」，是一次赤裸裸的「政治
審查」，違反多條基本法條文，亦違反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第一條，即每個
人不論政見，都有權參選的權利云云。

港府：絕無陳所指政治審查
特區政府昨日回應有關言論表示，香港
特區按基本法成功和全面落實「一國兩
制」，特區政府一直堅決捍衞和維護法
治，而律政司亦只依據適用法律、相關證
據和《檢控守則》處理所有刑事案件，當

中不存在任何政治考慮。特區政府強調，
任意發表貶低香港良好法治聲譽，並可能
對法治社會造成損害的剛愎言論，對香港
發展毫無助益。
至於陳方安生所提及的釋法和DQ問

題，特區政府亦引用法律條文講述相關依
據，並強調特區政府一直尊重及維護香港
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但同時有責任執行
和維護基本法，及確保所有選舉均在符合
基本法和相關選舉法律下進行。特區政府
並指出，提倡「港獨」、「民主自決」或
以「公投」方式提出包括選擇「獨立」來
處理香港體制等，均不符合香港特區在基
本法下的憲制及法律地位，亦與國家對香
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故選舉主
任是依法作出決定，「絕不存在任何陳方
安生所指的政治審查、限制參選權等的情
況。」

陳勇批前言不對後語
對於陳方安生的言論，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表示，香港回歸初
期陳方安生擔任首任政務司司長一職，特
區政府有很多的政策，也是她拍板及執
行，而市民可拿回她當年的言論，與現時
的言論一一作出比較，當中充滿矛盾，前
言不對後語。陳勇還指出，回歸至今，中
央政府落實「一國兩制」，奉行基本法，
令香港在很多方面都有良好的發展，較港
英年代更為優勝。他又質疑，陳方安生為
何從沒有批評美國以粗鄙的手法對待被視
為「危害國家」的人，卻不斷抹黑中國中
央政府及特區政府。

陳曼琪：歪曲法治中央權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小型律師協會

創會會長陳曼琪強調，香港為國家的一部分，
按照國家憲法，全國人大常委會為國家最高
的權力機關，按照憲法賦予的權力行使釋法
決定，完全都是有法可依。只是某些別有用
心之人不斷歪曲法治及中央的權力，企圖以
各種方式打擊中央威信，甘願淪為外國勢力
的棋子，在國際舞台上抹黑中央。市民須認
清這些外國棋子的真面目，不要被誤導。

馬恩國：炒作平常事件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大律師

馬恩國指出，基本法於1990年頒佈，1997
年正式落實執行，國家一直都是依法辦事，
但反對派卻把政治凌駕法律，更不斷將一些
平常事件炒作升溫，甚至放到國際層面，部
分反對派政客常在司法事件上獲外國勢力「幫
腔」。他並指，現時陳方安生作片面性的抹
黑，才是破壞香港法治的元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