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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有破壞無建設 守護香港拒絕劣質政客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立法會補選將於明日進行。此次補選是因有 4 個反
對派政客違反就職宣誓規定，被裁定喪失就任資格
而起。如今代表反對派參選的候選人，秉承為反而
反的政治惡習，或明或暗表達「本土自決」等激進
政治主張，不尊重中央的全面管治權，醉心政爭撕
裂香港。有破壞無建設的劣質政客進入立法會，對
議會運作、社會管治和香港的發展有百害而無一
利。廣大選民應拒絕劣質政客，守護香港法治理性
的核心價值，為自己、為下一代、為香港，投下明
智的一票，讓議會和香港重回發展正軌。
反對派的一貫作風是事事政治化，漠視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此次上陣的反對派政客，不僅重政
治輕經濟民生，更有人完全欠缺地區工作歷練，臨
時「空降」；更不容忽視的是，這些反對派候選
人，都是「本土」、「自決」主張的明暗支持者、
推動者，與「港獨」、「台獨」勢力過從甚密。
其中有人本身就因在立法會就職宣誓時蓄意「加
料」，違反人大常委會決定、違反本港法律而喪失
就任資格；有人曾經焚燒基本法，直至日前在選舉
論壇上亦肆無忌憚揚言，「有需要時會再燒基本
法」；有人曾經策動「光復行動」，粗暴驅趕內地
旅客，更在台灣深綠媒體登廣告，聲援「台獨」分
子「反服貿」，為違法「佔中」造勢。「自決」和
「港獨」本質一樣，只是換了名堂，掩人耳目，反
對派候選人的真面目，選民必須看清楚。
反 對 派 此 次 補選 的 策 略， 就 是 試 圖 把 補 選視 為
「反對 DQ、對抗威權」的民意戰，企圖煽動敵視中
央和特區政府的情緒，博取更多激進選民的支持。
因此，反對派推出的候選人，政綱、競選策略都是

一味打政治牌，鼓吹對抗中央，對如何促進社會和
諧、推動香港發展隻字不提。事實上，反對派也提
不出任何建設性意見，這些政客只能令香港走向偏
激撕裂，政爭尖銳化。
眾所周知，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嚴格按照憲
法和基本法辦事，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
制」之利，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長治久安、
繁榮穩定的不二之選。立法會作為本港管治架構的
重要部分，議員理性議政，有效監督施政，有利凝
聚民心，促進社會和諧，推動香港穩健發展。反對
派執迷不悟，繼續走對抗中央、反對特區政府良好
管治的舊路邪路，把補選當作激化政爭、謀取政治
利益的工具，企圖繼續騎劫立法會，將其當作搞亂
香港的舞台，令拉布流會曠日持久不斷上演，對議
會發揮正常的監督作用毫無助益，更令香港續陷政
爭紛擾的泥淖，經濟民生發展停滯不前。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為立法會撥亂反正；新一屆政
府實現良好開局，迎來政通人和的局面。國家發展
進入新時代，「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規
劃等，將為香港帶來新一輪巨大機遇。廣大市民渴
望立法會恢復正常，監督、協同施政功能並重，真
正改善行政立法關係，讓立法會成為香港發展的助
力，而非障礙。
政爭不息，累港久矣。此次補選是關乎香港未來
數年命運的重要選擇。選民一定要用手中票，阻止
有破壞無建設的劣質政客混入立法會，更向反對派
發出清晰而強烈的警告：港人厭倦政爭，渴望法
治、穩定、發展，不尊重法治，不以港人福祉為依
歸，肯定會被民意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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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美朝言行一致 各方同促半島和平
朝鮮半島局勢持續轉暖。繼朝韓同意在 4 月
底舉行首腦會晤後，美國突然宣佈總統特朗普
將於 5 月底前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會面。半島
局勢出現好轉苗頭，固然值得珍惜，但實現半
島持久和平的目標還有漫漫長路，既需要朝鮮
就實現半島無核化作出切實行動，更需要美國
改變敵對態度，放棄制裁。中方一向為朝鮮半
島和平穩定作出不懈努力，功不可沒。習近平
昨日在與特朗普總統通話時指出，中方堅定致
力於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維護朝鮮半島和平
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中國對美
朝領導會面樂見其成，期待美朝言行一致，相
關各方共同努力，攜手促進半島與世界和平發
展。
數月前，美朝雙方還劍拔弩張，威脅要消滅
對方。但平昌冬奧之後，朝韓關係融冰，如今
美朝關係也出現轉機。對話總比對抗好，美朝
雙方若能抓住契機，雙方首腦會面順利在 5 月
底前成事，半島無核化進程有望步入正軌，成
為半島邁向和平的轉折點。
但國際社會都明白，眼前只是美朝雙方就直
接對話發出積極訊息，前行的道路恐怕難以一
帆風順。在雙方首腦會面前，華盛頓和平壤還
須進行一系列對話，能否就會面細節達成共識
尚未可知。特朗普雖然說與金正恩的會面「正
在計劃中」，但同時又強調對朝制裁會繼續；
日本更對朝鮮態度的改變流露出憂慮。美朝首
腦能否按計劃會面，存在諸多變數，釋出對話
善意只是解決問題的起點，半島無核化的博弈

還將持續。
歷史上，朝鮮和韓國曾兩度舉行元首峰會，
兩度簽署和平宣言，美國也曾多次派特使赴朝
談判，但最終都無法令半島持久和平。其中的
關鍵是，各方能否信守承諾，不出爾反爾，就
半島的和平進程作出實實在在的努力。朝鮮方
面需要切實推行無核化，向國際社會證明其棄
核的決心；美國及其盟友則須改變對朝實施的
孤立政策，放棄對朝制裁，把制裁的壓力轉化
為談判的動力，促使其融入國際社會。半島局
勢緩和，有利降低誤判風險，減少生戰生亂的
危機，對朝鮮半島乃至全世界都是利好。
中國一向為推動朝美關係緩和不懈努力，明
確提出「雙暫停」倡議，為對話營造良好氣
氛。中方歡迎美朝領導人對話，支持通過協商
解決問題。昨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與美國
總統特朗普通電話，就朝鮮半島局勢與兩國關
係深入交換意見。美方十分感謝並高度重視中
方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重要作用，願繼續密切
同中方的溝通協調。習近平指出，中方堅定致
力於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維護朝鮮半島和平
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他亦讚賞
特朗普政治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的積極意願，希
望美朝雙方盡快啟動接觸對話，爭取取得積極
成果。
和平必須爭取，機遇需要把握。希望各方繼
續努力，推動美朝以對話代替對抗，以和談化
解矛盾，真正實現美朝領導人對話，維護朝鮮
半島長期和平穩定。

范國威為選吸「獨」票
向「本民前」琦粉獻媚 政界憂若當選裡應外合禍港
成班反對派為了勝出，不惜一切與香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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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利益對立，爭相「吸『獨』」。以「港人
優先」為口號、試圖掩飾其「港獨」立場的
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反對派候選人范國威，在

接受傳媒訪問時稱，他會吸納旺角暴亂的「禍首」、「本土民主前
線」的「抗爭理念」，及吸納其支持者。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
范國威和「港獨」分子眉來眼去，令人擔心一旦他當選，定會和
「港獨」分子裡應外合，搞亂香港。

范國威在接受反對派媒體訪問時稱，
是次補選勝負的「關鍵」，主要是

自己能否爭取到被控暴亂等罪的「本土民
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的選民認同。
他向該批「港獨」分子開出期票，稱
會吸納梁的「抗爭理念」，並在當選撥
出資源支援「抗爭者」、跟進囚權問
題，包括在議會向政府提出質詢，及協
助有需要的「抗爭者」重新「適應社
會」等等。

周浩鼎：為選票不擇手段
曾參與新界東補選的立法會超級區議會
議員、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在接受香港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匯報訪問時批評，范國威一方面簽下承諾
書，聲稱會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國香港特
區，一方面卻又吸納「港獨」的政綱，令
人感到范國威若非人格分裂，就是為求贏
得議席而不擇手段，一旦當選定會影響廣
大市民的利益。

何俊賢：違反承諾書要求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出，梁天琦
及其「本民前」同黨黃台仰都是「港獨」
的代表人物，是旺暴的始作俑者，范國威
竟主動尋求他們及其支持者的支持，反映
他一直認同「港獨」的理念，違反了他所
簽下擁護基本法的承諾書的要求。

■范國威接受
反對派媒體採
訪時講明要吸
引琦粉支持。
fb截圖
他坦言，當日有不少人被梁天琦所誤
導，在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時投下了錯誤的
一票，在經過旺暴及連串的法庭審訊後，
不少人已經醒了過來，留下的支持者必定
是頑固的「港獨」分子。范國威想拉攏這
些人，證明此人為求達到政治目的而不擇
手段，一旦進入議會，香港前途堪憂。

郭偉強：搞激乞支持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認為，「港
獨」已被香港市民所拋棄，而范國威為求
議席，不擇手段乞求這些激進分子的支
持，他一旦當選，勢再次將香港社會拖進
混亂的深淵。

娟 姐 動 員 保 彪

利港議題乜都反 盲塞
「范」
到冇朋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選舉論壇
是候選人就政綱比拚的地方，但自稱代
表反對派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候選人范
國威，卻在論壇上
「乜都反」
，聲言
「一地
兩檢」
、經法庭裁定的 DQ 案、國歌法列
入基本法附件三，都是「不擁護基本法」
云云。不過，范國威自己一個盲目亂
反，其他候選人不論黨派都各自批評范
國威無朋友、無良、過往得票率低、無
為市民爭取民主等問題，而范國威則當
「聽唔到」
或疊聲蓋過處理。
6名新東補選候選人黃成智、方國珊、
陳玉娥、鄧家彪、趙珮玉和范國威昨日一

同出席選舉論壇。在一開始的主持提問環
節，被問及特區政府應否向內地爭取單程
證審批權時，范國威聲言同意，聲稱要取
得有關權力才有整全人口政策；鄧家彪則
認為，有關機制由回歸前已沿用至今，要
改變須留意法理問題，而單程證審批是一
個家庭團聚機制，不應扭曲本意。

講「一地兩檢」變法盲
不 過 ， 明 顯 范 國 威 不 理 會「 法 理 問
題」
。在回應什麼是不擁護基本法的言行
時，范國威竟稱
「一地兩檢」
、DQ案、國
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都是
「不擁護基

蟲炎話捐人工靠害區范 三七死兜
蟲炎
（姚松炎）
為咗
&
選票，大言話要月捐
8 萬喎！不過，支持
佢參選嘅
「香港眾志」
主席羅三七
（羅冠聰）
突然出口術，話以
「會否捐人工」
作為判斷
「是否支持候選人」的關鍵因素「大有問
題」
，
「對於真正為香港做事的議員，這些
議員薪津，是值得的。」
相信呢段說話其
實係為咗「同一陣線」、正俾人鬧緊口講
「協助抗爭者」，但冇話會捐人工嘅區諾
軒、范國威開脫。

涉賄仲當賣點 未選到話應得
羅三七喺fb發帖，話蟲炎
「有意」
捐助被
DQ政團，
「我認為這是很能幫助到被DQ
政團的舉動，但亦奉勸市民朋友真的不要

將
『捐人工』
列為揀選議員的條件之一。」
佢首先就幫蟲炎被質疑此是「賄選」辯
護，話「姚生現在已沒有『民主派』競爭
對手，沒有任何誘因利用『捐人工』作為
突圍的吸引點」。喂，阿哥！呢次補選得
「民主派」參選咩？蟲炎贏梗嘅咩？咩叫
「冇誘因」？
羅三七其後就稱，以「會否捐人工」作
為判斷「是否支持候選人」的關鍵因素卻
是「大有問題」。「一來『有汗出有糧
出』，……（捐人工）亦不應該拿來當作
一般要求候選人要達到的門檻。……要知
道姚教授本身就是屬於資源比較多的候選
人，也坦白講只有少數人有他的條件去做
這樣的承諾。對於真正為香港做事的議
員，這些議員薪津，是值得的。」

本法」
，完全不理會
「一地兩檢」
的法律依
據、無視 DQ 案的法庭裁決原因，也反
對附件三載錄在港實行的全國性法例的
機制。

「回帶」劣跡斑斑「心盲」
去到回應問題的環節，范國威更是進
一步演繹其霸道言行。被其他候選人質
疑誠信、質疑無朋友、質疑支持度、質
疑他出賣港人時，范國威不是當聽不到
無回答，就是一概疊聲處理，連黃成智
問他如何為港人爭取普選他亦拒答。
黃成智氣憤表示︰「話爭取民主，但

完全唔肯答問題，投佢都令香港市民蒙
羞！」鄧家彪則揶揄道︰「范國威唔係
爭取民主，佢只係爭取議席，咩都范國
威優先。」
未知是否因為見到范國威成為眾矢之
的，提問嘉賓、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楊岳
橋就處處針對鄧家彪，問他：「知唔知
國歌邊個作㗎？」當鄧家彪未講到重點
時，楊岳橋一直老屈鄧家彪「唔識」，甚
至當鄧家彪答了是聶耳後，楊岳橋仍採
用范國威的疊聲策略，繼續話對方「唔
識」，令鄧家彪無奈地表示︰「助選助
到咁明顯都得？」

「不應該拿來當作一般要求候選人要達
到的門檻」？3個反對派參選人中，區諾
軒同范國威都冇話捐錢噃，其中尤以范國
威俾人插得最金。
「天水圍民生關注平台」社區幹事王百
羽就喺羅三七個帖度留言：「咖哩（喱）
飯無做兩年立法會議員都仲可以生存到唔
使乞食，咁即係份人工對佢嚟講都唔係咩
問題啦，……姚教授都講得出，咁選民對其
他地區候選人有期望都係正常姐（啫）！」
因催「獨」而被DQ嘅沙田區議員陳國
強就發帖叫范國威「學嘢」：「范生協助
『抗爭義士』不捐錢？同你講心嗎？」
■三七兜完一個又一個，都幾忙噃。 fb截圖
由中大講師劉正主理嘅 fb 專頁
「無神論
者的巴別塔」
就發帖，鬧晒范國威同區諾 威，仍對九萬多月薪念念不忘，
『人工最
軒，話
「飯民垃圾會議員可以做的大概就 高、抗爭反是其次』
，足反映其政棍本質」
只剩下將月薪捐出，確實壯大抗爭力量： 喎。港島區候選人還包括陳家珮、伍廸
可是另外兩位補選候選人，區諾軒與范國 希、任亮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建制派候
選人要在今次補選中勝出的關鍵，是希望香港向
前發展的選民明日出來踴躍投票。工聯會立法會
議員麥美娟就發帖，「要做事定要搞事？要向前
定停步不前？要扭轉局面，還社會、議會平和理
性，我哋要團結同行，香港求變全賴你哋每一位
行多步，今個星期日（3月11日）集中選票支持建
制候選人、撐我嘅好兄弟 4 號鄧家彪！選情告
急，我哋好需要大家嘅每一票，請總動員投 4
號，全力保彪！」

■陳小春十分欣賞阿彪的政綱。

小春拍片力挺阿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鄧家彪長期服務
新界東，得到不少區內居民的支持。家住大埔的演
員陳小春，近日就拍片為鄧家彪打氣，並大讚阿彪
的競選政綱「跨越矛盾紛爭 共享發展成果」十分
重要。
陳小春在短片中先數一數自己和阿彪的共通點：
大家都住在大埔，大家都已為人父，「身為新界東
一分子，我一定投鄧家彪一票，因為他年輕有為，
很多事他也有經驗，還曾經擔任立法會議員，而
『跨越矛盾紛爭 共享發展成果』，這是很重要
的，希望大家投票給4號鄧家彪！」
演員李國麟昨日也拍片，表明會全力支持鄧家
彪，也希望大家都一樣，投阿彪神聖一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