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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瀆誓四丑」社民連梁國雄（長毛）、「香港眾志」羅冠聰、「本土派」劉小

麗及姚松炎前日聯同其他反對派搞「反對『褫奪』議員資格」集會，聲言要「紀念」自己被DQ（法庭裁定喪失

議員資格）一周年，結果只有數十人出席，慘淡收場。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有關

情況反映市民認同DQ合理，反對派及該批被DQ者的所作所為，已令市民生厭，故集會反應冷淡已屬意料中

事。

反DQ集會慘淡收場
政界：市民唾棄亂行

醞 釀 三
個多月的中
美貿易戰日

前終於爆發，美國月初正式向
首批340億美元中國貨品徵收
25%的關稅。保護主義升級所
帶來的不確定性將阻礙金融市
場和投資表現，貿易戰的消息
早已令近期內地及本港股市大
幅回落，亦影響新股上市集資
表現，同時，也拖累了亞洲主
要貨幣兌美元匯率走勢，間接
影響了港商的貿易成本和在海
外市場的業務利潤。
因此，特區政府已指出，中

美貿易戰將是本港經濟增長的
重大風險。2017年經香港往來
中美之間的轉口貨品總值約
450億美元，相當於香港GDP
的13%及總出口的9%，因此，
香港經濟必會受到中美貿易戰
影響。市場已極度關注貿易戰
會否持續升級，令中美貿易以
至全球貿易量顯著縮減，拖累
香港物流以及離岸服務貿易等

各個經濟環節表現。
有評論預測，貿易戰更有機會衍生至

貨幣及金融戰。因此，國家在應付貿易
戰的同時，內部亦正以更大決心和勇
氣，堅定不移地深化結構性改革，以減
低對外依賴，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並進
一步推進跨區域合作機制，擴大市場開
放，以化險為機。

多元推進創科 互補灣區優勢
本人認為，香港作為中國的對外窗口

及國際金融中心，特區政府在積極部署
和應對貿易戰衝擊的同時，更應與國家
共同進退，配合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
從多方面推進創科發展，並與深圳及粵
港澳大灣區的高端製造優勢對接，努力
打造成具完整產業鏈的國際創科中心。
同時，香港應加強與歐盟及東盟國家

的合作，致力開拓「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的新市場，協助香港和內地企業、人
才到「一帶一路」及海外國家發展，提
高與東盟和「一帶一路」國家的合作及
貿易交流。

擴大「互聯互通」共拓展新機遇
金融方面，香港亦應善用本身的國際

金融中心的優勢，進一步擴大與內地金
融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以協助國
家新一輪提速開放市場，共同拓展新的
發展機遇。
話說回來，正式啟動貿易戰後，特朗

普揚言考慮不斷加碼，貿易戰最終總額
將達5,500億美元，超逾每年中國對美
出口總值。美國發動史上規模最大的貿
易戰，阻礙全球經濟復甦，引發市場動
盪，無論從什麼角度來說，都將是「傷
敵一千，自損八百」的「開倒車」行
為，與過去20年來世界各地透過調減關
稅促進貿易的做法背道而馳。

■立法會議員李慧琼
（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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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揶揄寧睇悶波
「無神論者的巴別塔」︰今（前）
晚場季軍戰電視又無得播、結果又
無謂，但香港市民都寧願睇場悶波
都唔×黎（嚟）你個集會。

「文智生」︰你（在集會現場）擺
部電視播波或者可以過千人既
（嘅）。

「Tai Man Lee」︰出席者可能係議
員助理。民主黨，公民黨，工黨，
社民連，學民（意指「香港眾
志」），每人出50人都有250人。
人呢？人呢？去哂（晒）邊呀？

AN LA︰長毛，喊出來舒服啲㗎！

Vincent Li︰聽講用牛眼淚抹眼就見
到嗰200幾人。

資料來源︰網上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由於場面冷清，前日的集會於當晚9時
左右便草草結束，大會更拒絕公佈參

與人數，警方就指高峰期有80人出席，反
對派再次示威變示弱。

長毛死兜不為選票
長毛就尷尬聲稱，事件已過了一年時間，
亦預計參與者較少，今次集會只屬一種「紀
念」云云。他又不忙為日後選舉宣傳，籲大
家支持反對派成員重返議會。
在反DQ者寥寥的情況下，還有人借機
提及因「佔中」被檢控的問題。立法會社
福界議員邵家臻就稱，其案件將於本年11
月開審，審訊期約為26日，聲言自己及公
民黨陳淑莊已有被判即時入獄的準備，形
容眼前的環境充滿危機云云。

梁志祥：自作自受
對於是次集會冷清，全國政協委員、新

社聯會長梁志祥直言是意料中事。他指
出，部分議席早前已完成補選程序，而且
反對派亦輸了，足以證明市民唾棄這班搞
亂議會秩序、時常拖香港社會後腿的人。
梁志祥又指，部分等候聆訊的反對派中
人，以為借助「公眾壓力」可向法庭施壓，

為自己脫罪或減罪，但事實已向這批人揭示
真相，就是無人會支持違法分子，反對派所
做的一切均是自作自受。

何俊賢：炒作議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若主辦

單位把活動議題改為「慶祝成功DQ一周
年」的話，相信參與者人數會以倍數增
加。他指出，市民普遍對這班人搗亂社會
的行為，已經相當討厭，甚至到了「恨之

入骨」的地步。
他批評，這些反對派中人根本無意改善社

會，令市民生活得更好，只是希望以「大包
圍」方式，不斷拿出各式各樣的政治議題，
肆意炒作及攻擊特區政府，企圖找到議題不
斷發酵，形容所謂「紀念」DQ一周年「完
全只是一種挑戰特區政府的工具」。

何啟明：擾序添亂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認為，隨着事

件進一步明朗化，市民對DQ事實有了更
清楚認識，均認為這些反對派中人的所作
所為並非為社會好，反而只想社會亂，故
缺乏市民支持也是正常。
何啟明又指，是次其中被DQ的「青症

雙邪」梁頌恆及游蕙禎未有現身，反而一
些正等候審訊的「佔中」核心參與者邵家
臻及陳淑莊積極捧場，令人感覺他們是想
藉集會向法庭施壓，企圖為自己減輕罪
名，說到底也只是為自己而已。

「畀啲首飾我，我
幫你全家祈福吖！」
呢句台詞真係老土到

騙徒都唔敢用，但自覺係「天命之子」嘅
「城邦派國師」傻根（陳云根），明明早
幾日仲話班泰國被困嘅足球少年係「造
孽」，應該要「拒絕再被人拯救」，但之
後又話要幫佢哋「開壇作法」，叫大家

「贊助」咁話。咁都諗到可以籌款，真係
同路人都睇唔過眼。「城邦大將軍」「藍
鳳凰」日前就出文大鬧傻根嘅法會掠水神
功根本係「祈福黨神棍騙術」，目的都係
呃錢。
一班網民就食晒花生，一箭雙鵰咁話
「家陣先至知條神棍係智障」，再大笑佢
哋「狗咬狗」。

「叨光」救少足「藍鳳凰」炮轟
泰國被困洞穴嘅足球青年日前已全數獲

救，傻根再一次覺得係因為自己搞「深夜佛
堂」有「功勞」喎。佢喺救人行動開始前就
「開壇作法」，之後就不斷更新有人被救嘅消
息，好似真係有「神」聽到佢嘅「祈福」咁。
個「神蹟」偉大到咁，連傻根嘅人都過

唔到自己嗰關。「藍鳳凰」日前就叛變，
以「佛門警訊」為題玩踢爆，指出傻根之
前就話班「傻仔」造孽，應該「拒絕再被
人拯救」，「到今日（7月7日），見美國
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同Tesla行政總
裁Elon Musk出手相助，覺得勝算大，有
光可沾，於是又話自己會開壇作法，等到
救到個（嗰）時就可以話自己作法有用有
功勞。」「藍鳳凰」批評，傻根呢啲叫
「祈福黨神棍騙術」，以玄學道術為名，
實際騙取金錢之用。

「藍鳳凰」自己都好似做「見證」咁話：
「你冇睇錯，呢個係以往受同道敬重嘅陳
雲，依（𠵱 ）家為呃香油錢，變成『中國式
祈福黨』。而真係信佢法力無邊嘅，其實同
上次旺角賣身葬父中招科水嘅智障一樣水
平，呢啲低智人口適合留響熱城陣營。」疑
似係傻根前「信徒」嘅「奇妙棠菜」亦留言
話︰「陳雲已經淪落至此，為生計而做神
棍，親手搞臭華夏之名。」

網友寸反骨「神駒」食花生
咁樣派花生法，恥笑開「熱青城」嘅「神
駒」仇思達就進一步將佢發揚光大，成班益
友都留言食花生。「陳永仁」揶揄：「呢件
藍鳳凰同何志光一樣反骨成性。而（𠵱 ）家
狗咬狗骨抵×死。」
「Bianca Silva Guterres」就話一早睇透

傻根本質，「家陣先至知條神棍係智障？佢
第一次在面書公開講『啟稟玉帝』時，我就
已經覺得係唔對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特區政
府開始就2018/2019年度施政報告展開
公眾諮詢，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日拍片
上載facebook，表示為方便公眾發表意
見，特區政府今年增設以社交媒體作為
收集意見的渠道，鼓勵香港市民踴躍參
與，「為香港，一齊講！」

設社交媒體作收集渠道
特首親身拍片，以市民身份打去有關

部門查詢今年發表對施政報告意見的方
法。對方回應指今年市民除了能透過傳
統方法，例如電話、傳真、電郵、郵寄
等方法就施政報告發表意見，更可以在
特首的facebook上發表意見。林鄭月娥
笑說「都答得幾好」，再提他可以同時
告知市民可到Instagram上留言，而自
己亦會發佈有趣內容。她誠邀各位市民
就施政報告發表意見，讓政府可以集思
廣益，制訂切合市民和香港所需的政策
措施，並在相關帖文中打趣加上「留言
始於智者」的標籤。
為方便公眾發表意見，市民可登入特

定網站（www.policyaddress.gov.hk）、
在行政長官的 facebook 專頁（www.
facebook.com/carrielam.hksar） 或 Ins-
tagram （www.instagram.com/carri-
elam.hksar）留言，亦可透過電郵（pol-
icyaddress@pico.gov.hk） 、 電 話
（2432 1899）或傳真（2537 9083）就
施政報告提交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楓弘）《香港電台》節
目主持人李鵬飛昨日於港台錄影最後一集政論節目後正
式榮休。他在節目中指，香港社會仍存在分化，認同特
首林鄭月娥所強調的「大和解」，寄語香港社會各方能
多溝通。
他昨日於節目中表示，香港目前仍然存在分化問題，
認同特首林鄭月娥一直以來所強調的「大和解」，並指
現時社會分化的局面不利香港長遠發展，明言「大和
解」是目前香港最重要的議題。李鵬飛之後補充，社會
分化會造成人才流失及經濟損失，寄語香港人要暫停內
部分化，希望市民大眾能齊心協力貢獻香港。
李鵬飛曾任立法會議員，他慨嘆，當前立法會內的拉

布及「掟嘢」等亂象前所未見，形容這些情況相當可
怕，希望立法會內各黨派要想辦法加強溝通。
錄影完結後，李鵬飛獲兩位助理廣播處長及一眾台前

幕後人員致送紀念品及蛋糕，祝賀榮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本港社
會經歷非法「佔領」事件後出現撕裂，個
別年輕人近年甚至萌生所謂「港獨」思
想，言行日益乖戾。剛獲頒授本港最高榮
譽大紫荊勳章的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榮休
教授楊紫芝接受傳媒專訪時，分享了昔日
曾經歷二戰之苦而培養出愛國情懷，就算
在港英時期，她亦以中國人自居，對如今
「點解可以仲有『港獨』」表示難以理
解。這番愛國的言論觸動了一批逢中必反
的「黃絲」之神經，部分人肆意在網上侮

辱楊紫芝，令人嘩然。
楊紫芝對社會貢獻早已是有目共睹，回

歸前後已三度受勳。她接受《明報》訪問
時提到，在1971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時，
宣誓期間須宣稱忠於港英政府及英國，但
她心中卻認定：「始終我係中國人，（如
果）中國同英國打仗，我就會倒轉槍頭幫
番中國啦」。她憶述，10歲時曾經歷二次
世界大戰，知道當時的人有多艱苦，因此
愛國情懷會較現今一代更深。
「我覺得『港獨』好奇怪，點解可以仲

有『港獨』呢？」楊紫芝認為，現時人民
的生活與自由度，相較以前已有很大改
善，尤其國家地大物博，進步也不可能一
步登天，而要時間逐步改變。
對於違法「佔領」等造成社會撕裂，楊

紫芝表示自己不支持非法「佔領」，但不
會「非黑即白」的仇視對方。儘管楊紫芝
對立場不同的年輕人抱有善意與包容，但
部分盲目「黃絲」卻一於少理，並針對她
的愛國立場肆意攻擊。有人惡意留言咒她
「嗰頭近」、「老而不」、「唔記得食

藥」。

網民力撐楊：樹教授模楷
不過，更多網民則留言力撐楊紫芝，

「Ho Wing Kwong」大讚她才是大學教授
的好榜樣，「比起戴狗……無得比」。
「Siu-wai Wu」指，「有人甘當外國人棋
子，為反華亂港做爛頭卒（蟀）！」
「Kam Hung Fong」則感嘆，「難道中國
人受過苦難，才真正知道自己是中國人」，
為現今個別年輕人的激進行為感到惋惜。

「傻根」祈福「泰」作孽「門徒」叛變斥昆水

楊紫芝愛國反「獨」「盲黃」惡意詛咒

「五短」不識「朵」源 豬隊友誤炸長毛榮休論政 李鵬飛嘆立會太亂

邀市民fb講施政
特首等畀「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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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根一面咒罵被困少年，一
面又幫佢哋祈福。 fb截圖■「藍鳳凰」批傻根沾光又掠水。 fb截圖

■林鄭月娥拍片鼓勵市民踴躍為施政報
告發表意見。 林鄭月娥fb截圖

■何啟明 資料圖片■梁志祥 資料圖片■何俊賢 資料圖片

留意吓隊友情
況得唔得？唔好
一開口就製造回

力鏢啦。早排沉迷同網民嗌交嘅社
民連長毛（梁國雄），有次同「神
駒」仇思達嗌交時就攻擊對方「五
短身材」，點知俾神駒秒回「『五
短身材』係你隔籬個黃浩銘」之後
就冇聲出，仲搞到「村長」黃浩銘
俾人恥笑，香港文匯報都有報道呢
件事。唔知村長係咪想同長毛冤冤
相報，喺76日之後嘅，噚日點名文
匯報，話自己「只係腳短」，引埋
工黨何秀蘭等人留言話文匯報「攻
擊對手外貌，無品」，咁就一大個
回力鏢飛返去長毛度。

黃浩銘噚日喺 facebook出 post 話
「其實《文匯報》有所不知，除
了腳短之外，其他都不短於常
人，這才是我煩惱最深之處」。
除咗引嚟何秀蘭留言鬧《文匯

報》「無品」，仲有民主黨李永
達留言話「bad taste（低俗）」。
不過，實情係呢堆說話全部出自

長毛把口，香港文匯報讀者、一直
追擊開長毛嘅「JoJo Wu」就恥笑
話︰「笑×死！『村短』黃浩銘以
為『五短人』呢個名係《文匯報》
改，原來佢唔知道呢個名其實係佢
老死毛哥幫佢改！……成班友罵緊
毛哥都唔知。」
係囉，你哋唔好咁啦，長毛近日

咪唔再同網民嗌交囉，就算唔鍾意
俾人話「五短」，都唔使整個回力
鏢佢歎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JoJo Wu」恥笑黃浩銘唔知道
「五短人」呢個「朵」係出自長毛
把口，變咗放回力鏢。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