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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惡搞《西遊記》，話呢個故事證明

&

有個豬一般嘅隊友，一定會令成個團隊上

反對派劣跡事件簿
全城

■組圖：網上圖片

可恥行為
譴責戇橋訟黨飯民

西天，之前唔少反對派中人已經示範過點
樣一個累全家，近日公民黨黨魁戇橋（楊岳
橋），就再次證實咗呢個「理論」：佢為咗討好「港獨」分
子，原本要喺前日嘅立法會大會話要提「檢討單程證」制
度嘅動議，結果 no show，成為全城辱罵、恥笑嘅對
象。鬧吓鬧吓，有人就開始質問公民黨點解「有法不
依」、唔根據黨紀處理佢；有人質問佢嘅助理，以至其
他反對派議員點解冇提佢；有人更加話呢件事證明反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JoJo Wu
的惡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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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戇橋喺出事後解釋，話佢趕唔到返去
會議廳，係因為掛住睇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嗰個有關國歌法嘅記者
會直播喎。不過，大家當然唔受兼夾恥笑
同鬧爆啦！佢嘅支持者，就即刻齊齊為佢
護航。
好似「Didi Anna」咁，就懶係「洞悉
世情」咁留言話：「明白嘅……（檢討
單程證制度）係一個有危險的議題，好容
易被對家保皇黨人數眾多之際，食住上通
過加額仲大鑊，……今回不是一個好時
機去討論這個議題...待適當時機才再爭取
吧！」

寸爆護黨智將：不如坐以待斃
「Shirley Wong」就做咗戇橋肚裡條蛔
蟲，話戇橋缺席係因為怕建制派「騎劫」
動議喎：「騎劫後已不是原貌，一定唔夠
對家人多勢眾，玩缺席更上策。」
不過，呢啲咁有智將 feel 嘅言論，梗係
被 恥 笑 啦 ！ 「Donald Tsai」 就 揶 揄 ：
「笑×死，咁以後飯民乜都唔好做啦！橫
掂投票又輸，提議案又俾人修訂！」
「Albatron Ka」亦話：「反正都係唔夠
人啦，多一個吾（唔）多少一個吾（唔）
少，不如飲夠（引咎）辭職以謝罪天下
啦！」
「陳麒麟」就進一步去挑埋公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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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紀律行動：「各議員黨員
政棍，出賣選
須盡力及適當地履行其在議
民」，仲話要
會中的職責，遵守本黨制定
「票債票償」 ▶有人就回帶返戇橋參加立
之有關議員手冊，並不得無
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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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各議員黨員若違反
上 述 第 6.1. 至 第 6.4. 項 的 規
定，會被視為違反紀律。」
唔少人就質疑戇橋班助理
當時做緊咩。「Charlie Kok
Li Yeung」質疑：「班議助都
「Kin Leung Cheung」 更 爆 粗 道 ：
係睇緊直播？定訓
（瞓）
晒覺？」
常借所謂「反赤化」嘅「新民主同盟」議 「 所 以 李 卓 人 點 解 會 輸 係 有 原 因 架
員咖喱飯（范國威），當日係打算就戇橋 （㗎）！你地（哋）班垃圾泛民即管繼續
原來已犯黨規 健吾借勢方丈 嘅動議提修訂嘅，但好明顯佢當時冇關心 咁樣吖，莫講話 2020 年喇，以後立法會
經常批評傳統反對派而被佢哋嘅議員 到戇橋去咗邊啦。「Larry Yik」就話： 選舉你地（哋）分分鐘輸到仆晒×呀！」
戇橋嘅支持者，以至其他反對派嘅選
助理視若仇讎嘅電台節目主持健吾（葉鍵 「（反對派）其他人也有責任，不要各自
民，當然亦逃唔過被批評嘅命運。
濠），今次就有仇報仇，發帖鬧：「佢班 為政，一盤散沙。」
「Cheung Samuel」曲 道 ： 「 楊 岳 橋 沒 問
議助，剩（淨）係（喺）網上同 What「成班茄哩啡
等選舉仆啦
！
」
題，投票比
（畀）
佢選民有問題之嘛。」
sApp group 瘋狂唱我怨毒，收左（咗）
「Cage Nk Yim」就話：「垃圾渣滓議
共產黨錢。今次點解唔提個老細去開會
「Andy Tang」則指：「根本成班夾埋
呀？係特登唔提丫（吖），定係覺得開會 做大戲，當你條友自己掛住睇直播，請問 員，當然就有喜愛渣滓垃圾嘅選民。」
唔重要呀？」
啲助手、黨友及其他飯民點解唔會提早叫 「Connie Tse」就揶揄：「我覺真係要整個
智力測試，過到先可以做選民。」
有人就燒埋其他反對派議員，例如經 定佢落嚟呀？」

肥彭又為
「獨」
張目 誣中亂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
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 周年紀念
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提出 5 點主張。
繼香港各反對派政黨後，和反對派關係密
切的前港督彭定康近日聲稱，「在人類歷
史上，沒有民主體制會同意加入『獨裁體
制』的一部分，除非是被迫。」
香港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彭定康
再次與反對派一唱一和，是在為「台獨」
分子張目。
彭定康周二（8 日）在英國國會外交事
務委員會「聽證會」上「作供」稱，中國
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控制」「普遍收
緊」，無論是在學術自由、公眾集會以及
人權等方面均受到「打壓」，更聲言參與

違法「佔領者」有「真正的公民意識」，
不但「愛國且相信法治」云云。
他聲言，自己任內最大型的反政府示威
只得數百人參與，但「專制的北京政府」
令香港出現「獨立運動」，「令人驚
奇」。在提到台灣問題，他更聲稱「在人
類歷史上，沒有民主體制會同意加入『獨
裁體制』的一部分，除非是被迫。」

湯家驊：
「崩潰論」
無理據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在接
受傳媒訪問時批評，彭定康所作出的是無
理據的指控，因為香港在回歸後，無論在
民主政制、司法制度及經濟方面都遠超於
回歸前，而在回歸後，中央政府從無直接
或間接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他強調，不能因為香港出現政治對立，

就認定「一國兩制」已經「崩潰」，並以
DQ 案為例，指法官在審理及判決時，都
是以專業與中立態度去處理這些政治矛
盾，反映香港的民主自由及司法系統仍然
獨立、健全。

陳勇：妄言爭取曝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每逢香港
發生爭議，彭定康這個過氣人物必定會出
來說三道四，只是因為對自己過往的「風
光」念念不忘，所以一直虎視眈眈，不斷
爭取曝光機會，挑起政治爭拗，奢望可以
繼續「撈政治油水」。

梁志祥：為違法者洗地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批評，彭定康

韓世灝任新民黨副主席

■葉劉淑儀
（左）與韓
世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發起所謂「天下為公」
作出眾籌、聲稱要「追查」
事件的民主黨，與其他反對
派中人今日會發起所謂「集
氣大會」，聲稱要「繼續追
究」涉及事件的前特首梁振
英，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多名建制派中人強調，律
政司的決定，絕對符合現行
行之有效的檢控政策和守
則，合法、合情、合理，反
對派不應繼續政治炒作，誤
導市民。
儘管鄭若驊已答允出席本
月 28 日舉行的立法會司法及
法律事務委員會，回應議員
對特區政府檢控政策的疑
問，但發起「集氣大會」的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在
前日的記者會上聲言，委員
會會議僅 1 小時，屆時建制派
議員定必「群起護駕」，加
上對方可能會以不評論個別
事件為由，拒絕有關 UGL 事
件的提問，故他們舉行「集
氣大會」，讓市民「表達不
滿」云云。

建制批為撈油水損法治

派議員喺議會根本毫無作用，叫佢哋「一辭（職）以謝
天下」咁話喎。

飯民炒冷飯 誤導公眾謀私利

網民促訟黨罰戇橋
反對派應辭謝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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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新民黨昨日公佈委任高
寶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創始人、全國政
協黑龍江省常委韓世灝為副主席，即日生
效。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韓世灝於
2011 年 加 入 新 民 黨 ， 是 該 黨 的 資 深 黨
員，對新民黨的工作及政策倡議一直十分
支持。「他具備領導和商業才能，又經常
往來內地和國外，具備國際視野。我衷心
感謝韓博士成為新民黨的副主席，為我們

提供寶貴的意見，壯大新民黨的實力，服
務香港，聯繫社區。」
韓世灝表示，自己與葉太相識多年，非
常欣賞她卓越的領導才能和過人的智慧，
還有她對改善港人福祉持之以恒的精神和
熱忱，以及「言出必行，行之必果」的行
事作風。
作為新民黨的長期成員之一，他對今次
獲委任為新民黨副主席感到十分榮幸。
「我希望可以藉由多年來的跨國營商及投

公然為參與違反法例、有意圖推翻香港政
治制度的「佔領」者漂白，是試圖壯大這
些滋事者的膽量，煽動他們日後的作為更
離譜，將香港變得無法無天，而彭定康高
調談到台灣問題，是在為「台獨」分子散
播「『台獨』獲英國支持」的假象，為他
們「撐腰」。

郭偉強：挑矛盾博着數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則認為，香港
仍然是一個民主及自由的集中地，沒有任
何改變，只要不幹一些分裂國家的行為，
可以發揮的空間相當之大。彭定康雖對香
港的反對派中人有影響力，但對整體香港
社會而言只是一個過氣的政治人物，相信
普遍市民都明白對方只是為了「攞政治着
數」而挑起政治爭拗。

資經驗、廣闊的國際人脈基礎和宏觀的國
際視野，為新民黨以及廣大香港市民帶來
中肯的建議和獨到的見解，運用中西文化
資源與大家一起為建造更美好的和諧社
會、為香港未來帶來新氣象貢獻力量。」

領導商業之才 擁外交經驗
韓世灝一直積極參與慈善、外交和政治
方面的活動，是格林納達駐港名譽領事，
及該國無任所大使。他在 3 個國家政府中
擔任官方職務，同時是英國愛丁堡公爵世
界獎學基金會理事及贊助人和英國「亞洲
館」創始贊助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
評，林卓廷等反對派中人為
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一直主
導、縱容、包庇非法「佔
中」以至旺角暴亂等，打着
「法治」的旗號，去損害香
港的法治以至司法威信，現在仍死心不
息地繼續借「法治」之名誤導公眾，做
法極不道德。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批評，反對
派所言所行，完全是在政治攻擊。無論
律政司如何解釋，甚至遂其所願諮詢外
間的法律意見，反對派也會找出其他理
由去批評，而其用意已經相當明顯，根
本是為求個人政治利益，不惜在社會上
興風作浪。

法律界：律政司決定合法合理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中國
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傅健慈強調，根據基
本法第六十三條，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
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律政司已經清楚
向公眾交代了 UGL 事件不作出檢控的原
因和理據，及詳細解釋了律政司不用尋
求獨立法律意見的原因，絕對符合律政
司行之有效的檢控政策和守則，完全合
法、合情、合理。
他批評反對派對此充耳不聞，繼續炒
作，將事件無限升溫，明顯是想撈取政
治本錢，誤導市民，利用民意向律政司
施壓。

UGL委會完成搜證
6個月交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調查梁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 UGL Limited 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昨日舉
行閉門會議。
委員會主席謝偉俊在會後表示，委員
會已經完成有關搜證，現交由秘書處整
合，估計會於五六個月後向立法會提交
正式報告。
謝偉俊昨日指，委員會以呈請方式成
立，並無傳召權力，故在搜證過程中只
能依賴坊間及傳媒的資料，未能取得需
要的文件，證人也不願出席作供。
在討論過程中，有委員提出是否需要
引用特權法傳召證人，及是否要傳召律
政司司長鄭若驊解釋不檢控前特首梁振
英的決定等，但經過詳細討論後，委員
會認為並無此需要。
他並證實，有委員提出終止調查，但
他認為，即使終止調查也需要按照既定
的程序去處理，並形容目前的情況就如
「開了一部跑步機，不能一按停止掣就
可 以 立 即 停 止 」 ， 目 前 「 正 處 於 cool
down狀態」。
謝偉俊透露，委員會已經將手頭上的
資料交予秘書處協助整理，預計需時兩
個月，委員會亦會再舉行會議討論，預
計需召開兩三次會議，才進入第三階
段，即撰寫報告，然後向立法會提交報
告。
另外，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正式批
准公民黨議員郭榮鏗提出，在本月 23 日
的立法會大會上討論引用基本法第七十
三條傳召鄭若驊，討論範圍為「就其處
理梁振英涉嫌觸犯貪污及/或公職人員行
為失當罪的案件，沒有按照律政司的外
判案件政策，尋求獨立外間御用大律師
或資深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並決定不
提出檢控一事及相關事宜，出示所有相
關的文件以作為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