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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美化九犯

2019年5月9日（星期四）

■ 抗日老戰士要求反對
派議員道歉。
派議員道歉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攝

「佔中」主事者一直叫人
衝，自己鬆，包括「佔中三
&
丑」在內的九人雖法網難
逃，但多名策劃者仍逍遙法
外，更聯同九犯以至其他反
對派中人煽動年輕人繼續「抗爭」。全國
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發帖，點名批評香
港中文大學高級講師蔡子強撰文將陳健民
和黃浩銘等人「英雄化」，是荼毒人家子
女的謬論。
梁振英在 fb 以《蔡子強的假惺惺》為題
發帖，指蔡子強昨日在《明報》發表了近
二千字的文章，題目為《化作春泥更護
花》，文中將「佔中」的黃浩銘和陳健民
等英雄化，更形容其中一人「表現出高貴
的一面，他實在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年輕
人」。他質問道：「既然黃浩銘為了護蔡
子強心中民主的『花』，甘願『化作春
泥』，為什麼蔡子強和他的子女不做『春
泥』，而是做坐享其成的溫室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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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荼毒人家子女

抗日老戰士促道歉
反對派辱輪椅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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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直言：「蔡子強如果有子女，他
可以試圖將自己的子女培養成黃浩銘一樣
的『非常優秀的年輕人』，但請蔡講師和
大學管理層注意：你們學生的家長不會想
自己的子女入獄。港大學生圍堵校委一
案，最後還不是要家長四出奔走百般求情
而免牢獄之災？」
梁振英重提《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今
年 2 月初在該報發表《寄赤柱監獄的回信》
一文中，大讚因參與旺角暴亂而被判刑 7 年
的盧建民是「不畏強權」、「拒絕做隻被圈
養馴化的家豬」的野豬：「英雄化黃浩銘這
種人是徒勞的，大家還記得幾個月前被蘋果
日報英雄化的盧建民嗎？盧建民是誰，大家
還記得嗎？蔡子強作為大學講師，荼毒人家
子女的謬論，不得不駁斥。」
他並質問美化罪犯的蔡子強：「炎炎夏
日，蔡子強可以在未來六個月，關掉家中
的冷氣，仿照獄中的衣食住行，和黃浩銘
獄中獄外同甘共苦，對這位『非常優秀的
年輕人』表示一下嘴巴以外的支持嗎？」
事實上，蔡子強在文章中承認，在「民
陣」4月28日舉行的反逃犯條例修訂的遊行
當日，他不在遊行隊伍當中，而是「站在出發地點銅鑼灣
東角道附近的天橋上，觀察了個多小時，直至見到遊行隊
尾才走」，梁振英揶揄道：「一如『（『佔中』）十死
士』中的絕大多數，蔡子強也是醒目仔，『叫人衝，自己
鬆』。」

反對派，
你們欠婆婆
一句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在各界熱議的「國歌快閃」宣傳片
中，抗日老戰士、行動不便的羅志萍婆婆雖然

坐着輪椅，但聽到國歌時都奮力站立，但反對派立

法會議員就對此百般嘲弄，聲稱她「神打上身」、

「神跡」云云，涼薄言論引起社會公憤。昨日，部分抗
日老戰士更到立法會外請願，批評這些議員侮辱抗日
老戰士，並要求他們道歉。多名建制派議員則到場

青年醒悟 永遠不
「歸隊」

向老戰士致敬，譴責反對派的反智和冷血言
論，要求他們為自己的侮辱行為公開道
歉，否則就應辭職。

公民黨的郭家麒、民主黨的尹兆堅
和工黨的張超雄等人為阻撓《國

歌條例草案》的通過，就針對羅志萍婆
婆在「國歌快閃」宣傳片中的表現百般
嘲弄甚至侮辱。為此，原東江縱隊港九
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一行約 30
人昨日中午到立法會示威區請願，當中
有曾參與抗日的老戰士，也有老戰士的
後人及愛國愛港的市民。被反對派中傷
的羅志萍則因為「激親」病倒，未能出
席。
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
士聯誼會會長林珍說，當日他們製作
「國歌快閃」宣傳片，是希望尊重國
歌、國家和中國人的身份，但反對派議
員不單不尊重國歌，更攻擊抗日老戰
士，「在他們帶頭下，媒體上有很多
『不正常』的語言。」
林珍指，有關人等的言行與立法會議

員的資格不相稱，並要求他們公開向抗
日老戰士道歉，同時強調國家今日站起
來、富起來、強起來並不容易，「不清
楚的人應該去讀歷史、受教育、問經歷
過的長者，不能遺忘這樣的精神。」
92 歲的徐伯伯亦表示，70 年前一眾
戰士是團結抗日，今次則是團結抗
「獨」。他說，東江縱隊當年一直抗戰
到日本投降，當日大家就是唱《義勇
軍進行曲》，即現時的國歌，故他支持
為國歌立法。

郭家麒等人龜縮 未到場道歉
雖然聯誼會前日已通知郭家麒等人有
關行動，但郭家麒等人未有到場道歉，
反而選擇龜縮，只得建制派議員到場為
老戰士打氣。

葛珮帆批嘲笑長者行動不便

■老婆婆強調當日在「國歌快閃」活動上站起來是
出於自發。
資料圖片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表示，自己得知羅
婆婆被激親感到心痛，並批評反對派在
《國歌條例草案》委員會中，一再問無
聊瑣碎的問題，後來更侮辱羅婆婆，並
散播恐慌稱立法後若長者在奏唱國歌時
不站立，會否被拘捕云云。
她強調，大家都知道國歌代表國家尊
嚴，聽國歌時莊嚴肅立是天經地義，但
有些人不當自己中國人，於是亂說話。
她並說，如果當年沒有這些老戰士抗
日，香港不會有這樣的基礎，大家做人
不能忘本，要尊敬這些前輩，對立法會
議員出言侮辱老戰士感到遺憾。
民建聯議員梁志祥讚揚老戰士為香
港、國家作出貢獻，但有些人無視這
些歷史，侮辱老戰士，將長者的行動
不便講成笑料，行為令人痛心，對他
們的言論予以譴責，並要求這些小人
道歉。

陸頌雄：反政府
「反到上腦」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到場向老戰士致
敬，並批評反對派反國家、反政府，
「反到上腦」，作為醫生的郭家麒，更
反到「連自己專業知識都冇埋」，竟發
表這種失德、失行、反智、冷血的言
論，作出別有用心的政治攻擊，行為令
人憤怒，「如果郭家麒等人不承認自己
是中國人，就不應該做立法會議員。」

陳恒鑌：不道歉就應辭職

改新西劃界方案不獲接納原因
方案一：葵青區轉編入新界東
方案二：元朗區轉編入新界東
不接納原因︰令新界東人口偏離法定15%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天琪 攝

新西人口偏離未超過 15%
他續說，2020 年 6 月的預計人口為
756 萬人，除以 35 個議席，得出標準人
口基數為 21.6 萬人，將人口除以有關數
字作分配，並根據法律要求，最終香港
島有 6 席、九龍西有 6 席、九龍東 5
席、新界西9席、新界東9席。
馮驊表示，按照上述計算方法，新界
西的議席數目為 10 席，但由於法律規
定一個區內議席上限為 9 席，在現行安

排下，該區所得數目與預計人口的偏離
百分比為 11.90%，並未超過法例規定
的15%的幅度。
他續說，公眾普遍期望劃界盡量維
持不變，亦考慮現有劃界已由第一屆
立法會選舉沿用至今，所以建議新界
西的議席數目和劃界維持不變。
選管會考慮過將新界西其中一個地
方行政區轉編入其他地方選區的 7 個方

方案三：離島區轉編入新界東
不接納原因︰新界東將幅員太闊，且會令大嶼山分屬兩個地
方選區
方案四：荃灣區轉編入新界東
不接納原因︰方案令大嶼山分屬兩個地方選區
方案五：葵青區轉編入九龍西
方案六：葵青區轉編入香港島

■改變新
西劃界方
案不獲接
納。

方案七：離島區轉編入香港島：大嶼山東北部屬新界西，其
餘部分屬香港島
不接納原因︰不符合盡量把香港島、九龍及新界分開處理的
法定準則，且會令大嶼山分屬兩個地方選區
資料來源︰選管會

案，包括將葵青、元朗或離島等納入
其他選區，但均因人口偏離 15%，或
不符合選管會盡量把香港島、九龍及
新界西分開處理的劃界工作原則而未
被採納（見表）。

是否設新北選區 交政府考慮
有關坊間討論的增設新界北選區以
解決新界西議席較少的問題，馮驊強

針對蔡子強在文章稱，在當日遊行後，「很多人說，
『民主派』的支持者歸隊了，但年輕人幾時才會歸隊？
這將是一大難題」，梁振英點出：「年輕人為什麼不會
歸隊？因為他們醒悟了，知道當年跟『公民提名 必
不可少』的口號走上街頭，是受騙了，他們知道基本法
規定的普選提名是『提名委員會提名』，不是『公民提
名』；知道因為『佔中三子』的誤判，香港平白失去普
選的機會；知道『違法達義』的虛妄。『佔中三子』不
向年輕人在這些問題上交代悔改，年輕人永遠不會『歸
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鴿廷水貨區打卡
市民批做騷搲票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表示，老戰士當年
不顧性命，就是為了保護民族尊嚴，但
現時反對派卻侮辱老戰士的尊嚴，故對
反對派言論更為氣憤。他質疑，有關人
等當日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是「發假誓」，認為有關議員
若不道歉就應該辭職。

選管會倡選區分界議席分配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天琪）新界
西人口近年不斷增加，不少人都關注
會不會影響來年立法會選舉的議席分
佈。選舉管理委員會昨日公佈 2020 年
立法會換屆選舉地方分界及名稱的臨
時建議，各地方選區分界和議席分配
保持不變。
■選管會記者會。
選管會主席馮驊解釋，新界西的人
口偏離未超過法定的 15%，有關建議
完全符合法例要求，並宣佈從即日起
至 6 月 6 日將展開為期 30 日的公眾諮
詢，並會將有關意見轉交予政府考
慮。
馮驊在記者會上介紹了相關的法定條
文和準則。根據《立法會條例》規定，
地方選區議員數目為 35 名，每個地方
選區須選出的議員人數不得少於 5 名，
亦不得多於9名。

家長不會想子女入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天琪
調，選管會無權制訂立法會議席數
目、選區數及選區議席數目的上、下
限，作為非政治組織，選管會亦不會
參與有關的討論，但會將有關意見轉
交政府考慮。
「我哋只可以計條數畀你睇。」他強
調選管會是按照客觀方法進行劃界和分
配議席，且建議完全符合法律規定，並
無任何政治考慮。

■臨時演員都要交吓戲，林卓廷近日「巡視」上水水貨
客黑點。
fb圖片
水貨客問題困擾上水多時，民主黨新界
東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在區議會選舉時，就
是打「解決水貨客問題」而當選石湖墟
區議員的。不過，講就天下無敵，做就有
心冇力。接近 4 年任期以來，林卓廷在這
方面可謂一事無成。不過，區議會選舉近了，臨時演員
都要交吓戲，故他近日就「巡視」上水的水貨客黑點，
話已要求警方加強執法。不過，很多當區居民都看穿他
的宣傳伎倆，紛紛開罵。
林卓廷近日在fb發帖，稱「有見水貨客阻塞道路及亂
拋垃圾的行為日趨嚴重」，他的辦事處「近期多次去信
政府要求打擊」，他更約見了北區食環署總監及警方代
表，視察上水站 C 出口以「了解最新狀況」，並獲警方
表示會加強與食環合作，繼續不定時巡查及檢控；食環
則表示會加強清潔，並增派便衣人員加強執法，等等。
帖子附上的照片中當然看到他的「靚仔樣」。
不過，當區居民都看穿了這場戲。「Sammy Lau」
說：「選舉近了。」「Hing Choy Man」亦道：「攞選
票就出來做嘢啫！」「Morling Chan」也道：「點日趨
呀，不嬲都嚴重啦，就選舉先嚟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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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住做馬騮戲 唔理上水居民
「Foon Cheuk」爆粗狠批：「淪陷為水貨散貨場好
耐啦，你呢班所謂區議員立法會議員，不論邊個黨派究
竟做過乜？懶理上水市民每日受罪×那星要選之前就走
唻（嚟）影兩張相交下差，食屎啦！」
「Tszchiu Law」就「建議」：「講就凶（兇）狠造就
碌 × 。 你 係 咁 有 心 就 日 日 就 企 喺 度 ！ 」 「Kimiko
Chase」也道：「日日做埋啲馬騮戲佢哋唔辛苦㗎咩？！
呢期咁多時間做馬騮戲不如真真正正去了解下我哋上水
嘅居民真正嘅需要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