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泛暴派區議

員對暴徒破壞

公共設施視而

不見，卻對公

共部門防範黑暴的措施諸多批評。近日，全港多區

的行人天橋被裝上鐵網，防止有人向地面投擲物

品，泛暴派區議員就聲稱路政署未有按照既定程序

就工程諮詢地區意見，將天橋變成「鐵籠橋」，更

要求政府立即煞停相關工程，並拆除所有行人天橋

的鐵絲圍網云云。多位政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狠批泛暴派非但拒絕譴責黑衣魔，更將

責任推到政府身上，並質問如果發生不幸事故，泛

暴派議員會否站出來承擔責任。

泛暴要拆護網 縱魔佔橋擲物
做區員懶理市民安全 竟促煞停工程助長歪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有部分市民認
為票投泛暴派可以帶來「改變」，但其實這些「改
變」都未必是市民樂見的。葵青區議會特別會議原
訂於昨日上午10時開始，惟一眾泛暴派區議員竟
集體遲到，毫不重視議會工作，白白浪費區議員處
理地區等工作事務的時間，部分人甚至到中午過後
才現身，真是「好大的官威」。該區民建聯議員郭
芙蓉對泛暴派的遲到行為坦言「不驚訝」，從泛暴
派早前在區議會內唱「獨」歌，就能看到他們行為
無譜。

梁耀忠遲逾兩句鐘
葵青區議會特別會議原定於昨日上午10時開
始，但當5名建制派區議員準時到達區議會準備開
會時，泛暴派區議員竟全數不見蹤影，直到十幾分
鐘後才陸續出現。其中，民主黨尹兆堅更在下午
12時半後才見蹤影，街工梁耀忠甚至接近下午1時
才現身，足足遲到了兩個多小時，身體很誠實地宣
示了他們漠視民生的態度。
民建聯葵青區議員郭芙蓉指，昨日泛暴派集體遲到

消息一出，即有街坊致電她詢問詳情，可見居民都有
留意區議會事務及監察區議員。不過，她對泛暴派的遲
到行為並不感驚訝，因為她本來就沒有抱多大的期望，
畢竟連尹兆堅都遲到，甚至只是出席一下露個面。

郭芙蓉寸「小學雞議政」
她表示，葵青區議會至今都沒有討論民生事

項，而從泛暴派早前在區議會內唱「獨」歌，就能
看到他們的「小學雞議政」行為。
有網民就留言指泛暴派不做事是預料之中。

「To MoonTwo」說：「葵青是黃爆區議會，未
來4年無人做區議（會）事（務）是預料之中。」
「Angel Cheng」就覺得區議員遲到是不可接受
的事情，「打工仔返工遲到早退無故缺席都會被警

告同抄（炒）魷，點解唔可以套用在議員身上？佢
哋份糧係納稅人的錢，唔返工都照收四年錢……
政府真係要諗吓計，唔得咁便宜㗎，我返足工都無
佢哋搵咁多，重（仲）要交稅養呢班廢渣昆蟲，唔
係吓化！？」
「Tommy Feng」就揶揄泛暴派搞壞香港只是

「履行競選承諾」，「喂！你唔好屈啲『黃絲』暴
徒喎，競選嘅時候講明係要整死香港，而（）家
咪遵守競選承諾囉，為市民服務？你傻咗呀！每月
人工兼實報實銷有幾皮嘢，仲得閑（閒）睬你孭
（咩）。」

葵青泛暴區員開會集體遲大到
香港文匯報訊 泛暴派不斷挑動社會矛

盾，在葵青區議會昨日舉行的特別會議
上，泛暴派議員動議由區議會設立所謂
「社區連儂牆」，讓市民「有渠道發表意
見」，希望「減少衝突」云云。在議會被
泛暴派把持的情況下，議案在3票棄權票
下獲通過。
葵青區議會昨日舉行特別會議。街工議

員梁靜珊、梁志成動議由區議會設立「社
區連儂牆」，讓市民可以「安全地表達不
同意見」。
針對「連儂牆」引發不少衝突，泛暴派

的張文龍聲言：「我認為官方權力及警察
執法偏差，才會令設立連儂牆的市民受傷
或被捕。」民主黨的尹兆堅亦稱：「社會
應該有多元聲音，政府偏向某一方才會引
起衝突。」
民建聯的郭芙蓉個人同意增設更多渠道

收集市民意見，但過去香港發生過種種暴
力，擔心設立所謂「社區連儂牆」後，不
但未能阻止社區撕裂，更擔心有人在「連
儂牆」貼上色情、暴力、「港獨」等內容
的文宣。
盧婉婷亦同意更新過時的收集市民渠

道，但對所謂「社區連儂牆」的實際規管
有疑問，「會唔會分左右兩邊？幾時清
理？由民政處定係區議會牽頭？如果設立
後仍有市民衝突，應該怎樣解決？」
最後，梁嘉銘、盧婉婷、郭芙蓉投下棄

權票，但在議會被泛暴派把持下，動議獲
得通過。其後，梁嘉銘及盧婉婷提出「政
府增設聯合特遣隊清理不法標語，亦應增
加收集市民意見渠道」的臨時動議，但泛
暴派聯手投票，拒絕討論有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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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泛暴派為打救「黃色
經濟圈」，在全港多區搞年宵市場「和你宵」，香港
文匯報日前獨家揭發部分場地無申請臨時公眾娛樂場
所牌照，即使有申請的也存在不少走火、阻街等安全
隱患，其中在紅磡碼頭旁空地舉行的「和你宵」，昨
日正式被政府拒絕批出牌照，但搞手公然違反法例，
擬以擺街站的方式如期舉辦活動，視法律如無物，也
罔顧參與者的安全。
香港文匯報早揭發，在紅磡碼頭旁空地舉行的「和

你宵」會造成交通擠塞及阻街等問題，由泛暴派議員
鄺葆賢等主導的「小黃紙」fb昨日公佈，在與民政
署、運輸署、食環署及相關部門講解「和你宵」活動
詳情後，最終不獲批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
儘管有關活動不獲牌照是預料之內，但該地區組織

諉過於政府，聲稱申請「無理」被拒絕云云。儘管政
府已拒絕申請，但該組織表示如期在明天及後天於紅
磡碼頭對出空地設置賀年街站，派發賀年揮春及有小
遊戲，涉公然違法。

在修例風波期間，黑衣魔經常佔據天橋，罔顧人命安全高空
投擲雜物甚至汽油彈，特別是在佔據中文大學「二號橋」

及理工大學校園外、橫跨紅磡的天橋期間，黑衣魔瘋狂擲彈破壞
公共設施，嚴重威脅市民以及執法警員的安全。為此，特區政府
近日陸續在多區天橋安裝鐵絲網。
不過，泛暴派區議員未有譴責黑衣魔高空擲物之舉，反而指

稱政府有關部門「不當」。十名荃灣泛暴派區議員前日到正加裝
鐵絲網罩的荃景圍天橋，指稱路政署「未有按照既定程序」就此
諮詢地區意見，又聲言有關工程「罔顧市民精神健康」，要求政
府立即停止有關工程，及拆除所有行人天橋的鐵絲圍網。

柯創盛：泛暴派本末倒置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觀塘區議員柯創盛批評泛暴派不應故意
本末倒置，針對政府所做的相關工程，並希望泛暴派中人能「分
清主次」，明白是因為有黑衣魔利用天橋的空隙去施襲，政府才
需要進行有關預防措施，又質問泛暴派倘政府無採取任何措施，
日後一旦發生意外，他們是否又會反罵政府不作為。

郭芙蓉：若無掟物何須加網
民建聯葵青區議員郭芙蓉表示，倘沒有之前的多宗天橋高空

襲擊事件，政府就不需要去為天橋加裝鐵網。她坦言，目前仍然
有很多民生措施要做，認為政府可以將加裝鐵網的公帑用作支援
基層市民，但前提是泛暴派區議員要譴責黑衣魔的暴力行為，才
能令有關歪風有所收斂。

劉天正拍片 狠批泛暴「兩把尺」
除天橋被暴徒利用的問題外，過去7個多月接連有黑衣魔破壞交

通燈，但泛暴派拒絕譴責黑衣魔，反而自製非法「路牌」去「疏導
交通」。民建聯「議會監察」成員劉天正日前指出有關行為違法
後，泛暴派心生不滿，其中泛暴派中西區議員葉錦龍說劉天正此舉
令街坊要「自行收走路牌」，將責任推卸在街坊身上；另一泛暴派
區議員黃永志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聲稱劉天正「通知政府部門移除
有關路牌」云云。
對兩種截然不同的泛暴說法，劉天正日前拍片指出有關言論
虛偽和自打嘴巴，並形容泛暴派一向都習慣「講大話」和「兩把
尺」。
他強調，由去年6月至今，由黑衣魔所破壞的交通燈有740組，
涉及的維修金額高達4,000萬元，質疑泛暴派不去譴責暴徒，又如
何維護交通安全，批評他們現時的行為是偽君子，在做政治騷來賺
取政治本錢，希望市民能自行判斷。

紅磡「和你宵」無牌照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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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魔經常佔據天橋，罔顧人命安全高空投擲雜物甚至汽油彈。政府近日陸續在多區天橋安裝
鐵絲網，泛暴派區議員卻要求政府立即煞停相關工程。圖為深水埗暴徒從天橋投擲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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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議會一眾泛暴派區議員竟集體遲到，毫不
重視議會工作。 「泛民可恥行為事件簿」fb圖片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到立法會出席
行政長官答問會，縱暴派政棍借所
謂「警暴」等議題向林鄭月娥發
難，極盡搗亂騷擾之能事。這些政
棍騎劫議會，罔顧經濟民生苦況，
瘋狂利用議會平台抹黑警隊、攻擊
特首，繼續以政治凌駕民生，撕裂
社會，破壞行政立法關係。他們的
惡劣行徑已經令市民忍無可忍。

修例風波的惡劣負面效應陸續浮
現，本港經濟受創深重，短期前景
不容樂觀，農曆新年過後，更可能
出現中小企結業潮，基層市民生活
恐百上加斤。造成今日令人憂心、
痛心的局面，煽暴縱暴派政棍鼓
吹、煽動暴力實在難辭其咎。在經
濟不景、百業蕭條的形勢下，政
府、立法會及社會各界的當務之急
是放下政爭，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讓香港盡快渡過難關，
減輕基層市民的負擔和痛苦。特區
政府動用百億推出10 項紓困措施，
着力幫助基層，解決基層市民的生
活困難，讓基層勞工有更好保障，
體現急民所急。立法會議員作為民
意代表，更應以民生為重，與政府
合作為民紓困。

但是，煽暴縱暴派政棍糾纏政爭，
完全不關心如何更有效迅速恢復經
濟、改善民生，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利
用答問大會指責林鄭月娥，以激進粗
暴言行抹黑警隊，大演醜劣政治騷，
討好激進支持者，以撈取更大政治利

益。在這些政棍攪局下，答問大會討
論失焦，政府不能就重振經濟、利民
紓困吸納有建設性的意見，再次顯示
煽暴縱暴派政棍事事政治先行，在市
民水深火熱之際，仍無視民間疾苦，
枉為民意代表。討論多時的延長產假
條例草案，因為煽暴派政棍種種阻撓
而遲遲無法通過，更因為反對派刻意
流會，令條例草案流產的風險越來越
大。煽暴縱暴派政棍為政治犧牲民
生，把議會當作政爭工具，莫此為
甚。

昨日是修例風波後，林鄭月娥首
次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顯示特首
主動釋出善意，從改善行政立法關
係着手，修補社會撕裂，推動香港
重新出發。令人遺憾的是，昨日答
問大會，煽暴縱暴派政棍用盡尖酸
刻薄的語言辱罵林鄭月娥，毫無從
政者的起碼禮貌和風度，更把行政
長官答問會變成「公審會」。煽暴
縱暴派政棍破壞行政立法關係，停
擺政府，空轉社會，攬炒市民，包
括瘋狂拉布導致本年度的立法會內
會 4 個月共 12 次會議仍未選出正副
主席，令內會運作陷入癱瘓，可以
說，煽暴縱暴政棍狙擊政府、癱瘓
施政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廣
大市民須看清這些政棍亂港的真面
目，在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用手中
的神聖一票，將他們踢出立法會，
扭轉香港社會空轉沉淪、市民遭殃
的局面。

縱暴派政治凌駕民生 破壞行政立法關係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新春酒會的致辭，以真誠真情感
召港人珍惜香港這個家。他從三方面闡述珍惜香港這
個家的內涵，第一條就是「發揮好『一國兩制』的最
大優勢」。回歸22年來的一個個實踐都不斷證明，堅
持好「一國兩制」，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關鍵保障，
才能把「一國兩制」的優勢轉化為推動香港持續向前的
動力。「一國兩制」絕對不是權宜之計，必須堅定不
移、全面準確落實到位，即使政治光譜不同、政治理念
有異，也應在「認同一國、珍惜兩制」共識的基礎上，
有商有量，拒絕「港獨」與政爭撕裂。建立這個共識，
踐行這個共識，是香港福祉所繫、希望所在。

「一國兩制」堅持得好，香港就能贏得發展機遇、
獲得成長空間；「一國兩制」堅持得不好，香港就會
紛爭不止、亂象不斷，最終危害的是絕大多數香港同
胞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長遠利益。這是對香港回
歸22年實踐經驗的高度概況、精準總結。

回歸以來，香港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沙士疫症、
環球金融海嘯等挑戰，經濟民生曾遭受猛烈衝擊。危
機關頭，中央和祖國內地一次次及時伸出援手，推出
CEPA、個人遊等系列挺港措施，協助香港迅速走出
困局，保持了繁榮穩定；另一方面，香港積極扮演好
內地聯繫國際的雙向橋樑角色，助力人民幣國際化、
內地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鞏固了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
和現代化建設中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時間和實踐不
斷證明，國家是香港之根本，也是香港之依仗。

但也要看到，「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
樂業的家園！」非法「佔中」、旺角暴亂等社會動
亂，不斷傷害香港這個家園。曠日持久的修例風
波，在內外勢力互相勾結、煽動和推波助瀾下，黑色
暴力令法治安寧蕩然無存，衝擊「一國兩制」底線，
破壞兩地和諧，本港「一國兩制」實踐面臨前所未見

的嚴峻局面，更導致本港經濟衰退、民生凋零，港人
深受其害、苦不堪言。時間和實踐不斷證明，挑戰
「一國兩制」，帶給香港的只會是慘痛噩夢。

「一國兩制」順利解決了香港回歸的問題，最大
程度地保留香港的特色和優勢，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十九屆四中全會將「一國兩制」作為國家治理必
須長期堅持的十三條顯著優勢之一，充分體現了中央
對實施「一國兩制」的信心和決心堅定不移。香港落
實「一國兩制」不是權宜之計，任何時候、任何情況
下，一方面必須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兩制」正確方
向，堅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憲制秩序；另一方面，
香港實行不同於內地的制度，社會多元開放，基本法
保障港人享有高度的結社、言論、集會、遊行等自
由，尊重不同的政治取態。正因為如此，香港不管什
麼樣政治光譜的人，都應形成「認同一國、珍惜兩
制」的共識，這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前提，也是港人
的福祉所繫。駱惠寧主任的這番講話，充分顯示中央
理解並且尊重香港的政治現實。

認同「一國」、珍惜「兩制」，是一個完整統一的整
體，不可偏廢。港人只有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
制」之利，才能發揮好「一國兩制」的最大優勢；相
反，如果以「兩制」挑戰「一國」，在香港明目張膽鼓
吹、煽動「港獨」，與國家離心離德，跑到海外告洋
狀，乞憐外國插手香港事務、干預中國內政，這是濫用
「一國兩制」賦予的政治權利去破壞「一國兩制」，絕
對不能容忍。

無論風雲如何變幻，只要廣大市民始終堅定「一國
兩制」制度自信，發自內心擁護及認同「一國兩
制」，堅持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
利益統一起來，就完全可以對香港重回正軌、早日復
元充滿信心。

建立並且踐行「認同一國珍惜兩制」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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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講話系列社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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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