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泛暴派公民黨郭榮鏗「攬炒」立法會內

務委員會，主持16次會議也未能成功選出

內委會主席，令議會工作近乎「停擺」。

有媒體日前指泛暴派在內會會「鬆手」加

快會議進度，料下周五可進入主席選舉議

程，隨即觸動激進泛暴派朱凱廸、公民

黨、泛暴派區議員等反彈，揚言要繼續

「攬炒」。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泛暴派不知所謂，雖

有泛暴派願意「收手」，但始作俑者的公

民黨及朱凱廸等繼續「攬炒」，踩着市民

福祉為自己拉選票，個人政治利益至上，

決不能給他們機會霸佔議會。

激進泛暴派迫同道攬炒到底
朱凱廸楊岳橋死撐不縮沙 多區泛暴區員「聯署」施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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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官突遭臨陣撤換 政法界質疑雙重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雨航、葛婷）區域法院法

官郭偉健上周五處理將軍澳斬人案被告判刑時，
在判詞中批評暴力示威者，並同情被告是修例風
波的犧牲品，其判詞繼而遭到口誅筆伐。近日原
由郭官負責審理的修例風波案件，均遭司法機構
臨陣「換官」。司法機構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
首席區域法院法官留意到，最近社會上對郭偉健
審理的某宗案件判刑理由有爭議，所以現階段作
有關安排。多名政法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過往處理與修例風波有關的案件
時，即使備受社會爭議亦未有「換官」，因此司
法機構必須嚴肅解釋今次安排，否則法庭無法彰
顯公義，甚至會令人質疑有關安排是包庇暴徒。

郭官被指判刑理由有爭議
郭偉健在將軍澳所謂「連儂隧道」斬人案的判
詞中，指出斬人被告一開始就作出深切反省，願
意承擔一切罪責，並在求情信中表明希望「所受
的懲罰能換取傷者一點的釋懷」，認為他在接受
刑罰的艱難時期仍然關心受害人的福祉顯然是表
現出高尚的情操，而這些情操在現今社會的人包
括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及專業人士鮮有出

現。雖然如此，郭偉健亦作出有阻嚇性的判刑，
被告最終被判監45個月。
不過，泛暴派「文宣組」隨即出動，斷章取義

誣指郭偉健讚揚被告「斬人是高尚情操」，無視
郭偉健只是對被告願意承擔罪責行為表示認同，
發起「一人一信」投訴郭的行動，聲稱郭「立場
有違中立」云云。
郭偉健前日原訂處理的士司機曾偉龍（31歲）

涉在去年10月被揭車上載有40枚汽油彈、3瓶汽
油而被控串謀縱火等罪名的案件，但被臨時撤換
法官，改由區院首席法官高勁修處理。昨日再有3
宗原本由郭官處理的修例風波案，分別牽涉去年9
月中牛頭角淘大花園襲擊傷人事件，10月初旺角
「私了」（非法私刑）事件，以及利用Telegram
社交平台公開起底警員身份和資料的事件，3案亦
改由高勁修處理，該3案合共涉及7名被告，全部
獲押後到6月再訊。
對於主審裁判官郭偉健被臨時更換，司法機構

接受媒體查詢時解釋，有關安排是因為社會對郭
審理案件的判刑理由有爭議。

王國興憂變相庇黑暴

對於司法機構的解釋，「23萬監察」發言人王
國興質疑，「過去有不少案件都出現雙重標準，以
縱容包庇『黃絲』及黑衣暴徒處以輕判，甚至有法
官對暴亂及黑暴行為稱為『理念正確』、『維護民
主』，可是亦未有被更換，為何首席區域法院法官
又不會即時更換法官？明顯是雙重標準。」
王國興表示今次事件十分嚴重，為社會公眾帶來錯

誤訊息，以為法庭向黑暴「開綠燈」，認為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及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要立即跟進
事件。他指出，今次法庭決定明顯欠缺透明度，突
然更換法官的行為亦令人感覺處事不公及雙重標準。

黃英豪：郭官判詞無誤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黃英豪認為郭偉健的判詞

並無問題，因為郭在量刑過程中參考了過往案
例，以及考慮了被告自首認罪等因素，並無實質
錯誤，不明白為何法庭要臨時換官，強調司法機
構必需盡快向公眾交代。

容海恩冀安排不涉政治
執業大律師、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則希望臨時換

官的安排不涉任何政治考慮，否則會影響法治精

神。她特別提到
去年 7月一名男
子在示威中以雨
傘戳向警長胸
口，及去年 9月
一名男子在旺角
警署外被發現藏
有汽油彈的案
件，兩宗案件的
被告分別被判罰
款2,000元及進入
更生中心，認為當時審訊有關案件時亦爭議不斷，
但也無臨時換官的安排。她強調，修例風波中屢次
出現襲警等嚴重罪行，法庭有必要公正處理，避免
外界質疑司法不公。

葉俊遠盼司法機構釋慮
民建聯司法及法律事務副發言人、律師葉俊遠

表示，臨時換官的安排並不合適，並為公眾帶來
錯誤訊息，以為法庭不想讓會批評示威者的法官
審理與黑暴相關案件，令法庭無法彰顯公義。司
法機構必須對此作妥善解釋，釋除公眾疑慮。

朱凱廸昨日在facebook撰文，引述
《明報》政情專欄文章《泛民內

會「鬆手」會議加快 「解結」兩派仍
互推波》，稱有泛暴派立法會議員預
料，下周五內會再開會時，完成各項
動議後，就可進入選舉主席議程，該
名泛暴派議員亦建議，李慧琼可以處
理「一般行政事宜」，她只要加長會
議時間至數小時，就可加快會議進
程，盡快完成合併辯論和處理決議
案，就可選主席。
朱凱廸斥責該泛暴派議員，並揚言
泛暴派在立法會議席不過半，只能以
程序握住內委會這一「咽喉」，以阻
止國歌法和二十三條通過，並聲稱要
在9月立法會選舉過半，與中央政府
「攤牌決勝」云云，宣稱要市民支持
泛暴派堅持打「內委會硬仗」。
朱凱廸發佈「攬炒」帖文後，屯

門、荃灣、元朗、葵青、沙田、大
埔、西貢、黃大仙、觀塘、九龍城、
油尖旺、中西區、東區、南區的泛暴

派區議員、社區主任等發佈所謂「聯
署」，聲討提出「退讓」的泛暴派立
法會議員示弱，揚言要「代議士盡快
以行動回應，顯示決心」云云。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昨日亦在記者會

揚言，公民黨沒有任何退讓空間，絕
不退縮，宣稱與其大家捕風捉影，不
如繼續「撐住」內會。民主黨尹兆堅
亦在其facebook貼文稱，不要自亂陣
腳，「真係相信有人想縮？點會
呀。」

張國鈞批政治綁架搞激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批評，近

年「較為理性的反對派」多次被其陣
營的激進派綁架，為求選票愈走愈
激，甚至踩着市民福祉，為自己拉選
票，將個人政治利益凌駕一切，眼看
議會被其「攬炒」，所有民生事務無
法處理，仍然視而不見，以個人政治
私利至上，這樣非真正為市民服務的
人，根本不應再讓他們有機會霸佔議

會。

陸頌雄斥阻礙議會運作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批評，泛

暴派的「攬炒」之禍，大家有目共
睹。他們一方面批評當局不顧民意，
很多利民政策沒有執行，另一方面就
千方百計阻礙議會運作，完全是自相
矛盾。他續指，泛暴派口說為市民，
實際是西方勢力的代言人，按西方勢
力提出的要求辦事，並非從市民福祉
出發。

馬逢國重申已忍無可忍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出版界

議員馬逢國直言，泛暴派所為都是為
配合外國勢力，以及個人自私的政治
目標，眼中根本沒有廣大市民，如今
無論是議會，甚至整個社會，都被泛
暴派搞到「七國咁亂」，到了忍無可
忍階段，強調不能再給泛暴派繼續搞
事的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
「佔中」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
教授戴耀廷近日公然列出「攬炒十步
曲」，矛頭直指中央政府。有政界人士
及立法會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直斥，戴耀廷滿腦子是如何害香港、
拖中央後腿，現又詳列攬炒香港的十步
曲，港人須認清這些人的陰毒想法，不
要被利用「攬炒」香港。
戴耀廷昨日在其facebook帖文，列出
所謂「攬炒十步曲」，目的是迫令特
首辭職、特區政府停擺，令香港社會
陷入停頓，最終要令西方國家對中國
實行政治及經濟制裁。

葉國謙批陷港萬劫不復
對於戴耀廷的狂言，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葉國謙批評，此人心腸極惡毒，提出

的每一步都是將港人推向萬丈深淵，根
本不是為港人福祉，港人已飽受黑暴之
苦，現正努力抗疫，最重要是齊心合
力，共同渡過難關，中央也貫徹執行
「一國兩制」，並非如戴只想繼續破壞
社會，令大家萬劫不復，市民大眾也應
認清這些人的惡毒面目。

吳亮星促大眾認清真相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也批評戴耀
廷行事惡毒，斥其所提及的「攬炒十步

曲」，完全是「害港十步曲」，經過一
整年的黑暴之亂，大家已經清楚明白，
這些人口說天花亂墜，實際就是想摧毀
幾代人建立的成果，更將香港變成西方
勢力干預國家的棋子，沒有半點為港人
設想，大家須認清其真相。

陳振英責漠視港人福祉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指出，戴

所提的一切完全是「政治攬炒」，視
港人福祉不顧之餘，更是想推港人跌
落深淵。若社會長期處於不穩定狀
態，莫說經濟無法發展，甚至出現插
水式的倒退，最終受苦的就是廣大市
民。陳振英認為，目前泛暴派已令立
法會停擺，倘戴再使香港攬炒，實在
難以想像，任何愛香港愛自己家園的
人，均不會令其狂言得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新民黨立
法會議員容海恩去年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上提出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幼稚園、中小學
教科書及教材編制，小組委員會昨日舉行首次
會議，然而街工梁耀忠在主持正、副主席選舉
時不斷拉布，令會議未能完成相關程序。建制
派議員批評泛暴派「攬炒」之風，已擴散到小
組委員會層次。
「研究幼稚園、中小學教科書及教材編製
小組委員會」昨日舉行首次會議，議程只有選
舉正、副主席一項。負責主持選舉的梁耀忠甫
開會便拉布，詢問委員被提名者需否發表政
綱，又質疑委員會名字不適切。新民黨葉劉淑
儀隨即反駁，指相關議題早已在教育事務委員
會討論過。工聯會何啟明也提出，名稱可以在
選主席過後討論，直指梁耀忠無權處理，他只
負責主持選舉。
民建聯張國鈞則質疑梁耀忠主持會議的能

力，「憑你主持嘅經驗我覺得驚驚哋」，要求

梁「主持返主持要做嘅嘢」。梁耀忠即時大
叫，指責張國鈞不尊重他人，不斷向張國鈞叫
罵「你講咩野，你再講一次」，並稱「唔使你
教我點主持」。

梁耀忠庇拉布 阻撓選主席
其後工黨張超雄、公民黨陳淑莊、「人民

力量」陳志全先後接力拉布，梁耀忠則暫停會
議，稱要等待至立法會法律顧問到場。後來待
法律顧問列席並解答陳志全提問後，梁耀忠便
宣佈會議結束。
建制派會後會見傳媒，批評泛暴派議員刻
意拉布。容海恩直斥泛暴派不顧兒童及家長的
福祉，粗暴阻撓小組運作，目的只是不想被外
界知道問題教材的嚴重性。
張國鈞指出，泛暴派再一次虛耗立法會資

源及時間，並已從內務委員會蔓延到工作小
組，呼籲主持梁耀忠回頭是岸，不要再和其他
泛暴派議員「扯貓尾」。

社會各界近日炮轟泛暴派喺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惡意拉布，
搞到多項法案被擱置，一向唔
聽人講嘅泛暴派日前好口響咁
話，會繼續拉布阻止「惡法」

通過，點知轉頭就聽到有人想臨陣「縮沙」，
「議會陣線」議員朱凱廸即刻衝出嚟警告大家
防範內鬼，但民主黨議員尹兆堅就話成件事係
捕風捉影，唔好人講就信，只要用下個腦冷靜
分析就明喎。泛暴網民就搲晒頭，尹兆堅嗰頭
先話人分化泛暴派，轉頭又含沙射影咁鬧朱凱
廸無腦，究竟邊個先係「鬼」呢？
近日各界都鬧爆主持內會嘅公民黨郭榮鏗拖

垮立法工作，泛暴派上星期先開完記者會話點
都會撐郭榮鏗，點知咁快就有消息，話泛暴派
中有內鬼會鬆章，等內會完成選主席程序喎。
尹兆堅就似乎對號入座，噚日喺facebook開post
話，今次件事係反間計，目的係想製造泛暴派
嘅內部矛盾，只要思考縝密就唔會中招喎。

不過你講咩都冇用，泛暴派嘅極端思想已
經形成，所以「傳統泛民」自然就會俾人夾，
民主黨都唔例外。有泛暴網民就諗起「民主
黨，賣香港」嘅口號，「Wing Lau」話：
「貴黨誠信唔破產都所剩無幾，與其話人捕風
捉影、唔信任你哋，不如用多啲實際行動去證
明啦，唔縮咪冇事囉。」「Tsang W. K.
Charles」亦話：「朱凱迪（廸）最先出來警
告某『泛民』唔好縮，佢係圍內人，唔通又捕
風捉影？想當年華叔（司徒華）話五區公投應
該做，結果又咪織（即）縮。『泛民』出左
（咗）幾多個反骨仔，大家有眼睇！」
「Jimmy Lam」就揶揄：「點解唔諗吓自

己俾（畀）唔到信心人就話人唔用腦？唔用腦
就盲目信盲目跟就得啦。睇見呢啲言行真係關
公都臉青。」
咁到底係朱凱廸放風話有內鬼鬼啲，定尹

兆堅話人分化鬼啲？其實都係鬼打鬼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戴耀廷公然羅列「攬炒」十步曲。
戴耀廷fb截圖

鬧「鬼」掀內訌 尹兆堅責「朱隊友」
�&1
��

政界斥戴耀廷列「十步曲」害港 無視學童福祉「拉殘」教材小組

■朱凱廸在fb撰文批評同道「縮沙」。朱凱廸fb截圖
■泛暴派公民黨郭榮鏗「攬炒」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有媒體日前指泛暴派在內會會「鬆手」加快會議進度，隨
即觸動激進泛暴派朱凱廸、公民黨、泛暴派區議員等反彈，揚言要繼續「攬炒」。 資料圖片

■郭偉健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