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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作為一個工會，50年來在提供
會員福利及維護教師權益上，做了大
量工作，成為了今天全港最大的單一
行業工會，教協參與社會事務可以理
解，但從其近年表現所見，教協犯了
兩大錯誤：

第一，是過度政治化。由非法「佔中」
到反修例黑暴，教協三番四次以政治原
因發動罷課，雖然均因乏人響應而失敗
告終，但這反映教協純粹出於政治訴求
而非教育訴求的政治行動，不得民心，
亦不符合教育界利益。

此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去年8月通
過現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
年，直至下屆立法會任期開始為止。
當時教協理事會認為，代表業界的議
員葉建源應該留任，並向會員進行了
一連串的游說工作，最後獲過半數受
訪會員支持，並由理事會通過。

然而，在攬炒派的政治要挾下，葉建
源還是放棄了作為立法會教育界代表的
責任，跟隨「攬炒」大隊「鬧辭」，成
為政治凌駕了專業的又一明證。

猶記得特首林鄭月娥上任之初，強調
「社會大和解」，曾向教協釋出善意，
出席了教協的45周年酒會，並擔任主
禮嘉賓，是回歸以來首次有特首出席教
協的周年酒會，此舉被外界視為「大和
解行前一步」。

林鄭月娥更在其後的施政報告中，

接納不少教協的建議。
這些努力為社會增添祥
和，也為教育發展帶來
好處。可惜，教協最終
還是因為政治原因而與
政府對抗，辜負了林鄭
月娥的苦心和社會的期望，也損害了
業界的利益。

第二，教協過度激進。教協千辛萬
苦將會內的激進勢力清除，但一轉頭
又全情投入激進攬炒派的懷抱。在
「反國教」事件中，教協的黃克廉、
韓連山發起絕食，公然撐鼓吹「港
獨」思潮的學生組織。雖然在歷次社
會事件中，教協沒有站到最前，但實
際上卻為激進勢力、「港獨」主張、
分離主義鳴鑼開道、吶喊助威。

作為工會，教協維護教師合理權益
是應有之義，但教協屢次包庇失德教
師，護短不護理，並助長「播獨」，
甚至在隱瞞「播獨」教案的情況下進
行民調，發起眾籌，挑動會員對抗政
府，違反教師工會的本職，更嚴重影
響了教育界的專業形象和大眾對教師
的觀感。

從政者及公職人員要有國家認同是
必然要求。教協若不糾正錯誤，改轅
易轍，走向國家認同，而是繼續在反
中抗中的歪路上越走越遠、越陷越
深，將不會有好結果。

黎智英是「12逃犯」案的罪魁禍首
「12逃犯」事件經過《蘋果日報》的炒作，曾經鬧得沸

沸揚揚。日前，黎智英在赤柱收押期間再被警方拘捕，涉

嫌與協助「12逃犯」的李宇軒潛逃有關。原來，「肥佬

黎」才是「12逃犯」事件的「幕後大佬」，《蘋果日報》

大肆炒作，將事件政治化，抹黑本港和內地執法部門「勾

結陷害」香港年輕人，不過為繼續煽動不明真相的港人仇

恨敵視特區和內地政府，「肥佬黎」和《蘋果日報》並非

為了救人，而是繼續誤導、荼毒港人尤其是年輕人。

陸頌雄 立法會議員

《蘋果日報》曾經連篇累牘，煞有介事報道
「12逃犯」案，誣衊警方和飛行服務隊「設
局將12港人送到中國海警手上」，形容事件
是「中港勾結、出賣港人」。《蘋果日報》編
造散播謠言謊言，正是其慣用的下三流手段，
無非為炮製特區政府和兩地執法部門「胡亂捉
人、侵犯人權」的假象，以此欺騙市民、挑起
港人的仇恨情緒。

散播謠言謊言 不斷煽仇煽暴
《蘋果日報》更將「12逃犯」事件推上國

際層面，當時的特朗普政府利用事件，不斷在
社交媒體和公開場合批評中國政府剝奪港人權

利，在國際上抹黑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向特
區政府和內地執法部門施壓，以令內地執法部
門盡快放人，更是食盡「12逃犯」的「人血
饅頭」，為特朗普撈取政治利益。

根據媒體報道，「12逃犯」案在審訊期間
爆出有「上線」提供資金、安排及指揮偷
渡，香港警方追查「上線」和「保護傘」，
層層追擊逐漸剝開「上線」面紗，分別在去
年10月和今年1月拘捕20人。警方循此再
深入追查幕後「大鱷」，發現其中一名被捕
的律師助理雖名不見經傳，但在案中角色非
常重要，是助逃小隊中的靈魂人物，結果挖
出黎智英及其助手Mark Simon，而Mark Si-

mon更涉嫌替攬炒團夥處理逾千萬資金。原
來，黎智英正是造成「12逃犯」案的幕後黑
手。有網民揶揄，黎智英今次被捕，好大機
會被自己人「篤灰」。攬炒派口口聲聲講
「不割席、不篤灰」，其實只是口號而已，
實際上攬炒派為求自保，「篤灰」和「割
席」根本是家常便飯。

12「手足」上了黎智英的「賊船」
黎智英策劃、資助潛逃的違法行為，為攬炒

派違法暴力、挑戰「一國兩制」鋪定後路，充
當反中亂港分子的保護傘，《蘋果日報》不斷
炒作事件，為12「手足」喊冤， 但實際上，

12「手足」上的是「賊船」，正是黎智英一手
把他們推向深淵。

如今真相大白，讓包括12「手足」和全港
市民看清，黎智英等幕後黑手多麼醜惡冷血，
他們煽動年輕人仇視國家和政府，把年輕人當
作衝擊「一國兩制」的棋子，然後又欺騙愚弄
市民，唯恐香港不亂。因為，香港越亂，黎智
英和攬炒派越能渾水摸魚，撈取更大的政經利
益。

因此，大家要看清，誰才是「12逃犯」事
件的最大責任者，是誰讓12位青年，無法回
家過年？不是中央和特區政府，也不是香港和
內地執法人員，而是黎智英及其黑暴黨羽！

新任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一上任即
叫囂修訂香港國安法，聲稱國安法實施
後會削弱言論自由，形容國安法「將和

平對政府表達不滿的行為刑事化」。夏博義的謬論一
出，《人民日報》就發文抨擊夏博義狂妄、「喪失法
律人基本的專業和理性」。及後，夏博義的「黑歷
史」愈揭愈多。

《牛津郵報》在1月6日曝光，夏博義在2018年5
月代表英國自由民主黨出任牛津市議員，是該黨牛津
市聖瑪格麗特（St Margaret）選區議員，1月4日才
辭任牛津市議員一職，即夏博義在報名參選香港大律
師公會主席時仍是英國政客。

夏博義是英國自由民主黨政客，自由民主黨是英
國國會第三大政黨。近年來，自由民主黨多次明目
張膽支持香港黑暴，例如國會議員Alistair Carmi-
chael在去年6月30日，聲稱香港國安法衝擊「一國
兩制」的框架，破壞香港，而英國政府要馬上為香
港人提供居英權。Alistair Carmichael在國會提出一
個有關香港的議案，聲稱BNO的資格應該擴展至所
有香港人。此外，Alistair Carmichael正是「跨黨派
國會香港小組」主席之一。夏博義根本與這些英國
政客同坐一條船，凡事以英國的政治立場先行、以
英國利益為重。夏博義隱瞞政治背景，背後更藏
不可告人的原因。

夏博義代表英國自由民主黨出任牛津市議員的背
景曝光後，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即在社交網站發
文，形容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位高權重，竟是由英
國市議員「兼任」，質問：「香港到底是誰家天
下？夏博義心向何方？」形容這是「滑天下之大

稽，荒天下之大謬」，認為夏博義應辭去大律師公
會主席一職。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亦表示：「這
重要目標（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在今天極度敏感
的政治環境下，絕不適宜由一位有政治背景的人出
任大律師公會主席，更何況身為主席他可出任，亦
肯定透過其主席身份可影響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
薦法官的委任。」 他又認為，隱瞞了政治背景並非
一位正直穩重候選人應有的所為，希望夏博義盡早
退下，還業界一個公道。

夏博義發表反對國安法的言論之時，並非以個人名
義，而是用大律師公會主席身份，尤其是當夏博義的
言論在社會上產生負面影響之時，大律師公會須負上
不可開脫的責任。公會若要與之割席，須撤除其主席
職務。

夏博義發表狂妄無知、不尊重香港憲制秩序的謬論
後，大律師公會曾發聲明，一方面指有關言論是夏博
義的個人意見；另一方面重申該會不是政治組織，而
是法律專業團體。既然大律師公會表明自己不是政治
組織，而是法律專業團體，而夏博義以政治凌駕法
治，已成大律師公會的負資產，大律師公會應該與他
徹底劃清界線，不能讓公會主席這麼重要的位置被外
國政客佔據。

本港政界人士指出，大律師公會主席由公會成員選
出，主席言論便代表公會的政治傾向，若公會不認同
有關言論，就應將之罷免；且夏博義身為英國自由民
主黨成員，又發表抹黑國安法的言論，公會應該與他
徹底劃清界線，公會必須珍惜公正、理性、獨立的專
業形象。

大律師公會應與夏博義徹底割席
楊華勇 湖北省政協常委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教
協
須
改
轅
易
轍
走
向
國
家
認
同

黃均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教聯會會長

較早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立法
會答問大會提出五大立法建議，包括
落實區議員宣誓；引入非本地培訓醫
生；制訂劏房租務機制；加強舊式樓
宇消防安全、賦權消防處進行消防改
善工程；以及立法打擊虛假信息、侵
犯個人私隱等「起底」行為。

這五項立法涉及政治、民生、醫療、
社會不同層面，關係香港的穩定和利
益，換了是以往的立法會，恐怕特首還
未說出來，已經被攬炒派一連串的搗
亂、做騷所干擾，答問會又會在吵吵鬧
鬧之中結束，怎可能讓特首在安靜的環
境下介紹立法和施政？看來，沒有攬炒
派的立法會，比以往更能做事，更有效
率，更有利香港利益。

立法會答問會在平和、安靜、認真的
氣氛中進行。沒有了攬炒派的立法會，
是否變成「一言堂」？完全不是，議員
的問題依然尖銳，由抗疫到保經濟民
生，對於政府表現既有建議也有批評，
而特首亦詳細回應議員的提問，並且表
明即將進行多項重要立法。

攬炒派一直說，自己強項是監察施
政，但他們在立法會上的表演，做騷
多於做事，從來沒有提出有建設性的
建議，只是一味鬥搗亂、鬥激進、令
答問會每次都在混亂中匆匆結束，根
本發揮不到質詢的作用，這樣不是問
政，而是怠政。

攬炒派以政治鬧劇代替認真問政，
導致立法會議政質素不斷下跌，立法
會變成不少市民眼中的「垃圾會」，
攬炒派是罪魁禍首。

現在立法會沒有了攬炒派，立時有
了新氣象，不但議會能夠聚焦具體的
法案工作，聚焦政策諮詢，議會上的
小丑鬧劇完全絕跡，積壓多時的法

案、撥款終於可以及時處理，一些沒
有爭議的工程撥款在沒有攬炒派盲反
之下能夠加快通過。

沒有了攬炒派，議員的問政依然有
力，尤其是對政府的抗疫工作，充分
發揮了立法會既配合又監督的職能，
近期政府抗疫力度不斷加大，逐步發
揮成效，與立法會議員的建言獻策有
直接作用。

攬炒派「鬧辭」、自我放逐，卻不改
為反而反本性，在抗疫保民生問題一味
批評，什麼都看不順眼，什麼都認為無
用，當被問到攬炒派有何「高見」時，
他們竟然還在高喊「封關」，說明攬炒
派在問政議政上無心更無力。

攬炒派「鬧辭」之時，坊間還有意
見擔心沒有攬炒派的立法會可能會失
去監察功能、失去認受性。經過這幾
個月的運作，反映一個事實，就是沒
有了攬炒派，對於立法會不單只沒有
任何負面影響，反而更強化了議事效
率，讓議會更加集中討論正事，將議
會時間都放在問政，而不是拉布、搗
亂、衝擊、做騷。立法會及香港可以
追回失去的時間，推動議會撥亂反
正，真正履行立法會的職責。

沒有了攬炒派的攪局，再加上攬炒
派政治能量已經江河日下，現時正是
着手處理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時候，政
府提出的五項立法建議，不但有利民
生和基層，更有助香港在政治上正本
清源，理當加緊推動。同時議事規則
的修改，議會秩序的重整，也是當前
急務。

特區政府及立法會要把握這段「黃
金時間」，一鼓作氣，解決各項深層
次矛盾，讓市民充分認識到，由「愛
國者治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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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全人類在閉關封
城中度過蕭條哀傷的2020年，新年新希
望，踏入2021年，疫苗為徹底控制CO-

VID-19疫情帶來了曙光，歡欣之餘，亦有憂慮，因為
疫苗產能遠遠跟不上需求，尤其是經濟落後的第三世
界國家，因科研技術能力有限，只能依賴別國的支
援。如今多款疫苗已宣告成功，但英美疫苗基本已被
西方國家訂購一空、供不應求，疫情嚴重的第三世界
國家望穿秋水也難以獲得，全球疫苗分配亦出現了
「貧富不均」現象，實令人慨嘆。

中國一向致力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認為
國際社會在疫苗問題上應當團結一致、互相幫助，對
貧窮國家疫苗需求視而不見，都是對生命的漠視。為
此中國就明確表示會優先將疫苗提供給發展中國家，
中國兩大疫苗研發藥廠──國藥集團與北京科興藥
廠，都宣布2021年中將可各自量產10億劑疫苗，由
於擁有強大疫苗生產製造能力，中國有能力實踐諾
言，為有需要國家提供疫苗，令中國疫苗成為發展中
國家的希望。

如今諸多亞洲以及中東國家都大規模
接種了中國疫苗，其安全性及有效性都
得到了保障，不少拉美國家對中國疫苗
信任度也在持續增加，由於中國疫苗不
需要超低溫儲存，令冷凍設備不足的國
家都可受惠，廣受世界各國歡迎，多國
元首親赴機場迎接疫苗、政要帶頭接
種，外交部王毅部長日前出訪東南亞各
國，宣布免費提供緬甸30萬劑、菲律
賓50萬劑疫苗，很多國家感激中國的
患難相助，稱中國疫苗是全球同心抗疫
的「及時雨」，影響力無遠弗屆，中國
疫苗令大家團結起來，增強了合力對抗
世紀傳染病的堅強信心，中國「疫苗外
交」非常成功，各有關部門積極推動新

冠疫苗造福世界人民，值得稱讚。
雖然疫苗令攻克COVID-19疫情勝利在望，但對於一

些窮困國家依然不容樂觀，由於缺乏必要的醫療資
源，而且經濟方面也十分脆弱，在遭受新冠疫情衝擊
後，政府應對能力更加不足，不僅感染者死亡率很
高，而且經濟持續衰退，民眾處於絕望之中，盡快控
制疫情已是迫在眉睫。祈望世界衞生組織及聯合國等
機構設立慈善基金，通過網絡呼籲全球民眾共襄善
舉，支持窮困國家盡早全民接種疫苗，消除疫情、恢
復經濟，救苦救難、功德無量。

病毒是全人類的共同敵人，這也是一場休戚與共的
防疫戰爭，只有全球疫情得到控制，本國人民的生命
健康才能有所保障，只有全世界人民都守望相助，才
能夠在最短時間內戰勝病毒、控制疫情，助人亦助
己，各國應積極行動團結互助。中國作為世界大國，
已擔當起大國的責任，竭盡所能為全球抗疫作出貢
獻，在國際上廣受稱讚，得民心者得天下，中華民族
定將成為未來的世界棟樑。

中國疫苗是全球抗疫的「及時雨」
方潤華

●2月16日，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機場工作人員卸載中國出口匈牙利
的首批新冠疫苗。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