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着《2021年公
職（參選及任職）
（雜項修訂）條
例》生效，區議員
就要依例宣誓擁護
基本法同效忠香港

特區。唔少攬炒派區議員卻因為驚
違誓要負上法律責任，近日爭相辭
職。不過，攬炒派中西區區議員彭
家浩日前接受網台專訪時表明，就
算有人話佢違背自己信念都不會辭
職。有連登仔即刻質疑佢戀棧議
席，「根本佢怕失業，因為無謀生
本事。」

曾與「獨人」密會美領館官員
彭家浩曾任香港大學學生會嘅外務

副會長，亦曾係「香港大專學界國際
事務代表團」嘅核心成員，早於2019
年8月被踢爆同黃之鋒、羅冠聰和張
崑陽等反中亂港分子秘密與美國領事
館官員會面，而代表團隨後更宣布舉
行所謂「英美港盟」集會，對於佢係

咪會效忠特區和擁護基本法，可謂路
人皆知。

近年借區員名義屢搞事
彭家浩近年亦借住區議員嘅名義做

埋唔少衰嘢。好似舊年8月中央派員
來港支援抗疫，喺中西區中山紀念公
園體育館設置「氣膜火眼實驗室」作
病毒檢測中心，彭家浩等攬炒派區議
員竟到場搞事阻撓，佢當時就被票控
違反限聚令。
舊年10月，泰國發生反政府事件，

聲稱係學生組織嘅「賢學思政」就喺
中西區堅尼地城以舉辦黑暴相展街站
播「獨」，彭家浩現身街站同負責人
有傾有講，又指示義工企位，唔知仲
以為個街站係佢開。而街站負責人就
不停叫囂話「輸出革命」、「為香港
民族挺身而出」。
舊年11月，彭家浩嘅區議員工作報

告就涉嫌散播抹黑特區政府、警方嘅
失實資訊，結果俾郵政署拒絕佢嘅郵
遞申請。事後佢仲喺facebook發帖稱

郵政「打壓區議員」。
郵政署當時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就話，根據「投寄條款及須
知」，任何人不得投寄任何違法、
淫褻、不道德、不雅、令人反感、
或帶永久形式誹謗或香港郵政認為

不恰當的文字、圖片或其他物品東
西。講到尾，彭家浩做過嘅衰嘢真
係多到數唔晒，就算佢唔辭職「堅
持」繼續留任，究竟最終會唔會被
DQ？大家拭目以待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抗
疫是世界頭等大事，接種疫苗更是
當中的必要措施。不過，近日有連
登仔在「連登」討論區發帖，要求
起底協助政府拍攝接種疫苗宣傳片
的人，包括家庭主婦、咖啡師等。

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批評這些行為是無法無天，
並形容為反人類和如同恐怖主義，
斥責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地針對無辜
的人，呼籲平台主動刪除有關帖
文，以及警方和私隱公署介入調查

處理，並希望能盡快
將起底行為刑事化。
近日，有連登仔以

「有冇人起到果（嗰）
班幫政府拍片叫人打疫
苗既（嘅）人既（嘅）
底？」為題發帖，要求
討論區內其他網民起底
「護己護人 齊打疫
苗」系列中，協助政府
拍攝接種疫苗宣傳片的
人，包括家庭主婦、外
傭、咖啡師等，更明言
「另一個廣告有個咖啡
師真係好想打佢」，並
稱要將該咖啡店標榜為
「藍店」。至今，有連

登仔已經起底該名家庭主婦的社交
賬號。

盼速將起底行為刑事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評，

有關人等的行為無法無天，質疑他
們連一個簡單的政府宣傳片都能起
底，並對片中相關人等造成威嚇，
令他們產生恐懼。她指出，事實上
該宣傳片是呼籲市民接種疫苗、同
心抗疫，斥責這些網民在明知抗疫
是香港的頭等大事，仍然不分青紅
皂白地針對無辜的人，可謂是為反
政府而反，毫無道德是非可言，並
企圖製造白色恐怖和寒蟬效應，對
香港毫無好處，因此認為政府當局
須盡快將起底行為刑事化，進一步
打擊惡行並嚴懲他們。

籲平台主動刪涉起底帖文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這

是一種小丑行為，指出現時全世界都
在接種疫苗，因為這是一種最有效的

防疫方法，直斥這些網民是完全盲反
和反人類，拖香港抗疫後腿，並使用
網絡欺凌煽動仇恨，所以希望政府針
對起底的新法例能盡快立法實施。他
並呼籲這些平台主動刪除有關帖文，
以免影響抗疫，又認為客觀上該帖文
和一些留言會對有關人等造成心理壓
力，建議政府當局關注事件並進行處
理。
「公民力量」成員陳志豪斥責連

登仔的行為是將抗疫政治化，並指
是嚴重的網絡欺凌。他強調，接種
疫苗是全世界都會做的防疫抗疫措
施，成效亦都是有目共睹，但現時
網民的惡行如同恐怖主義，故必須
譴責他們。
他指出，政府暫時未有能力將這些

人繩之以法，所以需要在規管和保障
方面加強，盡快將起底行為刑事化，
並認為警方和私隱公署需介入調查處
理，另外警方亦應加派人手注意網絡
上的言論，如發現有不對勁的情況要
盡快採取行動預防。

市民助拍片宣接種 連登仔煽起底離譜

攬炒區員彭家浩拒辭職 網民譏怕失業難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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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登仔引述彭家浩表明會宣誓留任內容。 連登截圖

●連登仔煽動對協助政府拍攝接種疫苗宣傳片的人進
行起底。 網上截圖

政治上腦嘅黃絲連搵食都要
分顏色，成日叫人抵制俾佢哋
藍標嘅商戶，盲撐所謂「黃
店」。不過，俾唔少黃絲視為
「子華神」嘅香港棟篤笑始祖
黃子華，日前卻幫咗佢哋眼中

嘅藍店賣廣告，仲喺廣告片中大騷招牌啜核
金句，搞到佢哋啼笑皆非。面對信奉嘅男神
「背叛」，唔少「手足」卻引用返子華嘅金
句「搵食啫！犯法呀？」，覺得應該照樣支
持偶像，搞到被譏講一套做一套，但都有唔
少黃絲嬲爆咁鬧子華「扮黃」。
黃子華日前為外送平台做代言，仲喺新推

出嘅廣告中大騷「搵食啫，唔好搵自己笨」
等精警金句。唔少網民睇完都話拍枱叫好，
更有唔少「同路人」轉載片段，大讚廣告似
足迷你棟篤笑。好似「才子」陶傑就喺
facebook發帖話：「只拍出這段有藝術和舞
台意味的廣告，證明香港最終一定有希
望。」成日惡搞抹黑政府嘅網媒《100毛》
創辦人林日曦亦喺fb轉載廣告片段，仲幫埋
口賣廣告，話自己都有用呢個外送平台，仲
同網民講：「條片有子華神，你哋自然就會
用個App㗎啦。」

有黃絲鬧：呢條垃圾扮黃
事實上，呢間外送平台卻因為曾經喺俾黃
絲標藍嘅電視媒體落過廣告，同埋同藍店合
作，早已俾班黃絲標藍。網民「眼鏡蛇」就
喺「連登」以「大家幾時有心理準備抵制黃
子華？」為題發帖。「比啲野我睇下」更留
言鬧子華：「呢條垃圾扮黃，吹到要賣樓拍
戲，水×我地（哋）班黃手joke（足）入場
睇套垃圾。」
不過，原來黃絲所謂嘅「原則」都只係得

把口，偶像搵食最緊要，黃藍都可以放一
邊。好似「通街都係處」就留言話唔應該用
顏色批鬥偶像：「如果要非黑即白嘅，古天
樂一直同中資合拍片，有幫中資藍紅底公司
賣廣告，係咪又要批鬥？」
「眼鏡蛇」則認為「手足」唔應該雙重標

準，只針對日前為藍店賣廣告嘅Mirror：「同
一性質嘅事，佢哋選擇性失明純粹想×
mirror，你就知呢班人幾咁垃圾。」「老而不
死是為賊」亦叫「手足」諗吓：「咁係咪政客
以外都唔需要批評，咁係咪唔反TVB藝人
啦？」

對於班黃絲家先識反思係咪應該將日常生活政治
化，有網民就笑班黃絲亂咁標藍。好似「4位數字會員」
就指出呢間外送平台只係歐洲企業：「熊貓德國公司，
邊到（度）『紅底』？」「一息尚存壓榨到底」都話對
黃圈心灰已（意）冷：「退咗黃，唔好煩，自己鍾意用
咩App就咩App，鍾意食咩就食咩。」
唔少「手足」就話再分黃藍只係攞苦嚟辛。「老而不

死是為賊」話：「最簡單飲水都唔知點算。」「你認真
就輸了」就揶揄班黃絲：「買棵菜都要問下菜販支唔反
（支）持『光復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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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倡兩地公務員增交流互動
「民眾聯席」辦「民眾大會2.0」探討完善選制後政制未來

團體「民眾聯席」昨

日在香港大學徐展堂樓

舉辦一場「民眾大會

2.0」，本港各界人士出

席探討完善選舉制度後

的香港政制未來。他們

表示，完善選舉制度

後，香港的政治生態環

境發生了明顯改變，公

務員應提升對憲法、基

本法的認識，增加與內

地公務員的交流和互

動，更好地為香港和市

民服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王韵琪

本 港 新 聞A11 ●責任編輯：簡 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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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民眾大會2.0」網上直
播，現場不設觀眾席位。今次活動

主題是「完善選舉制度的香港未來」，安
排三場講座討論香港政制、教育、媒體等
的未來。

何君堯：增至90席屬民主進步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認為，許多法官效忠
國家意識薄弱，憲法、基本法的認受性較
弱，所以2014年的「佔中事件」被當作
一般案件從輕處理，對參與其中的青少年
也抱有寬恕的態度。不過，2019年經歷過
黑暴之後，這類案件帶出了深層次的顛覆
國家政權的含義，香港的法官應轉變心
態，與內地的法官學院多交流，提升對憲
法、基本法的認識程度。
他表示，完善選舉制度後，除了地區選
舉、功能組別外，選舉委員會選出的議員
亦能夠進入立法會，議席由原本的70席
增至90席亦是一種民主的進步，相信以

後立法會不會再拖後腿，有助於特區政府
有效施政。

凌友詩：「愛國者治港」解決懶政
全國政協委員、前中央政策組高級研究

主任凌友詩表示，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的
政治生態環境發生了明顯的改變，政治氛圍
少了戾氣、回歸理性，行政立法關係有所改
善，重新維持了監督和配合之間的平衡，保
障了政府的施政力度，而且壯大了特區政府
管治團隊中的愛國愛港社團力量，對整個香
港社會都有正面、積極的影響。
她認為，「愛國者治港」原則是必須

的，是為了維護國家的根本利益和安全，
相信「愛國者治港」能真正解決困擾香港
多年的民生問題和公務員的懶政問題。

馮煒光：AO要多參與國情班
前政府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認為，由於
受英式管治和工作習慣的影響，AO（政

務主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和限制了
香港在政制方面的發展。
他說，香港的公務員不應太過強調政治

距離，AO要多參與國情班、交流團等形
式的活動，增加與內地公務員的往來和互
動，從而提高對於祖國的認知和了解。他
希望下屆特首能夠整頓AO文化，並解決
「熟地」供應低、房屋落成低、居住質素
低的三低問題，重現香港光輝。

黃秋智盼紫荊黨為港出力
紫荊黨發言人黃秋智表示，紫荊黨不是
為了參選才成立的，對於紫荊黨來說，在
完善過的選舉制度下，增加了其參政議政
的空間，同時也面臨準備還未充分的問
題，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他說，過去的政治亂局令大家對紫荊黨

有了更多的期待，市民大眾需要新的聲音
出現，希望未來紫荊黨能夠為服務社會、
服務香港出分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韵琪）本港多位
教育界人士昨日出席「民眾聯席」舉辦的
「民眾大會2.0」，討論完善選舉制度下的
香港教育未來。他們表示，學校應加強對
學生、教師的國情教育，推動更多的兩地
青少年交流項目落地，提升對祖國的認同
感和自豪感。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教聯會副主席鄧

飛認為，在國安和國情教育方面，最主要
是香港的基礎教育出了問題，中學的校園
政治化過於濃厚，導致中學生在政治思想
上過於早熟，從而影響大學的整體氛圍和
大學生的政治觀念，這是香港的獨特現
象。
他表示，煽動未成年人參與暴力是非常

危險的行徑，希望校園回歸教書育人的本
質，教師亦要擴闊眼界，以軟性、多元化
的形式推廣國情教育，減少校園內的政治

紛爭。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認

為，內地的科技和工業發展迅速，已實現
科技平民化，但香港的教育制度重文輕
理，欠缺扎實的理科基礎，應在兩地青少
年的交流項目中更加側重和突出內地的科
技和工業化發展，將理科日常化，引導他
們用邏輯進行理性思考，提升對祖國的認
同感和自豪感。
臻善家長教育資源中心總監呂令意表
示，除了要加強對學生的國情教育之外，
老師家長的心態和政治取向也是影響青少
年價值觀的重要因素。學校要關注教師的
心理問題，令他們正確認識祖國，以防有
暗中播「獨」的情況出現。同時，家長是
孩子的第一個老師，他們也要以身作則，
注重對於孩子素養和品格的培養，多帶領
孩子去內地了解祖國的最新發展。

教界：學校應加強師生國情教育

●何君堯（左二）、凌友詩（左三）、馮煒光（右二）、黃秋智（右一）等出席「民眾大會2.0」其中一
場講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鄧飛（左二）、呂令意（右二）、黃錦輝（右一）出席「民眾聯席」舉辦的一場以
「完善選舉制度下的香港教育未來」為主題的講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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