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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暴民政治膨脹 支持警方維護法治

2012年7月10日(星期二)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特區政府換屆之際，暴民政治迅速膨脹，先有國家主席胡錦濤視察啟德郵輪碼頭時《蘋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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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王
健超在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區第四屆政府 「唔好再搞破壞」
就職典禮上叫囂搗亂，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竟然稱曾健超 國興批評滋事者所為「絕對不合
報》記者「高聲提問」
，繼有公民黨成員曾健超在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區第四屆
的行為完全可以理解，恰恰說明公民黨的年輕成員已經 情理」，又批評示威者的野蠻行為應
政府就職典禮上叫囂搗亂，接 是新任特首梁振英和主要官員落區聽取市民意見，遭到反對派 與社民連和「人民力量」沒有甚麼區別，公民黨在迅速 予以譴責，「社會輿論不應縱容」。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暴力狙擊，非但影響市民向新政府表達訴求，甚至威脅到特首和官員的人身安全。在此情況下 社民連化與「人民力量」化，連「藍血」偽裝也不要 則說：「唔好次次（官員落區）衝擊，應該鼓勵他們聽
了。社會各界強烈譴責這種罔顧最起碼禮貌和規矩的流 取民意。」她形容此等示威活動非常滋擾。
警方承擔起維護法治的中流砥柱的角色和重擔，但反對派及喉舌卻惡人先告狀，控告警務處處 氓無賴行為，並由公民黨黨羽搗亂事件中，看出公民黨
警惕香港滑向「暴民之都」
長曾偉雄「非法禁錮」
，污衊警方維持社會秩序是「濫用警權」
、「香港已變成警察城市」
，甚 越走越激，已經徹底撕去中產溫和外衣，徹底暴露出公
網上論壇「香港討論區」有不少網民批評，示威者
至是「違反人權」云云。面對暴民政治迅速膨脹以及反對派喉舌和政客的推波助瀾，廣大市民 民黨激進反對派的面目。
的暴力衝擊做法是「民主暴力」
。有網民質疑：「你可
梁振英管治團隊落區幾乎都遭暴力狙擊 以示威反對任何事，但點解一定要用暴力先？你支持
要齊心支持警方維護法治，以保香港安寧和市民正常的社會與工作秩序。
接 是新任特首梁振英和主要官員落區聽取市民意 廢青使用暴力，我 就支持差人強硬反對暴民。」有
國家主席胡錦濤6月30日上午參觀啟德郵輪碼頭地盤
《蘋果日報》記者突然高聲叫囂擾亂秩序卻倒打一耙
時，有《蘋果日報》記者韓耀庭「高聲提問」
，客觀上 控告警方的事件，與去年李成康事件有「異曲同工」之 見，但幾乎每次都遭到反對派暴力狙擊。日前，梁振英 網民坦言，有些擔心梁振英的安全。有網民批評暴力
已擾亂了秩序。警方發言人表示，帶走韓耀庭的原 妙。去年「8．18」民主黨成員李成康無受邀請而強闖 到黃大仙東頭社區中心聽取民意時，梁振英的座駕甫到 示威者，完全破壞了問責官員落區了解民情的本意。
，大批示威者即一擁而上，高喊「梁振英下台」
，多 有網民認為：「憤青成日攪亂個場，仲要令到有人受
因，是當時聽到有人高聲叫喊，「便衣警務人員恐防 港大百年校慶會場遭保安攔截，原為平常之事。因為陸
傷，當自由被濫用的時候，就必須要以更強硬 方法
名警員即開路護送他匆匆入場，其間有示威牌擊中梁振
發生擾亂秩序的情況，遂邀請該名人士離開現場，經 佑堂本身只有約700個座位，而港大學生校友數以萬
抑制。」
人員確認記者身份及了解事件後，已讓其離開」
。要強 計，會場絕無可能「冇掩雞籠，自出自入」
。但李成康 英的頭部。社民連主席梁國雄在梁振英進場前用摺凳幾
暴民政治迅速膨脹，社會各界宜警惕，放縱它香港就
調的是，胡錦濤參觀啟德郵輪碼頭地盤，並非舉行記 去不成陸佑堂卻被「吹水發大」
，反對派政客和媒體空 乎擊中梁振英頭部，場面混亂，險象環生。「人民力量」
者會，《蘋果日報》記者此時突然高聲叫囂，讓在場 群出動，發動對警隊前所未見的政治狙擊，將警方正常 的黃洋達則在梁振英離開時動員過百人包圍梁振英座 會向下沉淪，遏止它香港才會向上提升！當務之急，新
人士和警務人員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在場警務人 執法說成是「非法禁錮」
、「警權過大」
、「香港已變成 駕，其間有示威者「 街」阻止梁振英車輛前進。擾攘 一屆特區政府必須重振公權力，有法必依、執法必嚴，
員遂邀請該名人士離開現場約10分鐘了解情況，做法 警察城市」、「白色恐怖」，誣衊警方「把警權凌駕人 近15分鐘後，梁振英座駕始能轉出彩虹道加速離開。有 法庭也不能為暴徒開脫罪責，社會各界也都應譴責暴民
恰當。但是，記協卻誣指警方執法「大陸化」
，《蘋果 權，借內地恐怖襲擊風險為由，將香港變成了警察城 警員在混亂中執勤期間被示威者推跌，後被同袍扶離示 政治，支持警方維護法治。只有這樣，才能維持特區有
效管治，保障社會安定繁榮，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和市民
日報》更惡人先告狀，誣指警方濫權並有意壓制新聞 市」
。這次《蘋果日報》記者突然高聲叫囂而被警員邀 威現場。
這樣的場面，這樣的鏡頭，絕非反對派所說「香港已
福祉。否則，兔死狐悲，今日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人
自由，並民事控告警務處長曾偉雄及涉事警員「非法 請離開現場了解情況，也被反對派及喉舌「吹水發大」
，而是「香港已變成暴民城市」
。民建聯 身安全都受到威脅，他日小市民的人身安全又豈能得到
禁錮」
。
為「非法禁錮」
，反對派的目的是要削弱警權，使警方 變成警察城市」
主席譚耀宗指出，政府問責官員落區了解民意是好事， 保障？法國大革命和倫敦大騷亂的前車之鑒，應可警惕
執法動輒得咎，從而廢除警隊執法武功。
反對派企圖廢除警隊執法武功
《蘋果日報》記者突然高聲叫囂翌日，公民黨成員曾 但示威者行為就「故意衝擊」，他呼籲一眾滋事分子 香港滑向「暴民之都」！

市民批狙擊CY落區
剝奪港人表達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特首梁振英及其問責團隊頻密落區，本意是聽取地區居民 佢 係咩人，佢 唔係為民主，係為自己。」
在全港家長熱推的「Baby Kingdom」專頁中，不
的意見，但反對派就策動激烈示威，既影響市民表達意見，更直接威脅到特首以至各問責
少爸爸媽媽不齒憤青的野蠻行為。網民
官員的人身安全。民建聯副主席員劉江華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特首及其新 「Carelesswhisper」稱：「今日見到班人攪到亂晒
問責團隊落區是必要的，更必須繼續，不能受一小撮人的自私行為的影響，並批評反對派 龍，又拉又扯又圍又嘈，真係好懷疑係咪 香港，
我 笑內地人唔文明，內地人和外國人都會笑我
既剝削其他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其圍堵及暴力示威行為更違反了香港維護法治精神這核 生番，基本禮貌都無，名譽掃地，搞成咁，真係多
得 政棍攪衰晒。」「peoplepower」也批評示威者
心價值，他希望市民多發聲譴責反對派的暴力行為。
「玩得過火」
，「再咁玩，做幾多建設性的事都補唔
不少網民亦替維持秩序的警員不值，「唔知還以 番」；「ntefamily」就力撐警方毋須過度容忍「生
盼市民多發聲譴責暴力行為
為梁生(梁振英)係殺人越獄犯，而家做警察做官好 番搞事」，「由佢 癲，如果有人受傷或打爛 ，
在「香港討論區」，有市民特地開設了「各界譴 難，成日要俾班口口聲聲話民主的政棍批鬥。」
就刑事控告佢 。」
責暴民政治」專頁，市民「wai1690」批評，發動暴 「熊熊_168」揶揄有示威者質疑警方「安排不周」
，
另外，就有線電視及《蘋果日報》報稱，民建
力示威者借「民主」之名搗亂，「正一垃圾局，教
「安排 示威區，班暴民咪又係衝出 喊打喊殺！」 聯特地安排「一無所知」的長者預早在社區會堂
壞小朋友」。「Sverige」亦指：「黑社會都比呢班
人好，人 打正旗號做壞事明刀明槍，呢班偽民主
示威者「玩得過火」「攪到亂晒龍」 排隊，並獲發問機會，以增加在行政長官落區時
的「安全系數」。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反駁說，民建
扮晒正義，其實就別有用心。」
「LKCJ」呼籲各界
「超級妙趣游星」說：「等佢
拘留所表達意 聯並無刻意安排市民在梁振英落區時排隊入場，
用選票踢走「搞亂香港政客」，「立法會選舉唔可
見啦，佢 要表達乜 意見咁巴閉」。「豚出沒注 強調他們只是通知街坊特首會落區，並強調長者
以俾呢班政棍留低，用民主為借口搞亂香港，無建
意」不滿反對派「為反而反」，「CY落街又要搞 都希望聽取梁振英講述與老人事務相關的意見，
設只識破壞，真係忍夠佢 ！」
佢，唔落街又話佢唔視察民情，乜都佢講晒」，有 並希望與官員交流，沒有所謂「安全系數」的問
網友則回應：「你現在先知？李永達年代我已經知 題。
反對派「為反而反」網民鬧爆

防議員暴力 曾鈺成嘆「愛莫能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擲蕉」
、
「放氣球」⋯⋯這些全都是「人民力量」
、
社民連3位「搞事」議員過去4年的傑作，
亦 實令作為立法會主席的曾鈺成非常頭
痛。曾主席昨日在一個午餐會分享自己任
立法會主席4年來的感受時表示，雖然自
己在今屆任期已收到超過10封來自政務司
司長的投訴信，要求防止議員粗暴行為，
但他實在「愛莫能助」，只能做到一旦有
這樣的行為出現，作為主席只能要求議員
離開，又坦言自己也曾經建議過，如果主
席有理由相信有某位議員在某次會議會有
極端不守規則行為，就不讓其繼續參與會
議，但最終發現「無法做到」
。

笑言有自知之明 不選特首
曾主席昨日分享自己4年主席工作時，
不忘發揮下幽默，一來便自嘲：「我太
太成日同我講，好在你真的有小小自知
之明，沒有出來選行政長官。」台下爆
出一片笑聲。他又模仿「人民力量」議
員黃毓民特有的低頻聲線，一句「行政
長官聽日 我招呼佢」，又再惹得台下觀
眾捧腹大笑。

觀，亦有客觀原因，其中一個是：出於對
立法會未有全面了解而擴大或誇張了一些
負面印象，只是出位的行為較受傳媒和社
會關注，「議員大多數情況都是守規矩
的」
。
曾鈺成並以部分議員堅決不讓政府重組
架構通過為例，指與其說這是行政立法關
係差，還不如說在政府要推行一些有爭議
的議案時，如何爭取社會，以至立法會各
黨派的支持，並以政府擴大將軍澳堆填區
被否決為例，指當時除身兼行會的2名議
員必須支持外，其他57位議員都投反對
票，但這不代表行政立法關係是差。
他續說，許多人以為議員只是互相「嗌
交」只是比較表面的看法，強調議員在議
會內會互相針鋒相對，但絕對不是立法會
工作的全部，「我們只有60個議員，同一
時間，有超過50個委員會在運作，包括18
個事務委員會及16個法案委員會」，又指
今屆立法會通過差不多100條法案，包括
許多爭議性法案，如競爭法、最低工資立
法等。

提全體議員形象 「完全做不到」

2008年，他在競選立法會主席時曾表
明，希望與全體立法會議員提升在市民心
不過，他坦言，現時許多學生來立法會 中的形象。不過，曾鈺成坦承，「這點看
座談，都說「立法會成日掟 」，並令香 來我們是完全做不到了」。他明白立法會
港各界認為行政與立法關係「好差」，但 在市民心中的評分都相當低，但不代表市
事實上，立法會在過去4年，只有1次擲 民真的對立法會議員很失望，「我可以
蕉，掟雞蛋亦只有1次，「5隻手指數得 說，9月換屆選舉後，舊面孔依然佔了多
晒」，坦言行政立法關係並不是很差，屬 數，起碼八成現任議員可以連任，包括最
於「好，好唔到邊度；差，差唔到邊度」 具爭議性的議員，他們返回議會的機會很
一類，指市民對立法會有負面印象，有主 高」
。

「議員大多數情況都守規矩」

■曾鈺成在
午餐會上，
分享出任立
會主席4年
來的挑戰及
回顧立法會
工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遇強越強 無懼拉布無得
▲ 立法會近日連續10多日的
狀「拉布」，議員還可以不時離
態 開座位「 一 」，但作為
更 主席，曾鈺成大部分時間都
好 要坐在主席位上主持會議。
不過，曾主席卻絲毫不感疲
▼ 倦，昨日在午餐會上笑言，
自己屬於「一到考試這類緊張場
合，就會狀態好的人」，並強調
自己在主持會議時，清楚意識到
一定不能讓議員重複或離題，故
他不能不全程留心聽。

考車不緊張 反覺很過癮
曾鈺成昨日在一午餐會上分享
在立法會主持4年會議的經驗時
笑言，自己是越緊張越能發揮的
人，「我記得考車的時候，之前

有位同事考了5次，他說平時學
車無論怎樣穩定都是假的，到了
考車時，考牌官一坐上來，就甚
麼都不記得了，但我完全沒有這
個感覺，反而感覺很過癮」
。
他並坦言，「如果有議員指其
他議員離題，我都要知道是否有
離題，所以一定要集中精神」。
又笑言，自己還有一個哲學，即
當有一個事情是避不開的，就要
盡量找尋當中的樂趣和益處，
「我好留心他們發言，我承認
（
「人民力量」議員）黃毓民發言
是有質素的，他講了10多次，教
識我許多有關公司法的內容，我
現在起碼可說是三分一個專
家」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張震遠支持「港人港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日前
接受傳媒訪問時，指穩定樓價
不能單靠「港人港地」政策，
但就被演繹為他不支持特首梁
振英。張震遠昨日發表聲明澄
清，他支持梁振英在競選政綱
中提出的「港人港地」政策，
並引述了梁振英於6月19日公
開表示，推出「港人港地」政

策的前提是住宅市場過熱，有
太多境外人士購買香港的住宅
單位，影響香港市民置業的機
會，而他日前在訪問中只是闡
明，目前外地人來港買樓的情
況並不嚴重，樓價高的問題關
鍵在於供求失衡，故自己提出
政府現階段應關注增加土地供
應，這和梁振英是完全一致
的。
■經濟動力
新界東支部
開幕，曾俊
華、劉皇
發、林健
鋒、張學明
等主禮。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偉邦 攝

「經濟動力」新東辦開幕 麵包敬老
▲
進
駐
大
埔
▼

為了更加走向群眾、吸
納地區意見，並進一步加
強服務社會，「經濟動力」
於大埔第一個地區支部昨
日開幕。身為立法會功能
界別議員，經濟動力召集
人林健鋒積極參與地區服
務，如將店舖剩餘麵包轉送給
長者，讓工商界更直接面對群
眾。
「經濟動力」於大埔的第一
個支部於昨日開幕，邀得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鄉議局主席劉
皇發，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張學明及多個鄉委
會主席出席，包括沙田鄉委會
主席莫錦貴、西貢北約鄉事委
員會主席鄧光榮、大埔鄉事委
員會主席文春輝、上水區鄉事
委員會主席侯志強議員等鄉
紳。為了「與民同樂」，「經
濟動力」並於附近的社區會堂
招待居民享用茶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回應市民訴求 曾德成：與區會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特首梁振英多次提出「地區問
題，地區解決」，民政事務局
局長曾德成昨在電台節目上亦
表示，認為落區時接觸到的民
意，大多數是在理性平和下表
達，落區亦取得一定的效果。
提及未來5年的工作，曾德成
指，民政系統及區議會合作將
更能回應市民訴求，並同意特
首梁振英政綱重點，未來在地
方行政兩項施政重點，將加強
各地區民政專員角色，及提升
區議會的效能。
談及地方上的行政效率，曾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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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日
﹁
買
島
﹂
鬧
劇

德成表示，政府將增加對區議
會的支援，是希望區議會能對
地區工程建設有更大支配力
度，運用在興建利民的設施，
如休憩地方或巴士站上蓋等。
他強調，多利用地區力量，期
望在現行體制發揮進一步作
用。
至於會否透過修改現有憲制
架構，增加區議會權力，曾德
成說，有關改動需時及涉及大
量額外工作，亦會增加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工作量，故現階段
只希望區議會能繼續在現有架
構下發揮作用。

就早前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聲言「收購釣魚
島」
，及首相野田佳彥政府計劃將釣魚島「收歸國有」
。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及潘佩璆，昨日聯同一批市民到日本
領事館抗議，對日方的上述行為表達憤慨，反對日本政府的
「買島騷」
。
文：鄭治祖 圖：莫雪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