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論壇的互相質詢環節，謝偉俊指公
民黨 「以法禍港」，先後有港珠澳大橋和
外傭居港權官司，令市民咬牙切齒，而更
加令市民痛恨的是，公民黨 「做唔敢認
」。謝偉俊指出，公民黨黨員一直在背後
教唆朱婆婆提出港珠澳大橋環評的司法覆
核。他質問梁家傑，在該黨成員正式獲邀
接受法援署委派律師之前，公民黨是否有
任何黨員，包括朱婆婆的 「契女」鄭麗兒
和前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是否接觸過朱婆
婆。梁家傑就避而不答，反而惡形惡相地
指，謝偉俊 「講最好有證據顯示，如
果唔係你大件事！」當論壇主持要求梁家
傑回答問題時，他聲稱： 「如果你開門，
有街坊來問你意見，你不答嗎？你答完之
後，佢如何用你意見，係佢自己意志行
事。」

謝偉俊斥梁家傑： 「你不是被動獲邀
接辦案件，在接案之前，是組織、唆擺朱
婆婆申請法律援助。」他又要求梁家傑正
面回應鄭麗兒、黎廣德是否接觸過朱婆婆
。但梁家傑卻指謝偉俊重複問題、浪費時
間。他死撐： 「公民黨從來無教唆，也都
無唆擺朱綺華婆婆。」

至於外傭居港權官司，梁家傑被論壇
主持問到個人立場時稱，他和公民黨立場
一致， 「從來不贊成外傭自動取得居港權
」。再被追問基於人權立場外傭是否應該
有居港權，梁家傑就顧左右而言他，聲稱

基於人權立場，也要符合法例，指公民黨
贊成每個人都可以提司法覆核，都可以有
律師代表。

公民黨在論壇上 「自打嘴巴」，民主
黨更是不堪一擊。論壇主持指，民主黨李
華明今次不參選，但只肯將三分之一的票
過給胡志偉，又說在民主黨元老司徒華去
世後，該黨 「樹倒猢猻散」。胡志偉就聲
稱，李華明一路為他推動選舉工程。胡志
偉又被質疑選票會少過司徒華和李華明過
去牽頭的名單，他無力回擊，只是說：
「選舉要接受選民的決定。未開票之前，

你都唔知我得唔得。」

反對派被揶揄亂告急
而在此後的互相質詢環節，胡志偉

「突然勇猛」，向人民力量黃洋達發問，
指上屆選舉在九龍西正是由於黃毓民追擊
毛孟靜才讓建制派取多了一席。黃洋達反
駁說，毛孟靜在前日的論壇自己講，之所
以會輸是由於民主黨的涂謹申的告急牌。
黃洋達又揶揄反對派大佬個個亂告急，指
二○一二反對派共同參選政綱， 「就係告
急」。

九龍東的候選人包括：陳鑑林名單、
黃國健名單、謝偉俊、胡志偉名單、梁家
傑名單、陶君行、嚴鳳至名單、黃洋達名
單、譚香文。

昨日九龍東論壇，在候選人自由質詢階段，人民力量黃洋達又醜態
畢露，不顧發言秩序，被主持人多次叫住熄咪。民主黨的胡志偉也在質
詢階段發癲，兩人對問時，既不提問、亦無回答，黃洋達不停大叫稱其
「賣香港」，胡志偉則大罵黃 「呃人」，場面混亂。另外，譚香文在提

問時，不停向公民黨的梁家傑提關於謝偉俊的問題，被主持人多次質疑
，提醒她問錯對象。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對於《明報》於八月二十九日報道有關梁美芬
的義工助選團，在上星期日即八月二十六日一邊派傳單一邊說 「教會支持」的報
道，梁美芬昨日發聲明澄清，所有義工均表示從來沒有提及任何 「教會支持」的
字句，事件純屬誤會，義工們感到非常遺憾與委屈。

梁美芬在聲明中表示，雖然當日自己並不在場，但已就報道向義工了解，所
有義工均表示從來沒有提及任何 「教會支持」的字句，而他們手中的 「周報」是
他們在派傳單時，有一位自稱是該教會的男士贈予義工的。梁美芬相信，所謂
「誤導」的事件純屬誤會，對於當天熱心的義工被誤會為 「誤導教友」，義工們

感到非常遺憾與委屈。
梁美芬表示，當日義工所派發的單張，主要介紹她在《家暴條例》、健康互

聯網等議題上的立場，宣揚社會要有多些寬恕、少些鬥爭，都是很正面的信息，
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至於有報道稱，無政黨背景的梁美芬是 「扮獨立」，梁美芬反駁指，其團隊
內均是無政黨背景的專業人士、地區人士，毫無疑問是獨立的，所謂 「扮獨立」
之說完全是上綱上線。梁美芬重申，立法會選舉應比拼政綱，而非空泛的政治口
號。

除梁美芬名單外，九龍西候選人還包括：蔣麗芸名單、黃以謙、黃碧雲名單
、譚國僑名單、黃逸旭、黃毓民名單、林依麗名單、毛孟靜名單。

梁美芬：教會支持屬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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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終認唆擺人打官司
公民黨被斥以法禍港

公民黨一直被指是港珠澳大橋環評案的 「幕後黑手」
，教唆東涌居民、年過六旬的朱綺華進行司法覆核。昨日
在有線電視九龍東選舉論壇上，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被獨立
的謝偉俊問到，公民黨成員是否在港珠澳大橋環評司法覆
核案前接觸過朱婆婆。梁家傑不肯正面回應，聲稱公民黨
成員只是提供專業意見給街坊，間接承認朱婆婆被該黨唆

擺申請法援。但梁家傑仍堅稱他們是應法援署的邀請接案件，死撐該黨從未唆
擺人打官司。謝偉俊就直斥公民黨 「以法禍港」 ， 「做唔敢認！」

本報記者 戴正言

社 評

賣港政客如當選 政治黑金有得來

社 評

反對派政黨 「人民力量」 頭頭陳偉
業，被揭發兩年多前在立法會 「五區總
辭變相公投」 鬧劇中一百七十二萬的個
人開支至今沒有申報資金來源，此舉不
僅違反選舉條例，更令人質疑其 「幕後
金主」 身份可疑、見不得光，極有可能
涉及外國政治勢力以金錢介入及操控本
港的選舉事務。

對此，本港選舉事務管理委員會及
廉政公署必須立即跟進，選管會有權要
求陳偉業先 「清還舊帳」 ，公開上次
「補選」 未報經費的來源，如果帳目唔

清唔楚、不明不白， 「廉記」 就應馬上
行動，請 「大」 上去 「飲咖啡」 ，深
入調查 「金主」 身份和全部真相。而在
此期間，陳偉業的候選人身份應被褫奪
，無權再參選。

事件性質，極其嚴重。前年特區政
府推出政制發展方案，以 「人民力量」
的黃毓民、陳偉業為首，加上 「社民連
」 的 「長毛」 梁國雄，還有 「公民黨」
的梁家傑和陳淑莊，合演了一齣 「五區
總辭變相公投」 的鬧劇。特區政府依法
必須在三個月內補選，五人又 「大鑼大
鼓」 、 「重返」 立會，氣焰十分囂張。

當日，全港市民對五人的辭職再選
、浪費公帑均十分反感，紛紛要求特區
政府修改法例，堵塞漏洞。如今事情曝
光，五人當日參與補選共花了五百多萬
，其中涉及巨額 「選舉捐贈」 ，陳偉業
個人開支一百七十二萬，對資金來源更
一直拖延不報。

而不善忘的市民都還清楚記得，就
在 「五區總辭變相公投」 之後不久，網
上 「解密」 踢爆， 「蘋果日報」 老闆黎
智英兩年來向 「民主黨」 、 「公民黨」
、 「人民力量」 以及 「政治主教」 陳日
君、 「香港良心」 陳方安生分別提供了
為數達五千多萬元的 「捐款」 ，全部有
銀行帳目單據為證，而替黎智英 「管理
」 這些巨額 「捐款」 的，赫然是有美國
共和黨背景的政治人物。

如此有美國 「大水喉」 在背後 「射
住」 ，有 「黑金傳媒」 從中操控，怪不
得黃毓民等人可以 「說辭就辭、說選就
選」 ，陳偉業更可以 「豪花」 一百七十
多萬，原來只要能夠抗中亂港，能夠搞
亂香港、搞亂立法會，能夠破壞 「一國
兩制」 和基本法，正是 「要幾多、有幾
多」 ， 「黑金傳媒」 老闆和 「幕後金主

」 是一擲千金、面不改容，絕不 「手軟
」 的！

不過， 「黑金」 老闆可以泯滅傳
媒良知、 「幕後金主」 不在乎大把大
把美鈔的花，政客、主教、大狀、
「良心」 厚顏收取 「捐獻」 ，陳偉業

更 「偷食唔抹咀」 、連選舉帳目也懶
得申報，他們可以為個人名利或政治
目的 「賣港求榮」 ，但七百萬香港人
不能被他們賣了！

今天，當日 「五區總辭變相公投」
的五個人：黃毓民、陳偉業、梁國雄、
梁家傑、陳淑莊，都 「捲土重來」 ，又
再次站到了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的舞台上
，繼續在那裡高談闊論，侈言什麼民主
、人權，企圖繼續欺騙選民，把選票投
給他們。而 「鬼拍後尾枕」 ，黃毓民前
天在一個選舉論壇上公開揚言，只要他
們再度當選，如果特區政府再推 「惡法
」 、為二十三條立法，他們一定會再來
一次 「五區總辭變相公投」 ！

如此公然叫囂再度浪費公帑，要為
「幕後金主」 再把黑手伸進香港製造機

會，如此賣港政客，選民絕不可把選票
投給他們！

井水集

關 昭

家長最怕罷課鬧革命

井水集

新學年開課在即，對存在爭議的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初步顯示
「開科」 的學校為數不多，大部分校

方都仍在摸索和了解中。
作為辦學團體或教育提供者，這

一取向，無可厚非，也是負責任的。
因為既然社會上有不同聲音，部分家
長也心存顧慮、未能釋懷，那麼，不
妨留待大家有更充分的探討交流、取
得較大共識、作出應有改善之後才予
以推行，是較匆匆 「上馬」 更為穩妥
和有效的。

更何況， 「設科」 之議，政府本
來就不是 「一步到位」 ，而是有三年
的 「開展期」 ，目的也是為了讓學校
、家長和教師、學生有一個適應的過
程，做法也是非常合理的。

與此同時，一個由教育界及社會
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也已經成立，
在未來三年就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的推行作出監察，向教育當局提出意
見，其獨立和專業的判斷應該可以為
校方和家長所信賴。

在這種情況下，各方大可平心靜
氣、拭目以待，以 「平常心」 作出探

討，沒有 「企硬」 反對的必要，更完
全沒有採取任何激烈行動的理由。

因此，由一批年輕人組成的 「學
民思潮」 和什麼 「家長關注組」 ，要
在九月一日 「包圍」 政府總部表達「反
洗腦」，做法是令人不解和驚訝的。

一些青年團體，對事情有自己的
看法，對權力當局不易認同，甚至取
向比較偏激，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
新學年開始之日，呼籲學生和家長去
包圍政府總部，和 「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 的研究與改善，甚至和他們口中
的 「反洗腦」 ，又有什麼必然的關係
和正面的效益呢？這是表達意見的唯
一途徑嗎？

事實是，部分家長對國民教育心
存顧慮，其中一個相當主要的原因，
就是擔心子女日後會變得像「文革」中
的「紅衛兵」，整天有書不讀、有學不
上，今天鬥這個、明天鬥那個，最後
連老師、父母也鬥了。如今「學民思潮
」鼓吹的包圍政府總部行動，還有什麼
用「紅布蒙住眼睛」等古怪打扮，不是
恰恰使人想到那些
可怕的年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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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發癲 場面混亂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參選九龍東的陶君行以爭取第五席為口號，又
常在選舉中受對手夾擊，但他在電視論壇上，被主持人質疑他實力不足，更被對
手狠批他不為選民做實事，政治路途越走越孤單。至於另一反對派候選人譚香文
則自封 「民主女神」，自吹自擂其重要性，令主持人忍俊不禁。

陶君行一直聲言遭同選區的謝偉俊和黃洋達票，他在主持人質詢環節中，
稱無論如何會堅持抗爭，隨即惹來主持質疑， 「如果你自己具實力，又何懼人哋
你票呢？」主持人要求他說出自己的缺點時，他就藉機自詡，稱會繼續有鬥心
，更加繼續努力，即惹來主持人反唇相譏， 「即係之前不夠努力」。

一直視謝偉俊為死敵的陶君行，質問對方是否同意立即廢除功能組
別時，又認為謝偉俊上屆當選旅遊界立法會議員，是得到中聯辦的幫助
。謝偉俊表示，支持廢除功能組別，但認為不能一步到位，而他過去四
年來不止一次在議會內外，要求政府盡快改變功能組別，反指陶君行應
自我檢討， 「廿多年了，你檢討一下，你沒有幫市民做實事，所以越來
越孤單，選民遺棄你！」

譚香文自封 「民主女神」
至於另一候選人譚香文，就被主持人笑稱其單張上自封 「民主女神

」，譚香文解釋自己在○五年的政改方案中投了關鍵的反對票，而現時
全靠她積極打擊謝偉俊，認為自己在民調低支持度是不可信，即時被主
持人質疑她 「講大」，又說， 「希望佢可以延續到大家拭目以待的神
話」。

陶君行被批不做實事

▲梁家傑聲稱公民黨成員只是提供專業意見給街坊，間接承認朱婆婆被該
黨唆擺申請法援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胡志偉（中
）被質疑選票
會少過司徒
華和李華明
過去牽頭的
名單

本報記者
麥潤田攝

▲黃洋達團隊醜態畢露，不顧發言秩序，被主持人
多次叫住熄咪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謝偉俊指公民黨 「以法禍港」 ，先後
有港珠澳大橋和外傭居港權官司，令市
民咬牙切齒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