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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昭

誣梁涉黑文不能亂發

井水集

蛇年到來前，特首梁振英為被誣
捏 「涉黑」 給予信報律師信，信報已
刊登啟事道歉；但反對派政客和某亂
港傳媒卻在那裡大吵大鬧，一副 「死
蛇爛鱔」 的樣子。

事實是，就 「涉黑」 事件，有關
雙方已各自做了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
， 「受害人」 梁振英發了律師信，信
報亦已刊出道歉啟事。這就表明：有
關兩方，都是就事論事、息事寧人和
依法辦事的，並沒有任何令事件進一
步擴大和 「政治化」 的意圖。

在港人社會，信報有刊登文章的
自由，但梁振英也有維護自己個人聲
譽的自由，不能任人 「抹黑」 而不出
聲；而信報既刊出了該篇文章，在接
到律師信後衡量過是非曲直和法理得
失，刊出道歉啟事，是明智和必要之
舉，也沒有什麼不得了。

然而，反對派和某亂港傳媒，在
此事上卻有如 「毒蛇吐信」 ，竟然對
梁振英和信報兩方面都作出攻擊，新
聞標題說什麼 「梁沒理由發信，信報
不應道歉」 。

這就怪了，明明當事雙方都認為

有必要做的事，他們又憑什麼認為這
個 「沒理由」 、那個「不應該」？難道
梁振英和信報都是白痴，要由他們來
判斷和指揮嗎？真是太恬不知恥了。

更荒謬的是，某亂港傳媒昨天竟
然一字不易的將原文刊出， 「大狀黨
」 余若薇更不可一世地說自己 「第一
個行出來」 帶頭在網上刊出該文，還
叫梁振英來 「告我吧」 ！

某亂港傳媒和余若薇這種惡行，
不僅顛倒是非黑白，而且完全不把本
港的法治放在眼內。他們不是一向把
人權、法治高唱入雲的嗎？如今就有
關 「涉黑」 一文，當事人梁振英已發
律師信、信報已刊道歉啟事，法律判
斷已顯而易見。怎麼，他們竟然倒打
一耙、知法犯法，把誣告 「涉黑」 文
章更大範圍的去擴散，還要發起什麼「
歡迎特首告我運動」。這些人抗中亂港
、阻梁施政，實在已經到了理智全失
的地步。在事實面前，誣梁 「涉黑」
一文不能隨意公開亂發亂傳，隨時可
能惹來法律問題，市民切勿上當。

送龍迎蛇國祚吉祥社會繁榮

社 評

歲聿云暮，桃符萬戶，又到了送舊
迎新的時刻：龍去蛇來，歲次癸巳，新
歲 「習」 新風，國祚更吉祥，港人社會
也呈現一片歡樂繁榮的景象。

就在昨天，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人
民大會堂舉行新春團拜，胡錦濤、習近
平、吳邦國等領導人出席。習近平總書
記在講話中向全國人民包括香港同胞送
上良好的祝願，祝大家新春愉快、身體
健康、闔家幸福！

總書記這幾句祝福語，港人社會十
分「聽」，也倍感親切。廣東俗語有云
： 「蛇無頭不行」 。 「十八大」 後，以
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
勵精圖治，施政處處見新風，如日前在
和民主黨派人士的聚會上就坦然提出共
產黨不怕尖銳批評。話雖平常，但在已
經建立起改革威信的習近平總書記口中
道來，仍然令人感到更有力和更可信。

新的一年，港人最希望的是國家更
強盛、人民更幸福，貪污腐化歪風逐步
去除，民主法制更健全，在國際上影響
更大和更受歡迎，同時給予香港特區以
更有力的支持， 「一國兩制」 取得更大
的成功。

靈蛇獻瑞，萬象更新，此時此刻，
港人社會也有必要更好總結龍年正反得
失兩方面的經驗，進一步趨吉避凶，正
確識別政治上的 「龍蛇混雜」 ，才能造
福大眾，推動社會繼續向前邁進。

在蛇年到來之際，對全體港人來說
，最重要的共識就是要切實支持梁振英
政府依法施政。不能不指出，在西方反
華反共勢力唆使支持下，反對派和某亂
港傳媒，口講民主、自由、人權，把自
己打扮成民意代表，然而「佛口蛇心」，
幹的卻盡是損害港人利益的壞事；明明
「自由行」在經濟上是惠港政策，也有利
兩地民眾溝通了解，他們卻以什麼水貨
、奶粉為藉口，挑撥兩地矛盾、製造民
眾不和，企圖把兩地關係倒退、拉回到
港英殖民管治時期，完全一副蛇蠍心腸。

對反對派這種惡行，必須如廣東俗
語所說： 「打蛇打七吋」 ，一定要從根
本上揭露他們企圖破壞 「一國兩制」 的
真面目，並且要從正面支持梁振英政府
依法施政，確保兩地的經濟融合和人員
往來不受影響。

就在昨天，本港入境處公布了訪港
內地旅客的最新數字，處長陳國基指出

，隨香港與內地經濟及社會連繫加強
，二○一二年，訪港內地旅客人數達到
三千四百七十萬人次，平均每日入境人
次為九萬四千七百人，較二○一一年上
升了百分之二十七。這三千四百七十萬
人次，難道都是來走水貨、搶奶粉的？
還是當 「財神」 來送錢的？答案是一目
了然的。

事實是就在節前這幾天，來港辦年
貨的內地 「掃貨團」 就已經把港九各大
商場擠得水泄不通；據業界商會不完全
統計，全港各大商場最少共接待了二百
個 「年貨團」 ，人數達九千，總消費額
達到五千萬港元。而自由行 「散客」 還
未計算在內，總體消費額就更是以億計
的 「水蛇春咁長」 了。

在蛇年裡，港人社會將會面對一個
新的政治議題：普選。特區政府估計將
於年中提出二○一七年可以普選特首的
初步方案，諮詢立法會和全港市民，按
照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公布的 「決定」
進行。蛇是靈活性很強的生物，港人社
會也素以靈活見稱，蛇年論普選，只要
有原則、知進退，必可穩步前進，取得
成果。

春節熱力春節熱力
感染世界感染世界

【【本報訊本報訊】】據新華社據新華社、、中中
新社新社、、世界新聞網世界新聞網88日消息日消息：：全全
球華人今日迎來農曆除夕球華人今日迎來農曆除夕。。隨隨
癸巳蛇年的臨近癸巳蛇年的臨近，，以中國紅以中國紅
、、生肖蛇和中文為代表的生肖蛇和中文為代表的 「「春春
節熱節熱」」 正感染全世界正感染全世界。。

潘基文向全球華人拜年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錄製視頻，向中國

人民和全球華人拜
年。潘基文在視頻
中用英文向華人致
以節日問候，他說
希望大家在蛇年攜
手努力，和諧共建
和平與繁榮，維護
地球健康，他最後
又用中文，祝願華
人春節快樂。

推動全球經濟 春節成搖錢樹 巴西領導人送春節祝福
巴西總統羅塞夫在致巴西利亞華人華僑

協會的春節賀信中說，在過去兩個世紀裡，
巴西和中國之間培育出一種相互尊重和相互
欽佩的關係，巴中人民之間結下了偉大的友
誼。今天，中國傳統醫學、武術和美食已在
巴西獲得廣泛傳播。她說，在農曆蛇年即將
到來之時，她希望所有生活在巴西土地上的
華人華僑萬事如意、事業發達！圖為巴西總
統羅塞夫（右）與巴西利亞華人華僑協會會
長顧杭滬合影

卡梅倫籲加強英中關係
在蛇年春節即將到來之際，英國首相卡

梅倫7日發表春節賀辭，向全球華人拜年，並
呼籲加強英中兩國關係。卡梅倫說，中國春

節到來之際，在英國
舉行的慶祝活動將再
次提醒人們中國文化
的博大精深，以及華
人社區對英國的巨大
貢獻。他希望英中兩
國人民密切合作，實
現共同的理想，並祝
願所有人蛇年大吉大
利。

春節帶動全球經濟，成為一棵 「全球搖錢樹」！隨
春節臨近，世界各地幾乎都洋溢濃濃的節日氣氛。
而這種遍布全球的喜慶氣氛也為世界經濟打了一支 「興
奮劑」。英國專門從事中國消費者趨勢的中國市場策略
專家弗蘭徹表示，中國的春節已經變成了全球的一棵 「
搖錢樹」。

在中國消費者採購年貨之際，春節已經成為一年中
最為繁忙的時節之一。在春節期間，隨越來越多的中
國人在海外生活、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選擇在國外度假，

世界其他地方的經濟也得到了提振。
弗蘭徹表示，中國春節已經變成了一棵 「全球搖錢

樹」。他說，春節是相當於中國的 「聖誕節」，是一個
盛大的節日，也使經濟得到提振。隨大批中國人出國
採購一些高端產品，手表、手提包等奢侈品大受中國消
費者青睞。因此，包括倫敦、巴黎、墨爾本在內的世界
城市必定會迎來消費高潮，促進這些國家的經濟。

與此同時，《財富》百大公司沒有一家不知道農曆
新年帶來的「大停工」的影響。僅在中國，就有兩億五千

萬人放假回家過年。因工人回家過年而減少的
生產，將影響從拉美到非洲到中東的貿易活動。美國零
售商例如梅西和貨櫃店，將調整營運供應鏈，以確保他
們的供應商在慶祝農曆新年時，供應存貨不至於短缺。

可以說，一個全國性假期，是衡量一個文化對美國
有多大影響和有多重要的標誌，而農曆新年在美國的迅
速崛起，是一點不奇怪的，因為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對
文化和社會的影響已日益顯著。去年，韓國流行歌星
Psy的《江南Style》錄像超越小天王賈斯丁．比伯，成為
有史以來YouTube上瀏覽率最高的錄像，達到十二億人
次。華裔美國人林書豪 「林來瘋」則成為二○一二年體
育的最重要故事之一。

英國廣播公司、《今日美國報》

納斯達克敲鐘慶蛇年
2月7日早晨，中國駐紐約總領事孫國祥

在紐約曼哈頓為紐約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敲
響了開市鐘，慶祝中國農曆春節的到來。

納斯達克集團副總裁威克斯在開市
儀式上表示，非常高興與大家一起在世
界金融中心紐約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敲

響開市鐘，慶祝中國農曆春節
的到來。

當天納斯達克交
易所內以中國春節為

主題進行裝飾。

紐總理穿唐裝為舞獅點睛
新西蘭的春節慶祝活動早已引爆。2月2日，鑼鼓

聲中，身唐裝的新西蘭總理基伊與中國駐奧克蘭總領事
牛清報共同為頗具中國特色的舞獅點睛。

奧克蘭的TelstraClear會展中心也充滿濃濃的中國味，
在華人小區中享有盛名的春節花市再度開鑼，舞獅、京劇
、魔術等民俗表演以及爆肚、麻團、酸辣粉、台灣香腸等
地方特色小吃。除了華人齊聚一堂喜迎新春佳節的到來，
更有熱愛漢文化的洋人頂太陽與華人一起徜徉在小吃以
及傳統工藝的攤位前，把整個現場圍得水泄不通。

巴黎上演新春音樂會
來自上海音樂學院室內樂團的青年演奏家，7日晚在

巴黎中國文化中心為法國觀眾獻上一台精心準備的 「歡樂
春節．新春民族音樂會」。打擊樂合奏 「龍騰虎躍」

拉開音樂會的序幕，氣勢磅的鼓聲再現百姓
歡騰慶祝豐收的場面。以琵琶和簫演奏

的古曲 「春江花月夜」，片刻
之間把觀眾拉到了處處小橋

流水、亭台樓閣的江
南水鄉。

悉尼歌劇院披 「紅裝」
中國農曆蛇年春節將至，澳洲估計將迎來8萬名海外

遊客，屆時將是澳洲歷年中國春節裡海外遊客最多的一次
。在中國春節的大年初一晚，聞名世界的象徵澳洲

的標誌性建築悉尼歌劇院披上紅裝，以此
向澳洲的華裔社區祝賀中國農曆新年，並

向華人為澳洲所作出的貢
獻作出褒揚。

▲2月7日，緬甸仰光華人舞獅
慶祝農曆新年

◀◀澳洲新南威爾澳洲新南威爾
士州州長奧法雷士州州長奧法雷
宣布宣布，，悉尼歌劇悉尼歌劇
院將披上紅裝院將披上紅裝

▶▶紐約時報廣場的巨型電子屏紐約時報廣場的巨型電子屏
幕顯示出納斯達克交易所敲響幕顯示出納斯達克交易所敲響
開市鐘慶祝中國春節的畫面開市鐘慶祝中國春節的畫面

▲▲新西蘭總理唐裝為舞獅點新西蘭總理唐裝為舞獅點
睛睛，，送平安吉祥祝福中國年送平安吉祥祝福中國年

▶▶ 「「歡樂春節歡樂春節」」 系列系列
新春民族音樂會在巴新春民族音樂會在巴
黎舉行黎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