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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政客「跳船」 企圖逃避刑責
攬炒派政客紛紛「跳船」，辭任政黨要職，並非真心悔改，不過打

本質。攬炒派透過違法的「35 ＋初選」，意圖達到真正「攬炒」，

悲情牌，博法庭輕判，目的為推卸責任。修例風波、違法「初選」期

是真正有組織和計劃令香港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於實施國安法後仍

間，攬炒派政客衝擊法治、管治何其囂張，如今要「埋單」「找

不停手，理應承受法律後果，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攬炒」搞手退出

數」，就紛紛企圖逃避刑責，更讓市民看清他們反中亂港、無擔當的

焉能逃避刑責？

黎子珍
47 名曾經企圖威脅特區政府回應「五大訴
求」而舉行違法「35 ＋初選」的攬炒派政客，
被警方控告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不乏攬
炒派在立法會的中堅分子，包括：民主黨副主
席林卓廷、前主席胡志偉、前副主席尹兆堅、
前中委黃碧雲；公民黨前成員譚文豪、楊岳
橋、郭家麒、李予信、鄭達鴻；以及「人民力
量」主席陳志全等。這些攬炒派政客，紛紛
「跳船」，辭任政黨要職。

攬炒派政棍辭職目的何在?
例如，近日因攬炒派違法「初選」案而遭還
柙的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以無法履行職務為
由，向民主黨辭任副主席一職，並已獲民主黨
中央委員會接納。
近日因攬炒派違法「初選」案被控串謀顛

覆國家政權罪、正在還柙的陳志全，透過家人
發聲明，宣布退黨並辭去「人民力量」主席一
職。聲明稱陳志全不會參與任何遊行、集會、
示威等群眾活動；將不再參與任何類型、界別
及級別選舉，亦不會協助進行選舉活動。
此外，區議員即將要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
香港特區。攬炒派區議員眼見死線迫近，不少
人紛紛跳船，辭任區議員。
修例風波、違法「初選」期間，攬炒派政客
衝擊法治、管治何其囂張。在修例風波中，攬
炒派政客煽動「黑暴」，策劃「攬炒」，以不
惜玉石俱焚的瘋狂舉動，妄圖將香港拉向深
淵。其無底線的「暴力攬炒」「經濟攬炒」和
「政治攬炒」，對香港的法治秩序和政治生活
造成極大破壞。
攬炒派透過所謂「35 ＋初選」，妄圖謀取 35

個議席或以上，進行具組織、有計劃的奪權顛覆
行為，令特首下台、政府停擺，加上國際制裁，
達到真正「攬炒」和準備共同跳崖，是真正有組
織和計劃令香港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於實施國
安法後仍不停手，理應承受法律後果。
去年11月24日攬炒派借修例風波和黑暴之亂
搶佔了區議會主導權之後，將區議會用作宣揚
「港獨」，反中亂港的舞台，阻礙政府政策落
實到社區，損害社區居民的福祉，將眾多重要
的民生事務都擱置在一旁。

「攬炒」
搞手退出焉能逃避刑責？
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前後，諸多「港獨」團
體解散、「港獨」分子逃離香港，危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趨向地下化；而涉嫌違反國安法的攬
炒派違法「初選」，一眾搞手完成任務後亦紛

姚明耀 港區福建省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副會長
香港大學學生會近年已淪為播「獨」溫
床，引起社會強烈關注。香港大學日前宣
布不再代學生會收會費、停止提供財務管
理服務、收回其會址及其他設施的管理
權，強調大學有責任維護全體教職員和學
生的福祉，不能容忍作為獨立社團的學生
會，一方面利用學校提供的服務和場所，
另一方面漠視校方的勸喻和整體港大社群
利益。港大作為香港高等學府，果斷割斷
與播「獨」學生會的關係，為匡正大學學
風、切除「毒」瘤，走出了正確一步。
港大學生會成立於 1912 年，並於 1949
年註冊為獨立社團，近年變成「港獨」推
手，成為鼓吹仇恨、鼓吹「港獨」、反中
亂港的基地，完全違背大學學生會維護學
生福利、建設社會貢獻國家的原意。港大
學生會在違法「佔中」行動中不僅處在暴
風中心，在黑暴期間更成為暴徒的保護

傘，學生會縱容「連儂牆」，一直以來張
貼大量「港獨」和反中亂港的文宣大字
報。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港大學生會竟
然繼續舉辦多項校內煽「獨」活動；中央
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以來，港大學生會
更大肆抹黑攻擊。學生會對大學造成風險
及衝擊，令大學聲譽遭到破壞，將港大推
向危險境地，亟待大學管理層撥亂反正。
港大是繼科大、中大之後，明確採取多項
措施、與涉違法煽暴播「獨」的學生會釐
清法律責任的本地大學。港大校方與播
「獨」學生會切割，正是重回正軌的明智
之舉。
政治入侵大學校園，校園被「違法達
義」、分離主義等思想荼毒，現今的一些
大學生變成不能分辨是非、不懂國家歷
史、缺乏民族感情的年輕一代，令人痛
心！香港教育誤入歧途由來已久，如果我

們希望「一國兩制」事業薪
火相傳、愛國者後繼有人，
便須以大刀闊斧的改革刮骨
療毒。大學管理層應正視健全與「一國兩
制」相適應的大學教育體系，培養年輕一
代對國家民族的認同，為愛國教育固本培
元。
當前，本港多所大學的學生會屢次舉辦
涉「獨」活動，煽動學生參與，荼毒大學
校園，嚴重損害香港的學術地位，已經到
了非管不可的時候。為還校園以安寧，還
香港以希望，各所大學應盡快以果斷措
施，嚴厲跟進學生會的涉「獨」違法行
為，禁止校園出現任何煽暴播「獨」的活
動和文宣；同時，理直氣壯開展國安教
育，積極培育立志貢獻以國家民族為己任
的大學生，還原高等教育本來面目，捍衛
本港大學良好聲譽。

日本排放核廢水入海應向全世界道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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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國的強烈不滿和憤怒，這幅作品可以說是
對日本不負責任行徑的完美諷刺。不過，
日本外務副大臣面對此畫，不是為日本傾
倒核廢水的決定感到羞恥，反而是要求趙
立堅刪除推文並道歉。
回看 2011 年福島核電廠事故，本來就
是一場可以避免的人禍，因為根本原因是
該核電廠採用落後的設計，未能經得起地
震考驗而導致核電機組堆芯熔毀。而日本
作為發達國家，為何不願意更新設計落後
的核電機組呢？箇中隱含的原因，就是因
為只有這種落後的核電設備才可以生產鈈
原料，更新後的新技術卻無法生產，而鈈
原料則是原子彈的武器級原料。言下之
意，相信看官都自有公論。
而且今次關注的重點核廢水，其產生也
是因事故處理手法有問題。日本人只是不
斷向核電機組安全殼內注水，由此產生大
量的核廢水。日本面對日後可能產生過億
噸的核廢水，並無打算利用附近因輻射濃

度過高而無法居住的空地新
建更多的儲水缸，反而希望
向整個太平洋傾倒，將自身
的問題轉移到全世界，這無疑是一個極端
利己主義的行為。
一幅畫作能激起當事方如此大的反應，
不用解釋都能夠明白箇中的原因，從去年
澳洲總理的惱羞成怒，到今次日本官員的
氣急敗壞，他們的行為暴露了自己心虛與
傲慢無恥的心態。江戶時代原畫作《神奈
川沖浪裏》所傳遞的，是日本人民能夠
「迎難而上，勇往直前」的精神，到了今
天卻已經變成了不負責任地一意孤行了。
今天日本的官員為了隱瞞真相，為了一己
私利，無視人類與海洋環境的安全。趙立
堅在記者會上被問及會否刪帖道歉時回答
說：「我已經把該推特置頂了！」這一回
應說出世人心聲，日方打算單方面不負責
任地傾倒核廢水，要向全世界人民道歉
的，應該是日本當局！

不忘
「五四運動」
初心建設美好香港
陳祖恒 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執行常務副理事長 兩岸青年創新交流中心主任
今年是「五四運動」102周年。在1919
年的巴黎和會上，列強打算把德國在山東
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愛國學生發起示威、
請願，運動隨即席捲全國、引發罷工罷
市。因為這場由青年發起、推動的愛國運
動，使當時的中國代表團拒絕在不平等條
約上簽字。中國今日又面對複雜多變的環
境和挑戰，此際重溫「五四」精神，激勵
我們不忘初心、莊敬自強。
「五四運動」的精粹在於「德先生」
（民主）和「賽先生」（科學）。關於民
主，經過多年的摸索，中國已探索出一條
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有中國特色的民主
道路，即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
度等，施政以人民為中心，國家尊重人民
的生活，重視人民的福祉，照顧人民的生

計。尤其在新冠疫情爆發後，國家的制度
優勢更為明顯，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至於科學，中國近年高新科技發展迅猛，
移動支付、5G應用、深海考察、火星探測
空間站建造等，都在世界前列。「德先
生」和「賽先生」，不但在中國落地生
根，而且推動中國進步強大、平視世界、
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故此，相比起百多年前受盡屈辱的中國，
今日中國已不會再受其他國家欺凌。在「五
四運動」102周年，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年，
更需要重拾「五四運動」的初心，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在助力國家強大之中，獲得更
寬、更廣的成長發展空間和舞台。
國家一直重視、珍視香港，例如在國家
的「十四五」規劃中，支持香港繼續成為
國際金融中心、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等。香港在國家的發
展大局中佔有一席，而且是
重要席位，參與到中華民族
的偉大復興之中，對於整個
香港以至香港青年而言，其實是百年一遇
的發展機遇，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好好珍
惜。
紀念「五四運動」，我們要不忘初心、
思考未來。作為香港青年，我們一要裝備
好自己，為自己的未來作好準備；二要懷
着一顆愛國心，好好思考如何為國家作出
貢獻。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得好：「青年興
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國家的未
來，就在我們每一位青年手上。我們不但
要延續「五四運動」的愛國之火，更要把
其轉化為對自己、對國家都有所貢獻的精
神力量。

詹美清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會長 工聯會法律顧問 香
港再出發大聯盟共同發起人
中國和印度自去年中起，軍隊多次在邊
境發生零星衝突對峙，讓兩國關係受到影
響。不過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
印度近日甚至單日新增逾 40 萬人確診，累
計確診人數逼近 2 千萬人，中國展示出大
國風範，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主動向印度
總理莫迪致慰問電，並願向印方提供抗疫上的支持和幫
助。
抗疫是全人類的首要大事，世界各國必須團結一致，才
能戰勝疫情。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已過，主要是因
為在遏制疫情傳播的封鎖隔離防疫抗疫措施取得成功，值
得全球借鑑。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在印度大流行，中國自今
年4月以來，向印度提供了逾5千部呼吸機、超過2萬部製
氧機，以及超過2千萬個口罩和約3,800噸藥品。四海之內
皆兄弟，這是中國視印度為友邦的最佳證明，拋下歧見，
以誠待人，以德服人。
抗疫上要治本，疫苗不可或缺。印度自行生產的疫苗尚
未成熟，國內疫苗短缺，而中國疫苗安全有效，印度下一
步從中國輸入疫苗並批准使用，相信是現時的最佳判斷，
同時會成為兩國改善關係的契機。中國的醫療供應商努力
加班完成印度的訂單，加上中國海關為相關抗疫物資的出
境手續提供便利，希望印度能善用醫療物資，做好抗疫教
育，上下齊心對抗新冠肺炎疫情。
抗疫無分你我，香港面對變種病毒源頭不明的危機，除
了每人做好個人防護、遵守防疫措施及保持社交距離，接
種疫苗刻不容緩。只有大部分人完成接種疫苗，才能達至
社會上的群體免疫，讓經濟活動真正恢復。香港特區政府
為港人購買了充足的疫苗，登記接種疫苗是市民的共同責
任，也是對自己和家人負責任。

林偉強 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主席

應尊重港鐵員工的奉獻

去年，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趙立堅在社交媒體上轉
發了烏合麒麟的諷刺漫
畫，漫畫所描繪的是澳洲在阿富汗犯下的
戰爭罪行，最後引來澳洲總理莫里森的惱
羞成怒。上星期趙立堅又對日本出手了，
在其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幅中國90後插畫
家的作品，名為《神奈氚沖浪裏》。這幅
作品是根據日本江戶時代的浮世繪《神奈川
沖浪裏》的二次創作，細心一看，當中各個
地方都有着極具諷刺意味，比如原作中白色
的浪花其實是人類畸形的手指和未剪臍帶的
畸胎；搏擊風浪的船員則成為了傾倒核廢水
的工作人員，巍峨的富士山則變成了核電站
的煙囪，背景的天空也變成了暗黃色，雲朵
還化成了代表墳墓的十字架，彷彿意味着日
本傾倒核廢水後人類的命運，當然不少得在
船上也忙着鞠躬的日本官員，用偽善的面孔
來隱瞞事實的真相。
日本對核廢水的處理，已經引起世界多

抗疫物資送印度 中國展大國風範

港大切割播
「獨」
學生會走出正確一步

紛宣布「退出」以逃避刑責。如今要「埋單」
「找數」，攬炒派政客就紛紛企圖逃避刑責，
更讓市民看清他們反中亂港、無擔當的本質。
但正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指出，「（違法分
子）做了就是做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攬炒」搞手退出焉能逃避刑責？
攬炒派政客走歪路以為可以用強硬手段迫使
中央就範，搞非法「佔中」，否決政改，支持
黑暴，逢中必反，種惡因嘗惡果，民主黨徘徊
在棄選立法會的念想中，公民黨也面對「退黨
潮」和解散壓力。
攬炒派政客不理會國家的整體利益，以及香
港回歸祖國的事實，先後與不同外國勢力同
夥，斷送香港人辛苦建下來的繁榮安定，完全
是自掘墳墓的行為，現已到結賬的日子，他們
應為自己所做一切負責。

每年臨近「五一」勞動節，勞動者的權益都會得到社會
上的廣泛關注與討論。早前港鐵站內發生一宗因乘客不滿
被查票、而打傷 5 名查票員的事件，令港鐵工會感到十分
震驚。事件促使社會反思，僱主以及整個社會，是否應該
尊重每一位勞動者的價值？勞動者的尊嚴是否應該得到法
律保障？
工作場所是成年公民在家庭之外唯一重要的互動與社交
場所。因此，僱傭品質與工作場所本身對個人、家庭和社
會來說都十分重要。大部分港鐵公司同事，視港鐵工作為
終身職業，許多人由青年開始做到白髮蒼蒼退休，除了期
望有一份穩定的收入，更多的是出於對本職的熱愛，香港
鐵路之所以成為世界一流企業，有賴於同事們專業敬業的
付出。
由於鐵路運輸對工作的嚴謹要求非常之高，所以港鐵同
事所受的訓練十分嚴格，每項工作都按照守則進行，不容
一絲馬虎。即使是因疫情而減少了乘客量，同事們也務必
做到 100 分，以確保運作安全高效。然而近年來市場經濟
活躍，各個行業或部門也積極向港鐵同事招手，導致有部
分具有豐富經驗的同事流失。我們連續三年就薪酬機制做
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是年資淺的同事最注重港鐵職業發展
空間，年資深的同事希望薪酬可以體現年資；有七成人認
為對未來發展感到不樂觀，九成同事最希望公司可以改善
薪酬機制。事實上同事們對薪酬的期望無非是希望得到僱
主的認同，得到與勞動對等的回報。
然而港鐵前景令人擔憂，兩鐵合併後港鐵公司成為了獨
市鐵路運輸企業，沒有可競爭對象，導致同事議價能力
低，無法與位高權重的管理層抗衡。近年港鐵一味追求利
潤最大化，管理人員只問數字，壓力層層下壓，員工價值
也就不再被重視了，新舊同事都感到付出沒有得到認同，
人心日漸渙散。
工會認為，企業管理者有責任促進勞資關係良性發
展，建立平等互動的勞資關係。員工在工作場合中應得
到平等對待，職業不分貴賤，工作背後都充滿打工仔的
傾力付出。作為世界一流企業的港鐵公司，管理層應該
主動思考：如何對同事創造的價值給予應有的尊重與合
理的回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