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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 政情與評論

「熱血公民」製造的元朗騷亂，引
發嚴重衝突，導致多名示威者受傷，
38人被捕，但沒有一個是「熱血公
民」成員，而創辦人黃洋達則繼續隱
形，在絕對安全的環境下對示威者發
施號令。元朗騷亂引發輿論反彈，事
後黃洋達在其網台節目上，狠批當日
「熱血公民」面對衝突應變「近乎

零」，更怒斥核心成員鄭松泰在衝突時接受傳媒訪
問，形容「熱血公民」由頭到尾「行行企企」、「無
做嘢大隊就離開元朗」，缺乏行動力和機動力，為此
向大眾及支持者致歉云云。
黃洋達的所謂致歉可謂虛偽之極，不過是志在卸

責。原因是當日的衝擊行動不但引發天怒人怨，更令
到不少「同路人」對「熱血公民」的「縮骨」表現極
為不滿，其中一個激進組織「本土民主前線」更在
《蘋果日報》大控訴，指「我哋會保護示威者，熱血
公民冇」。原來，當日「熱血公民」在大規模衝突發
生前，已經全部撤走，鄭松泰當時更在網上沾沾自喜
地指一眾「熱血公民」成員已經安全到達元朗西鐵站
云云。
即是說，「熱血公民」搞了一場大龍鳳，擺明車馬

要發動暴力衝擊，但在做過騷接受過傳媒訪問後，就
靜悄悄地撤走，這種做法極為無恥。他們故意在行動
開始前，不斷煽動示威者情緒，挑動示威者與當區居
民、旅客的對立，並且明言要狙擊旅客。但到真的

「開打」之時，一眾「熱血公民」成員早已「陣容齊
整」地逃之夭夭，留下一班不知就裡的激進憤青四處
亂打亂撞，與居民及警方爆發嚴重衝突，並導致多人
被捕，包括只有十多歲的無知少年。這些人都不過是
網上憤青或社會廢青，聽從了「熱血公民」之流的煽
動「洗腦」走出來，但「熱血公民」其實從不將他們
當作「自己人」，所以在撤走時沒有告知他們，將他
們留在「戰場」，做了「熱血公民」的「替死鬼」。
事後他們知道被騙，於是向黃洋達大興問罪之師，
有人甚至揚言下次要狙擊「熱血公民」報復。眼見眾
怒難犯，於是黃洋達才要放低尊嚴，出來向示威者道
歉，表示「熱血公民」當日表現惡劣。但這也是一種
「語言偽術」，「熱血公民」的行徑豈只是表現惡

劣，而是出賣「戰友」，推「戰友」送死，這是「反
骨仔」的所為。黃洋達由於在上屆立法會選舉中，使
用「人民力量」招牌及資源出選，事後卻指自己不支
持「人民力量」，在激進派內早有「反骨仔」的稱
號，自然對此敏感。於是在節目中表面上是致歉，實
質是以退為進，將當日的責任全數推到鄭松泰、「法
國佬」等身上，以免影響到黃洋達的形象和「權
威」，更重要是不要影響其下年立法會的選情。
「熱血公民」這個組織不但鼓吹「港獨」、煽動民

粹、主張暴力抗爭，更在組織內大搞個人崇拜，大力
吹捧黃洋達為唯一領袖，這與「學民思潮」製造黃之
鋒的個人崇拜是如出一轍，說明這兩個組織根本不是
為了爭取甚麼公義，而是為了實現一些人的政治野
心、爭取其利益而產生的組織。這樣一個視道德、法
律、道義如無物的組織，這樣無恥的組織，恐怕在香
港很難找到第二個。

有比「熱血公民」更無恥的組織嗎？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責任編輯：朗 民 2015年3月4日（星期三）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在去年12月「佔中」失敗之
後已經在煽動暴動，說「熱切渴求真普選的人，或會
覺得非暴力唔夠」，預言「香港有機會出現暴動」。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更揚言，很大機會會再有
「佔領」行動或其他公民抗命活動。最近港大學學生
會宣布退出學聯，強調要推行本土主義，走向「獨
立」，搞另一場「佔中」。新當選的候任港大學生會
會長明言，若將來在抗爭運動中遇上暴力對待，港大
學生定必「帶盾穿甲」，「以武制暴」。這些都顯示
香港學運有進一步「本土化」、「激進化」以至「港
獨化」的趨勢。

「鳳凰龍獅旗」代表「香港獨立運動」
所以，這次元朗騷亂，並不是港人所理解的「反水

貨客」示威遊行，而是有計劃以暴力行動擴大「港
獨」影響力的嚴重事件。在騷亂中，最激進、最暴力

的，首推在最後才出發的一批黑衣口罩男，不少為
「佔中」激進分子，「佔領」龍和道就是這一群人，
他們也是3月1日晚發動「佔領元朗大馬路」的主力
軍。這些人被捕後，負責保釋他們的就是為「佔中」
組織提供法律服務的任建峰等人。這說明元朗騷亂，
與「佔中」的「勇武派」有千絲萬縷關係。

另一方面，「本土民主前線」等激進組織近期愈益
高調介入各種衝擊行動，他們明目張膽提出「香港建
國」主張，舉起了「鳳凰龍獅旗」，宣揚這面旗幟是
「香港建國」的旗幟，並且沿途叫喊「我們不是中國
人，我們是香港人」、「中國人滾回去」等口號。
「鳳凰龍獅旗」的設計者更直指，「鳳凰龍獅旗」有
別於另一本土派團體的「龍獅旗」，鳳凰圖案設計源
自1946年香港戰後「重光」的紀念郵票，當時郵票上
有「鳳鳥復興，漢英昇平」八字，寓意香港能從絕境
中浴火重生。現時的「鳳凰龍獅旗」則代表「獨立運

動」或「獨立」後的香港，表示要推動「去中國
化」，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

「港獨」勢力的冒起，始於 2012 年的「反國教運
動」，反國教得逞後，「港獨」分子在大學內的活動
更加猖獗，不斷出版刊物向學生「洗腦」。根據香港
大學2013年12月的港人身份認同民調顯示，有35%覺
得自己是「香港人」，只有22%自覺是「中國人」，覺
得自己是「香港的中國人」或「中國的香港人」的合
計有43%。對比一年前中文大學的同類調查，認為自己
是「香港人」的升幅近五成。2012年10月，facebook
有人更發動「虛擬公投」，提出一個議題：「假如聯
合國以第1516號決議案，讓香港人可以重新自決香港
的政治前景，你會選出？」四個選擇包括「維持現
狀」、「香港獨立」、「回歸英國」、「中華民國
（台灣）」接管。結果在參與投票的網民當中，最多
人投的是「香港獨立，成立香港民主共和國」，第二
為「回歸英國」。這一系列行動，反映了「港獨」勢
力不斷在校園及青少年中進行滲透「洗腦」。

「港獨」勢力已經越來越猖獗
近年，台灣民進黨的「台獨」勢力，亦不斷派人來

港向反對派骨幹及大學生進行「抗爭培訓」，傳授街
頭鬥爭和宣傳「港獨」的策略，教授怎樣吸引社會人
士和國際傳媒注意，怎樣擴大國際影響，怎樣爭取外
國勢力的支持等。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一系列煽
動「港獨」文章的出籠，就是為配合「佔中」以及之
後的街頭鬥爭。在「佔中」期間，親台灣的所謂教授
和學者，紛紛到「佔領區」演講，大力鼓動香港和台

灣聯合起來，「反抗中共的統
治」，氣焰囂張。

「港獨」的宣傳，第一步最
初僅在網絡上；第二步則通過
街頭暴力活動，爭取國際的影
響，由網絡帶進主流媒體及社會。「港獨」勢力大約
可分為陳雲及其支持者的「香港城邦建國派」以及
「港獨派」。前者主張所謂「香港城邦」的「實然主
權」，香港有國家之實，只是無國家之名。現階段，
「港獨」力量要做的是捍衛香港的「實然主權」，復
興香港文化，「在中共強勢的時候，我們據理力爭、
勇武行動，以普選來鍛煉『香港國』，用文化來復興
『香港國』」。與此同時，他們不斷在報章和網絡上
宣傳「中國經濟必然崩潰論」，要做好準備，假如一
旦中國的經濟崩潰，香港怎麼乘機「獨立」？他們認
為「到了中共願意談判、或中共崩解的時候，我們尋
求『獨立』，取得全部國家主權。這是『香港建國』
之路。之後香港國與中國和『台灣國』建立正式的邦
聯關係」。這是親近「台獨」勢力的主張。

但靠近外國勢力的另一「港獨派」則不認同這種做
法，提出「香港獨立是構思香港的民族性，尋求民族
自決權，之後在適當時候，尋求獨立，建立香港
國」。其階段論是第一步提出「香港建國」，而不是
立即實現「香港獨立」。由此可見，「港獨」勢力已
經越來越猖獗，不但有理論、有宣傳平台，更採取了
街頭暴力行動，已經不再停留在所謂「言論自由」的
範疇。社會各界必須採取行動，對於「港獨」歪風必
須做到露面即打、人人喊打。

元朗騷亂高舉「香港建國」的「鳳凰龍獅旗」代表甚麼？
3月1日，「熱血公民」和「本土民主前線」等所謂「港獨勇武派」三百多名成員，到元

朗搗亂，舉起了代表「香港建國」的「鳳凰龍獅旗」，說明「港獨」勢力愈益肆無忌憚，企

圖通過製造騷亂事件，為下一步的「港獨」行動鋪路。事實上，元朗的騷亂，並不是港人所

理解的「反水貨客」示威遊行，而是有計劃以暴力行動擴大「港獨」的影響力，吸引國際傳

媒關注的嚴重事件，也是「佔中」爭取「香港命運自決」的延續。「港獨」勢力已經越來越

猖獗，而且採取了街頭暴力行動，不再停留在所謂「言論自由」的範疇。如果採取姑息主

義，「港獨」的雪球將會越滾越大，屆時勢必衝擊香港的繁榮穩定，到時再採取行動，為時

已晚。對於「港獨」歪風必須做到露面即打、人人喊打。

蒐簽名發動「退聯」
學聯改革「交白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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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行
政管理委員會就立法會大樓保安措施提出改
善建議，包括在立法會大樓多個出入口加設
閘門及電捲閘，又提出設立「顏色警示系
統」，新裝設的閘門及捲閘在發出黃色或紅
色警示後便會關閉，在平日正常情況下則保
持開啟。
立法會因應去年6月反對發展新界東北團

體，及 11月違法「佔領」者的衝擊，聘請
顧問研究加強保安。立法會行管會昨日向議
員提出加強立法會大樓保安的建議，包括在
停車場入口、東面入口以及立法會花園，加
設3米高金屬閘和圍欄以及裝設防撞矮柱，
及為廣場的閉路電視加設錄音功能。
在有需要時，可規定所有訪客、職員和記

者進入大樓前接受安全檢查，並為每名議員
獲發的職員通行證設定上限。

黃色促警候命 紅色要求行動
行管會又提出設立「顏色警示系統」，當

大樓附近有大量示威者集結，部分人行為粗
暴，極有可能發生衝突時，立法會便啟動黃
色警示，秘書長在徵詢行管會主席及另外兩
名當然委員意見後，會要求警方在立法會候
命。
在大樓附近爆發暴力衝突，對大樓使用者

構成即時安全威脅，就會啟動紅色警示，秘
書長可要求警方採取行動，並立即通知立法
會主席，由主席決定應否暫停會議。新裝設
的閘門及捲閘在發出黃色或紅色警示後就會
關閉，在平日正常情況下則保持開啟。

葉國謙：通行證上限須再研
行管會成員、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表

示，他也希望立法會是開放的地方，但經過多次衝
擊事件後，大樓保安有必要加強，在顧及公眾形象
之餘，也要保護大樓員工。過去，有議員與大樓外
集會者關係密切，不應容許有關人士使用通行證進
出大樓，但他認為上限數目要再研究，不能影響議
員的工作。

受惠預算案大增 66%市民反拉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社會各界對新年
度財政預算案評價正面，但激進反對派聲言在相關撥款
條例提交立法會審議時拉布。香港研究協會昨日公布的
最新調查發現，48%市民認為自己有受惠於預算案，較
去年同類調查大幅增加24個百分點，同時66%市民不贊
成拉布，促請立法會議員理性審議預算案。
香港研究協會2月26日至3月2日成功訪問了1,115名

市民，了解他們對今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意見。結果發
現，香港市民對今年度預算案的評價有所改善，三成半
受訪者表示預算案「有」照顧各階層需要，較去年同類
調查增加18個百分點，而表示「沒有」的則減少22個百
分點，佔47%。

同時，有48%受訪者認為自己有受惠於預算案措施，
較去年增加24個百分點，而認為「沒有」的則佔四成，
較去年減少24個百分點；34%受訪者認為「中產」人士
受惠最多，37%認為「夾心階層」人士受惠最少。
就有反對派議員預告會於審議預算案時拉布，66%受

訪者表示「完全不贊成」及「不太贊成」，而26%則稱
「非常贊成」及「較贊成」，反映大部分市民對拉布行
為不表支持，希望立法會議員能理性審議預算案。

滿意理財表現增18百分點
調查也問及受訪者對政府理財表現的滿意度，33%人

表示滿意，較去年增加18個百分點，表示不滿意則有

33%，減少17個百分點，比例差距雖有明顯收窄，但反
映香港市民對政府財政盈餘的使用仍未達共識。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呼籲立法會議員尊重主流民意，

不要在審議預算案時拉布，又建議財政司司長就盈餘的
使用多徵詢社會各界意見，特別是「未來基金」及退休
保障等涉及使用大筆盈餘的項目，為結構性赤字及人口
老化問題等做好準備。
另外，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民調顯示，市民對財政預
算案的反應正面，預算案發表後當晚的調查發現，滿意
率達45%，比去年同樣調查的24%大幅上升。其後兩日
所做的首輪跟進調查發現，市民消化有關資訊後，反應
維持正面，滿意率仍達44%，只有兩成人表示不滿。
同時，54%市民認為財政司司長提出的紓緩市民壓力

措施足夠，約40%受訪者認為不足，另外一半人認為今
次預算案惠及中產。至於預算案提出短期措施支援受
「佔領」運動影響的行業，超過60%受訪者認為足夠，
約20%認為不足。

中大本土學社及中大學生會退出學聯
關注組前日開始收集同學聯署，要

發動「公投」決定學生會是否退出學聯。
中大本土學社發起人劉穎匡昨日指，他們
早前已提出要求學聯改革，例如「普選」
秘書長，但對方一直「交白卷」，連改革
時間表都沒有，對此感失望。發動是次投
票，是希望施壓要學聯回應改革的訴求，
而非追究學聯「佔中」時的決策。
他續稱，截至昨日，學社已收到近百個
簽名，反應不錯，未來會繼續「洗樓」、
擺街站和派發傳單收集簽名，目標下周向
中大學生會代表會提交5%（830人）本科

生的聯署，有信心成功啟動「公投」，但
對於「退聯」會否獲通過未敢過分樂觀。

港大「退聯」代表性續減
中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發起人朱喬

雋則稱，有一大部分同學對學聯已信心盡
失，加上港大成功「退聯」後，代表性進
一步削減，而中大學生會獨立存在較留在
學聯更能代表中大學生。
新上任的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郭翠瑩

則回應稱，願意就學聯問題改革，包括透
過民主牆、電郵公開會議文件、公開招募
中大生加入學聯代表團，讓基本會員亦能

列席學聯會議及表達意見，及定期舉行
「議政大會」，加強與學生溝通。

學聯研「老鬼」選票修例補鑊
就學聯秘處書由「老鬼」操控問題，她

辯稱，學聯正考慮修改去屆代表團於選舉
秘書處時的票席，及研究不讓秘書長於常
委會投票等，希望釋除疑慮。該會並擬下
周就「退聯」舉行民調了解同學意向。
理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本周起在校

內設街站，目標是兩周內收集900個即全
體學生5%聯署啟動「退聯公投」程序。
召集人陳浩天表示，截至昨日已收集300

個簽名，若收集足夠聯署，將呈交評議
會，預計10天內可啟動「公投」，而「公
投」超過10%的投票率即便生效。

理大生批逾百萬會費「不知所終」
陳浩天批評，學聯存在不少問題，直接

影響理大生的權益，例如理大生每年共需
向學聯繳交近10萬元的會費，有學生卻
連自己是學聯會員也不自知，而學聯過去
12年也一直無公開財政狀況，意味來自
理大生逾百萬元的款項「不知所終」。他
認為有必要發起「公投」，無論學生支持
或反對「退聯」，都應該表達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學聯制度欠代表性，且

多年來行政財務運作混亂，先後被多所大學學生唾棄。繼

香港大學學生會成功通過「退聯」，嶺南大學即將就「退

聯」投票後，中文大學及理工大學本周起也分別開始收集

學生簽名，只待獲足夠聯署後即啟動「退聯」投票程序，

不久將來學聯料會四分五裂。中大「退聯」搞手指，已給

予時間要求學聯改革，但對方「交白卷」對此感失望，只

能發動「公投」施壓，迫其回應。

中大
理大：

■■郭翠瑩郭翠瑩（（右二右二））表示表示，，學聯學聯
正考慮修改去屆代表團於選舉正考慮修改去屆代表團於選舉
秘書處時的票席秘書處時的票席。。 馮婷芝馮婷芝 攝攝 ■理大學生

會退聯關注
組在校內擺
設街站，目
標是兩周內
收集900個
學生聯署啟
動「退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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