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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旅遊業、零售業因遊客急挫而不振之際，
昨日再有「本土派」激進組織在上水發起針對內
地旅客的反「水客」行動，其間有示威者指罵內
地旅客及滋擾店舖。一小撮激進分子為一己私
利，排外反同胞，趕客倒香港米，嚴重危及香港
繁榮穩定。包括「沉默大多數」在內的廣大市民
不能再聽之任之，必須積極主動發聲表達不滿，
以強大民意遏止損害香港整體利益的惡行。同
時，政府要更主動向內地同胞進行解釋工作，說
明絕大多數香港市民歡迎內地遊客，對內地同胞
態度友善，少數激進分子絕不代表香港人，希望
內地同胞不必因反「水客」行動而對香港產生不
必要的不滿和恐懼，甚至從此疏遠香港。

近期訪港人數持續下滑，導致本港零售業表現
差強人意，這正是去年違法「佔領」行動和後來
連串反「個人遊」激進行動的後遺症之一。年底
的區議會選舉臨近，「本土派」激進組織為了吸
引激進選民的支持，在區選中有所斬獲，蟄伏近
半年時間後又張牙舞爪，打着捍衛本港利益的旗
號，掀起新一波反對內地同胞的激進行動。如果
任由他們作惡，零售業、旅遊業勢必進一步遭受
衝擊，令香港經濟雪上加霜。

香港市民熱情好客、文明有禮，歡迎來自世界
各地的遊客，更何況是同屬一家人的內地同胞。
內地遊客來港旅遊、消費，直接影響相關行業的
收入和就業狀況，與香港市民的利益息息相關。
對此，絕大多數香港人清楚明白，不會因為少數
「水客」造成的不便而抗拒所有內地同胞來港旅
遊、消費，更不會認同「本土派」的趕客倒米行

為，反而對「本土派」粗暴野蠻、挑戰法治的行
徑反感厭惡。但是，大多數香港市民不熱衷政
治，不希望捲入政治漩渦，因而成為「沉默的大
多數」。不過，如今「本土派」胡作非為，已經
令香港經濟受重傷，已經威脅到香港的繁榮穩
定，面對全港每個人的利益都受損的惡行，大多
數市民還能保持沉默、置身事外嗎？

去年違法亂港的「佔領」行動一度氣焰囂張，
示威者明目張膽衝擊警察、違反法庭禁制令，視
法治如無物。「佔領」行動最終慘淡收場，其中
一個重要原因是激起了民意的強烈反彈。面對183
萬個反「佔中」簽名、八成民意反對的強大壓
力，「佔領」行動的搞手自知不得人心大勢已
去，不得不知難而退。如今，為了香港及自己的
利益，廣大市民同樣需要再度挺身而出，大聲向
排外反同胞的激進分子說不，對無禮對待內地同
胞的言行不再保持緘默，不再姑息縱容，以遏止
趕客倒米情況氾濫惡化。

同時，政府有關方面應該制定有效的措施，通過
不同渠道和方式，向內地同胞清楚說明，絕大多數
港人歡迎、支持兩地開展經貿、文化等全方位交流
往來，實現互利共贏。一小撮激進分子惡意趕客，
代表不了香港主流社會，代表不了多數香港人的態
度。特區政府、旅遊業已齊聲譴責激進分子針對內
地同胞的言行，執法部門更會嚴厲打擊藉反「水
客」為名的辱客趕客行為，堅決維護內地來港旅客
的安全和權益，香港作為「旅遊之都」、「購物天
堂」的大門始終向內地同胞敞開，內地同胞可以打
消顧慮，放心來港旅遊、消費。

趕客只是一小撮 齊聲譴責遏惡行
日前香港又發生一起嚴重的倫常慘劇，一

名失業、失婚及中風失去工作能力的父親，
疑因對生活感到絕望而親手用毒藥將兩個年
幼的兒子殺害，伴屍數日後自己再燒炭身
亡，悲劇令人傷痛唏噓。近年來，這類悲劇
不時出現，一方面顯示在巨大的社會工作和
生活壓力下，市民需要高度注意精神和心理
的健康，要以樂觀豁達的生活態度面對困
難，無論如何都不應自尋短見，更不能禍害
他人；另方面，這種存在嚴重問題的家庭，
事前未能得到政府社會福利部門以及相關社
服團體的協助，也反映香港確實存在一些陽
光沒有照射到的角落，政府有關部門以及社
會團體，應該以創新的思維和細緻的方式，
研究如何加強合作，將社會關懷的網絡盡可
能覆蓋到每一個需要關懷和幫助的家庭。

據報道，這位52歲的父親，是一位離婚人
士，自己一個人照顧有自閉症的10歲長子，
還有一個讀小學三年級的8歲幼子。最近，他
因中風而失業，面對多重壓力，感到心力交
瘁並對未來完全失去信心，萬念俱灰之下終
釀人間悲劇。根據有關資料，自 2010 年以
來，類似父母因疾病或其他問題而帶同其子
女共赴黃泉的個案，就有10多起，導致這些
悲劇的原因，一些是因大人受到精神疾病折
磨，在病發時無法控制自己；有些是因受失
業或其他家庭問題困擾，一時失去理智所導
致。這些悲劇提醒人們，在香港這個工作和
生活壓力都較大的地方，成與敗、得與失、

分與合、樂與哀的故事，每天都在發生，也
可能降臨在每個人身上，尤其是在香港經濟
進入下調期時，困難和波折可能更多，大家
都要以平常之心應對，更要格外注意疏導不
良情緒，保持精神和心理的健康。

另一方面，政府社會福利署等有關部門，對
這些慘案的頻頻發生，要予以更高度的重視，
尤其要研究如何用創新和前瞻的思維方式，將
關懷的網絡，覆蓋到每一個有需要協助的家
庭，儘量避免這類慘劇的發生。據社署發言人
事後表示，慘劇發生前並沒有接到過上述家庭
的求助，換言之，由於相關家庭沒有主動求
助，相關機構就未能夠及時提供支援。從「以
人為本」的社會人文關懷要求而言，這種被動
等求助的模式，顯然難盡人意。事實上，由於
一些有問題的家庭，出於傳統的觀念，自尊心
比較強，遇到情緒問題時，往往難以啟齒，更
不會主動向外求助，如果問題處在嚴重狀態，
又得不到及時的支援，就容易出現自殺甚至帶
兒女一起毀滅的倫常慘劇。因此，社會福利署
應該與有關志願團體一起，研究更加積極主動
的創新方式，將協助問題家庭的觸角延伸得更
長、更深入，建立能夠覆蓋香港所有「高危」
家庭的社會關懷網絡；對這類問題家庭，除按
照政府有關規定，給予必要的生活津貼等財政
支持外，更要定期進行探訪和慰問，發現異常
情況，就要及時採取適當的方式介入，盡一切
可能防範悲劇於未然。

（相關新聞刊A6版）

倫常慘劇不可再 全面關注防未然
A3 重要新聞

上水搞事黑手 本報揭真面目
神秘黑衣女面授機宜即閃 口罩男換裝換眼鏡避追蹤

發動這次「光復活動」的是網上專頁「本土同盟」及「上水人上水事」，但有
關組織者卻不肯透露他們屬於哪一個組織。記者發現，昨日下午2時許，當

響應參與遊行者陸續抵達上水火車站時，兩名穿黑T恤及戴口罩的年輕人自稱是活
動的組織者。遊行開始前，一名黑T恤青年突然走近站在車站路口拐角的一名黑衣
女子身旁，只見兩人嘀咕了一番，而該名黑衣女好像在訓示什麼，黑T恤青年則不
斷點頭，隨後，黑衣女迅速閃身離開，之後再也沒有出現在遊行隊伍中。

「本民前」「鳩嗚團」「城邦派」等登場
遊行開始後，以黃台仰為首的「本土民主前線」成員、以「旺角鳩嗚團」為核

心的「人民力量」成員、以鄭俠、溫晧宗等為主的「城邦派」成員、以梁金成為
首的「北區水貨客關注組」成員紛紛加入遊行隊伍，但除了幾乎在所有遊行抗議
場合均打着一面「龍獅旗」的「美國隊長」容偉業等個別人外，各參與者並沒有
打出各自組織的旗幟。
作為這次遊行活動的組織者，黑T恤青年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自稱姓梁，但卻戴
着黑口罩不願意以真面目示人。不過，記者稍後跟隨他到上水站時，卻發現他已
換了裝束，似乎是擔心被人認出。只見他換走黑T恤，改穿一件淺藍色牛仔恤，
更將遊行時所戴的橢圓形眼鏡換成粗框的四方形眼鏡。而使用的火車票，也刻意
不用「八達通」改用單程車票。據悉，如此做法是防止遭警方追查時了解其行
蹤。

多人過去一年曾被警方拘捕
本報在翻查資料時發現，在遊行參與者中，有多人在過去一年曾因不同罪名被
警方拘捕，其中，這次以「本土同盟」名義組織「光復上水」遊行的梁姓男子與
一名曾於「佔中」期間被警方拘捕的青年非常相像。該名報稱跟車工人的梁志
恒，今年28歲。去年10月18日凌晨，他涉嫌在旺角彌敦道向警員投擲鐵馬被捕，
後被控「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今年5月12日，梁志恒在觀塘法院
被裁定罪成，但他不服判決申請覆核聆訊，至7月22日，梁志恒向法庭呈交另一
個當時拍攝的視頻畫面，力證自己無辜，有關證據最後獲裁判官接納而改判無
罪。消息透露，由於梁男與激進組織「本土民主前線」關係密切，因此，作為
「本民前」發言人的黃台仰這次也特別率多名成員到上水為其「撐場」。

「大鵬金翅神將」是「國師」追隨者
至於昨日也參與遊行的「城邦派」成員溫皓宗（Sammy Wan），則是宣揚「香
港建國」的「城邦派國師」陳雲的忠實追隨者，在「城邦派」成員中被稱為「大
鵬金翅神將」，也與梁金成（圈內稱「金金大師」）關係密切，兩人都曾是陳雲
搞的「城邦論壇」的座上客。資料顯示，溫皓宗在去年「佔中」期間經常與其他
「城邦派」弟子出現在「佔旺區」。在今年3月，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CSTCB）拘捕一名溫姓男子，他涉嫌在網上公開教授示威者衝擊警方防線方
法，以及轉載製作汽油彈及閃光彈等訊息。資料顯示，該被捕者正是溫皓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激進組織昨日再次在上水發起所

謂「反水貨客」遊行活動。本報記者發現，幾乎所有香港激進本土

組織及「港獨」組織都有成員參與，其中以「本土民主前線」、

「城邦派」及「人民力量」屬下的「旺角鳩嗚團」成員最多。今次

遊行的組織者，在去年非法「佔中」期間，曾涉嫌「在公眾地方內

擾亂秩序」罪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昨日再有激進反對派
團體發起針對內地旅客的所謂「光復上水」激烈行動，
香港社會各界昨日強烈批評，趕客行動不僅嚇怕內地旅
客，更對香港零售業落井下石，打爛基層市民飯碗，完
全違背港人利益，「不正義、不道德及不顧及他人」，
他們以「本土」為名騎劫港人的企圖不可能得逞。各界
認為，這些反文明的行動只會增加兩地矛盾，不利香港
整體發展，促請所謂「本土」派停止針對內地旅客的行
動，廣大市民更應發聲譴責，不能再讓激進分子「倒香
港米」。

黃友嘉：徒有「本土」名 不符港人利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主席黃友嘉昨
日接受本報訪問時，批評反水客行動無聊兼與民為敵。

他指，最近零售業數據表現不如人意，對港人就業的影
響逐步浮現，這本來就是去年「佔領」行動和連串反個
人遊行動所造成的後遺症，現在，一些人還要再做一些
行動，令香港經濟雪上加霜，可謂十分討厭。他認為，
今次這些反水客者針對內地旅客的行為，不但嚇怕內地
旅客，而且完全不顧港人飯碗，香港人也不會認同。
黃友嘉又指出，這些標榜「本土」的反水客者，在香
港經濟遇上危機的時候落井下石，徒有「本土」之名，
做的卻是不符合港人利益的行為，根本不可能代表香港
人。如果讓這些人繼續「倒香港米」，窒礙香港發展，
絕非香港之福，廣大市民應積極發聲，譴責這些倒行逆
施的行為。

陳勇：無權打爛人飯碗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亦批
評，香港的旅遊業及零售業因反水客行動受到打擊，示
威行動不利香港的經濟發展，反水客行動損人不利己，
所謂「光復上水」是「不正義、不道德及不顧及他人」
的行動。今次參與者佩戴黑色口罩遊行，顯然自知行動
並不光明正大，才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他認為，示威者
有權透過其他合法途徑表達意見，卻無權打爛他人飯
碗，影響他人生計。

麥美娟：借題發揮 損港形象壞經濟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則直斥，「本土」派以反
「水客」為名借題發揮，再發動激進行動，乘機挑撥兩
地矛盾，嚴重損害香港形象及破壞香港經濟，行為極不
可取。她強調，「香港面對好多外來競爭，實應好好增

加自己的競爭力，而不是整天陷於內鬥之中，變成封閉
城市」，有關行動累及基層、前線員工的生計，其中飲
食業便相繼出現失業潮，不少打工仔早已感到非常憂
慮，促請所謂「本土」派勿因政治目的連累廣大市民。

顏汶羽：製造兩地矛盾 對社會無益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指出，反水客行動不尊重他

人，當然不會被香港市民接受。而社會上有少數人不斷
針對內地旅客趕客，製造兩地矛盾，對社會毫無益處，
特別是以基層僱員為主的零售業開始進入衰退期，趕客
行動打擊旅遊業，增加失業率，更百害而無一利。他希
望示威者理性處理問題，而非以暴力行動對待旅客。
民主黨主席、立法會議員劉慧卿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

目時，亦質疑「本土」組織口中所謂的水客，現時到底
對港人造成多少影響。她稱，水客以往的確造成滋擾，
認同特區政府早前為此作出相應對策，對昨日再有「本
土」派發起反水客行動感到疑惑，「有無真憑實據話
（水客）真係好困擾？」她強調，市民可自由表達意
見，但絕不贊成以「暴力、粗口、踢人」方式表達。

各界籲發聲 勿讓激進者「倒港米」

■■上圖上圖（（張得民張得民 攝攝）：）：梁男在遊行梁男在遊行
時戴着黑色口罩時戴着黑色口罩。。下圖下圖：：梁姓男子梁姓男子
在遊行結束後在遊行結束後，，除下口罩除下口罩、、換了上換了上
衣及眼鏡衣及眼鏡，，準備在上水火車站購票準備在上水火車站購票
離開離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上圖（張得民 攝）：
「城邦派」骨幹溫皓宗（右
三）昨日出現在遊行隊伍行
列。右圖：溫皓中（中）與
梁金成（右）都是「城邦論
國師」陳雲的信徒。

資料圖片

■■ 上 圖上 圖（（張 得 民張 得 民
攝攝））：：這名這名「「城邦城邦
派派」」成員成員（（藍色藍色TT恤恤
者者））參與參與「「光復上光復上
水水 」」 遊 行遊 行 。。 下 圖下 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今年今年
77月底月底，，這名身穿藍這名身穿藍
色色TT恤的恤的「「城邦派城邦派」」
成員手持污辱警察的成員手持污辱警察的
紙牌紙牌，，在屯門法院外在屯門法院外
抗議法院對一名襲警抗議法院對一名襲警
女子的判決女子的判決。。

■■黃台仰黃台仰 張得民張得民 攝攝

■■梁男梁男（（背面背面））
在遊行開始前在遊行開始前
走近車站拐角走近車站拐角
處的一名黑衣處的一名黑衣
女女（（紅圈示紅圈示））
身旁私下交身旁私下交
談談。。

張得民張得民 攝攝

■■這名撐傘戴眼鏡男子昨日出現在上這名撐傘戴眼鏡男子昨日出現在上
水水「「反水貨客反水貨客」」遊行隊伍中遊行隊伍中。。他也經他也經
常參與常參與「「人民力量人民力量」」的旺角的旺角「「鳩嗚鳩嗚
團團」。」。 張得民張得民 攝攝

■■「「城邦派城邦派」」
活躍分子鄭俠活躍分子鄭俠
（（左一左一））竟戴着護竟戴着護
脛參與遊行脛參與遊行。。

張建民張建民 攝攝

口罩男真面目 「城邦派」骨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