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首：香港亘古屬中國
2047年後亦不會變 既是憲制規定亦是常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港大學學生
會刊物《學苑》再次公然鼓吹香港要成為「獨
立主權國家」，更稱「五十年不變」屆滿時的
2047年是香港的「二次前途問題」，特區行政
長官梁振英昨日回應傳媒提問表示，亘古以
來，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事實在2047
年之後也不會有所改變。他又強調，這是香港
基本法的憲制規定，是一個清楚的常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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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本土派」插爆

Alex So： 你班政棍以為咁樣華麗轉身9月
（立法會選舉）會有得救？

維尼： 成班死政棍，本土興起個（嗰）陣
就用力踩，踩唔死本土壯大，就急
著（着）扮本土想佔一席位？

Fbr Monk： 一直割席本土行動，大勢所趨有選
票了，就改什麼本土政綱，大狀黨
很冇（無）恥！

Nathan Tan： 當日與本土派割席！今日黎（嚟）
收割成果，公民黨好Ｌ無恥！

Zip Zip： 好似毛孟靜，從政已許多年
了，如今才來個忽然本土，先
來發現人口問題，好似發現新
大陸咁。

Ray Wong： 人話本土你話本土，他朝人話食
屎，你地（哋）班大狀係咪又食屎
先？

Jacob Leung： 香港傍（滂）沱大雨，你公民黨學
人扭大軑（軚），大家只想看見你
炒車。

李穎： 一個黨連自己中心思想都隨風擺
柳，咁無風骨，點跟啊大哥。

Chan U Leung：一個不斷幫新移民（新來港人
士）爭取福利既（嘅）黨，臨立
法會選舉前話自己本土，食屎
啦！

Annieng Ng： 你地（哋）呢班所謂嘅專業黨，依家
先講本土，仲要用10年時間，可唔
可以讓路，畀返新一代年輕人上。

畢良牛： 你肯定冇睇梁天琦政剛（綱），時
代革命呀！即是舊式思維巳（已）
落後……由新一代思維的人改變香
港。

公民黨擁躉護主

Celia Au： 本土有專利？如果我是專業的就不
能講本土？要讓路年輕人？幾歲才
算是年輕？其他社會中年丶老年人
就要被輕視？

Tommy Chow： 唔講本土又話人大中華膠；講本土
又話人假本土，真係好野蠻，好難
服侍，你地（哋）返去奶教主（黃
毓民）鞋底啦！

關秀婷： 大敵當前，統統維護香港民主自由
本土利益嘅黨派，都應團結不被分
化、槍頭對外！有些掛着本土的
皮，罔（肆）意攻擊維護「一國兩
制」港人自主的賣港賊，居心叵測！

Ken Wong： 日後本土派攪（搞）出事，死左
（咗）人。公民黨送副棺材就夠晒！

Joe Wong： 事實證明，互相批鬥係唔理性同無
意義，勸喻批鬥教（激進「本土
派」）教徒們盡早放下刀劍，唔好
再執行無謂既（嘅）人海批鬥圍剿
戰略攻勢了。

Joey Chan： 如果真心為香港，就應團結一致，
為何槍口不對保蝗（皇）及建制，
而要指着自己人，本是同根生，相
煎何大（太）急！如果是真心真意
為香港，真心愛香港，就要拿出你
們真心及熱誠捍衛香港，而不是天
天漫（謾）罵。

Andy Ho： 泛民同本土唔好再踩對方先最實
際，選舉無錯要分清楚路線，但無
必要踩自己人上。

Peggy Yiu： 議會內，勢孤力弱。議會外，一盆
散沙。

Fanny Fong： 有理寸步難行，無理橫行無忌！唯
有做好自己本份。

正當港大學生會刊物《學
苑》再煽「獨」引發社會爭
議時，公民黨鬼鬼祟祟地在
其facebook專頁上載「10周
年宣言」，大打所謂「本

土」牌，事實上就是煽「獨」。該黨稱自香
港回歸後，「中國政府的強力之手透過各種
有形無形的途徑，肆無忌憚地伸進了我們不
同領域的制度、組織和規章之中，侵蝕着香
港一地的原有基礎，衝擊着本地一制的獨特
性和完整性」，「我們別無選擇，……誓必
捍衛港人權益，守護我城價值。」激進「本
土派」狂批公民黨是為了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
舉，忽然打着「本土派」「收割」他們的選
票，行為無恥。

訟黨「本土」宣言遭圍插
在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後，激進「本土派」候

選人梁天琦雖敗於公民黨的楊岳橋之手，但選
後分析，不少原公民黨的選民改為投票予梁，
令一向「挺獨」、卻大耍語言偽術稱自己「非
獨」的公民黨陣腳大亂，特別是考慮到今年9
月立法會選舉，多個激進「本土派」組織都聲
稱要派員參選，勢分薄其黨選票，遂於昨日清
晨鬼祟地上載了一篇題為《為香港而立：本
土、自主、多元》的宣言。
該黨在宣言中大打「本土」牌，在行文中
口口聲聲稱香港為「我城」，需要「捍
衛」，又宣揚所謂「自主」，稱「我們回歸
後的命運早被人所主宰、被安排了。……北
京透過操控文本的詮釋權，再三打壓我們要
求民主普選的訴求，肆意摧毀香港人的尊
嚴、信心和信任」。
大概是被激進「本土派」恥笑他們在上周
財委會時「企鵝」一樣，只企着抗議而不敢
衝擊，令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追加撥款通
過，公民黨稱：「我們將結合議會內外的公
民力量，包括必要時訴諸公民抗命的方式，
抗衡當前崩壞的制度。」

陳雲嘲口號「講來都多餘」
選票在前，豈容他人染指自己的「專

利」？宣言一出，當然引起了激進「本土
派」的反彈。「港獨國師」、有意參選的陳
雲就在其facebook冷嘲熱諷，稱「本土是正
常，講來都多餘，正如公民黨的宣言的口號
是『為香港而立』，根本是自我嘲諷。一個

香港政黨，當然是為了香港而立，難道是離
地賣港的麽？」

指訟黨靠內地發財包藏禍心
陳又宣稱，多元「是與本土互相違背的。本

土不能多元，本土必須以香港人為主，以香港
習慣為主流，沒有多元這回事」，又聲言：
「公民黨這群人，包藏禍心，賣港之心不
死。因為這群人是做中港（內地與香港）生
意的，例如律師、會計師就是做大陸（內地）
公司、大陸（內地）人買樓而大發財。」
抽水不成被打臉。激進「本土派」發動網
攻，批評公民黨「忽然本土」，試圖「收
割」他們的成果，又要求公民黨的「老屎
忽」在今年選舉「讓路」予「年輕人」。
公民黨的支持者也不甘示弱，出言反擊，

批評激進「本土派」橫蠻無理、攻擊公民黨
居心叵測。

訟黨粉絲：養狗咬籮柚
在過去多次激進「本土派」鬧事，公民黨
的律師都為他們提供「法律支援」，特別是
楊岳橋曾在旺角暴亂時協助涉嫌暴徒，結果
「養狗咬籮柚」，有公民黨支持者氣稱：
「日後本土派攪（搞）出事，死左（咗）
人。公民黨送副棺材就夠晒！」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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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分子鬧訟黨「忽然本土」為「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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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思潮近年在

香港部分激進年輕人之
間興起，包括公民黨等
反 對 派 可 說 是 罪 魁 禍
首。他們不斷散播極端

排外言論，公然挑動社會對立撕裂香
港，導致激進「本土派」氣焰更囂張，
不把法律放在眼內，導致日後發生的連
串「反水貨客」、「光復」等滋擾內地
旅客的事件，更造成「港獨」在激進青
年之間抬頭。

毛孟靜范國威屢鼓吹「中港區隔」
在各反對派政黨中，除了社民連、

「人民力量」等傳統激進派外，公民黨
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和「新民主同盟」議
員范國威，在2014年開始，就不斷鼓吹
所謂「中港區隔」。

范毛兩人以「約 300 名市民」的名
義，在台灣「台獨」色彩濃厚的《自由
時報》刊登廣告，將香港住屋、旅遊設
施配套不足等問題，歸咎於個人遊政策
及新來港人士，更鼓吹所謂的「源頭減
人」，涉嫌歧視新來港人士。

范國威還曾經在立法會提出「動機不
良」動議：要求特區政府制訂政策以「港

人優先」，聲稱單程證制度是嚴重干預香
港途徑「赤化香港」，要求特區政府「收
回」單程證的審批權。

范毛兩人更聯同十多名「香港本土」
成員，高調在尖沙咀海防道一帶「拖
篋」帶頭「反水貨客」，向特區政府施
壓，要求為內地個人遊旅客設置人數上
限，及取消「一簽多行」政策云云，而
類似的示威行動會令兩地之間的民間關
係惡化，甚至引發其他的嚴重問題。

兩人又在立法會提出所謂「反大陸
化」的動議，聲稱「自香港『主權移
交』以來，特區政府制訂政策時『往往
只顧及大陸利益』。……徹底取消深圳
居民持一年多次赴港個人遊簽註（『一
簽多行』簽註）的措施」等。

在兩人「帶頭」下，所謂「本土派」
越來越激進，更演變成至今未息的「鳩
嗚」，以至連串在商場及街頭發生的激
進「本土派」暴力衝擊遊客的行動，令
香港零售業迎來寒冬。最嚴重的是，激
進「本土派」在包括范毛兩人等反對派
的包庇及縱容下，不單在行動上，在思
想上也越來越激進，令「港獨」流毒四
散，最終導致了旺角暴亂事件。

■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煽排外「港獨」更囂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旺角暴亂
後，令不少人擔心「港獨」猖獗，或影響中央對
港政策。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近日在北京接
受《南華早報》專訪時強調，「分離主義」、
「港獨」絕對不是香港社會的主流，「有些言論
被放大了。我們（中央）不這樣看香港，不這樣
看香港的年輕人。」香港絕大多數人是愛國的，
「我對香港始終保持積極、樂觀態度。我們（中
央）有足夠的耐心處理香港問題。」

關注暴力化 析原因趨勢
馮巍在專訪中談到香港激進勢力抬頭的現象，指

香港激進勢力近十多年來登上政治舞台，為香港的
政治文化和政治運作帶來很大的衝擊。「最近幾年
一直有所發展，從2012年的反對國民教育，到
2014年的『佔中』，以至今年的旺角暴亂，出現
了暴力化的傾向。我們對這種傾向非常關注，也在
分析其原因及發展趨勢。也許在未來一段時間，這
是一種我們不願看到，但必須正視的客觀現象。」
他坦言，激進勢力在香港冒起的成因複雜，包

括香港周邊地區經濟發展增速遠超香港，香港人
均工資中位數絕對值近二十年幾乎沒有增加，房
價則上升幾倍，引起一系列社會矛盾；在互聯網
時代成長，形成了年輕人以我為中心、突出個體
的特點，對社會和政治會持批判主義態度，反傳
統、挑戰權威，行事衝動。

現象非港獨有 或世界性潮流
馮巍又說：「這樣看就不難理解香港年輕人在

特定場合下的行為。個別青年人會受『分離主
義』影響。這種現象不單香港有，世界其他國家
也有，也許是一種世界性潮流。」

馮巍指，香港的民主化發展非常快，而從現實政治運作
看，香港的民主化程度非常高，但由於實踐時間不長，政治
人才不足，民主參與者的民主素質不高。不少人在行使自己
民主權利時對其他人的權利不夠尊重，對社會整體的關注和
責任不夠，對國家的關注和責任也不夠。「政治是一個實踐的
過程，年輕的從政者會逐步成熟起來，包括激進的從政者。」

強調「國家為香港做了好多事」
他特別提到溝通的重要，「國家為香港做了好多，我們

沒有講，有時我們講得不夠好。」今後，需要用香港人
「聽得明白、能接受和熟悉的語言」來表達中央政府的想
法，「這方面我們需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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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 》 近 年 一 再 煽
「獨」，近日又出版

的《香港青年時代宣言》，更為
明目張膽，由以往的「革命」、
「捍衛自治」、「排斥中國」，
變成直接將香港成為「獨立主權
國家」作為「訴求」，及要求
「全民制憲」。文章雖然承認，
香港無獨立的條件，但又稱「能
否獨立並非我們的主要考量，重
點是香港應否獨立」。《學苑》
又自行定義「香港民族」，從不
同方面搞「分裂」。

「五十年不變」指制度不變
被問及對該刊言論的看法，梁
振英表示，香港基本法裡說的
「五十年不變」，是指2047年之
前的50年，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
和生活方式不會改變。他表示，
相信多數人都認為2047年之後香
港的生活方式不需要改變。

須警惕「港獨」錯誤主張
他強調，「香港屬於中國一部
分，在香港基本法的序言裡面亦
已說了。亘古以來，香港是中國
的一部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事實，不存在一個在2047年
之後會有所改變，所以這是香港
基本法規定，是我們憲制的規
定，亦是一個清楚的常識問
題。」

梁振英去年在發表施政報告
時，已點名批評《學苑》主張
鼓吹「港獨」，包括該刊 2014
年2月以《香港民族命運自決》
為題，更於2013年編印一本名
為《香港民族論》的書，鼓吹
香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
路」。他當時明確表示︰「對
《學苑》和其他學生，包括
『佔中』的學生領袖的錯誤主
張，我們不能不警惕。我們並
要求與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的
政界人士勸阻。」
梁振英當時強調，在「一國兩

制」下，香港是國家的一個特別
行政區，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關係由香港基本法具體規定，
「香港的權力來自中央，中央通
過（香港）基本法向香港授權；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自治是
高度自治，不是『絕對自治』，
是根據（香港）基本法具體規定
的高度自治，不是隨意的自
治。」

對青年「是其是，非其非」
他肯定香港青年學生嚮往民

主、關心政制發展的心，但強調
作為成年人，要對大學生和其他
青年人要「是其是，非其非」，
及引導他們充分了解國家與香港
之間的憲制關係，使香港政制發
展討論不致「緣木求魚」。

訟黨「本土」網友對罵實錄

■公民黨鬼祟在facebook專頁上載「10周年
宣言」，大打所謂「本土」牌。 網上圖片

■梁振英昨日
指：香港是中
國的一部分這
個事實，不存
在在2047年之
後 會 有 所 改
變。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