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崩壞論」立心不良 絕非港人意願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日前在
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聲稱，一旦當選會容許
日本和韓國擁有核武，來對抗朝鮮和中國。特朗
普的這番言論不僅完全違背了國際社會防止核武
器擴散的普遍共識和莊嚴承諾，而且是用早已被
世人唾棄的冷戰思維來挑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
流，有損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也嚴重損害中美
正在共同構建的新型大國關係，損人更不利己。
對特朗普極端言論的謬誤和危害性，美國和國際
社會必須有充分的警惕。

特朗普日前在接受美國媒體訪問時首次詳述其
外交政策及理念，他完全不理會美國當局目前奉
行的外交政策，把二戰之後乃至當今各國共同建
立的國際新秩序拋在一邊，揚言如果當選總統，
就會容許日本和韓國擁有核武器，讓這兩個國家
不必單靠美國的核保護傘，就可以對抗朝鮮和中

國。
他的這番言論一出籠，就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震

驚和強烈批評。眾所周知，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
界的主流，經歷了上世紀冷戰和核恐懼之下的世
人，都非常反對戰爭，尤其是要全面防止核擴
散，盡力避免人類社會再次受到核戰魔影的侵
害。1968年7月1日，由美、英和當時的蘇聯及
其他 59 個國家發起締結簽署了《核不擴散條
約》，明確規定有核國家保證不直接或間接地把
核武器轉讓給非核國家，不援助非核國家製造核
武器；非核國家保證不製造核武器及不尋求核武
器的轉讓和援助。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
包括日本和韓國都加入了這個條約。努力制止核
擴散，共同避免核戰爆發，成為全人類的共識和
包括美國在內的絕大多數政府的莊嚴承諾。尤其
是當今世界，冷戰已經結束，和平與發展成為時

代的主旋律，但特朗普竟然還重拾早已過時的冷
戰思維，置莊嚴的國際條約於不顧，逆時代潮流
而動，赤裸裸地鼓吹核擴散，令世人非常震驚。
他的言論，無疑也給目前處在緊張狀態下的朝鮮
半島局勢火上加油，有損東北亞地區的和平穩
定。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聲稱的讓日本和韓國擁
有核武來對抗中國的想法，更是嚴重損害中美兩
國關係。近年來，在中美雙方的共同努力下，中
美兩國正在構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造福兩國
和世界人民的新型大國關係。但是，特朗普的言
論不僅沒有顧及中美合作大於對抗的現實，相
反，還用陳舊不堪的冷戰思維來製造矛盾，挑起
對抗，甚至企圖用核擴散的極端手段來對付中
國，不僅違反國際合作的時代潮流，也和美國政
府現行的政策和美國民眾的願望背道而馳。

特朗普自去年６月宣佈參選以來，為了製造所
謂轟動效應，一直行事乖張、口沒遮攔，被視為
美國保守主義的「毒瘤」。此次他在外交政策上
又一次口出狂言，暴露出他在外交方面的無知與
狂妄。人們普遍希望這些言論只是特朗普一時的
競選策略，而不是真正考慮實施的做法。否則，
美國自身也會在這種冷戰思維的引導下，蒙受巨
大損失。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捲入越戰，令美
國國力衰退、美國大量人員傷亡、社會遭受沉重
打擊的事實，就是前車之鑒。無論誰當選美國總
統，都必須秉持和平發展的理念，正確處理好中
美關係及共同維護東北亞的和平穩定，絕不能窮
兵黷武，更不能鼓吹使用核武等極端手段。如果
企圖將核武器擴散到日、韓，甚至用來對付中國
的話，恐怕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核戰的陰雲
也勢必籠罩到美國頭上。

特朗普的核擴散妄言有違時代潮流

陳偉業狂言「港獨」「吸人才回流」
各界批荒謬：市民不支持 只會嚇走人才

網言「空襲中聯辦」
「港獨」分子涉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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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分子再度視法律如無物，不斷在網上發
佈充滿挑釁性的訊息，為香港特區添煩添亂，危害
社會及市民安全。近日有人在網上發佈一些聲稱
「勇武報復」的圖片，包括「槍擊解放軍軍營」，
甚至「空襲中聯辦」，又指要用氣槍「射爆中國

旗」等，狂妄行為目無法紀。有法律界人士認為有關人等
已有觸犯不誠實取用電腦罪之嫌，最高刑罰為監禁5年。
至於侮辱國旗罪，最高亦可被判罰款5萬元及監禁3年。
近期經常有人透過網絡散播「港獨」思想，繼有人發

帖教唆網民自製武器，煽動網民犯罪後，一個名為「香
港共和軍 Hongkonger Republican Army」的組織，近期
便不斷在其社交媒體facebook（臉書）專頁發帖留言，
鼓吹仇視國家，又聲言要採取所謂「大報復」。
本月24日，該專頁連發數帖，包括列明「大報復」、
「空襲中聯辦」的帖子，由多張圖片組成，包括一支氣槍
及槍彈、一部航拍機，以及兩張大廈外貌照片，並有箭嘴
指示，意指被氣槍擊中部分。另有一帖則列明是「停不了
的勇武報復」、「槍擊解放軍軍營」，圖片包括軍營外
貌，以及一堆槍彈等。另外「大報復的延續」，則是「槍
擊解放軍高級軍官官邸」。
專頁又對中國國旗極不尊重，如有一帖表明：「毀滅中

國國旗就是正路」，更有一帖引述「香港獨立聯盟」在
twitter的發帖，表示要「射爆中國旗」，做法令人髮指。

律師：警可接觸拍攝發帖者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目前單憑照

片資料，雖然罪行未算明顯，但已有犯罪之嫌。警方可
以繼續跟進個案，如接觸拍攝者、發帖者等，如有更多
證據，就可以考慮檢控，之後再由法庭判決是否有罪。
他表示，雖然照片未能斷定是否確曾有人對中央駐港

機構作出攻擊，不過就算未曾採取實際行動，如有犯案
意圖，警方仍可檢控有關人等不誠實取用電腦罪，此罪
屬刑事罪行，最高刑罰為監禁5年。
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任何人在本港公開及故意

以焚燒、毀損、塗畫、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中國國旗
或國徽，均屬犯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萬元
及監禁3年。

明目張膽開記招宣佈組黨
有鼓吹「港獨」的組織，更明目張膽宣佈組黨。一個

名為「香港民族黨」的組織在臉書表示，今日下午3時
會舉行記者招待會，講述成立原因、背景和未來目標。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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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土
派」近日在香港特區大張旗鼓，更打算
在政壇分一杯羹，不過電影導演李力持
接受專欄作家屈穎妍訪問時，形容這些
「本土派」有如「甩毛飛」、「躲在地
洞的人」、「永遠唔會離開個竇」。他
又奉勸年輕人，若要得到理想的幸福生
活，就必須「做」，不應以為理想生活
有如電視劇所見，如此容易一伸手就可
得來。
《HKG報》昨日刊出李力持接受屈穎

妍專訪，在訪問中解構「『本土派』係乜
東東？」。李力持形容，「香港豆腐膶咁
大」，如果搭飛機，飛上天一分鐘，整個

香港可一眼看完。但若在內地乘搭航機，
五六小時連綿不絕仍在國境內。他認為：
「天大地大做乜一定要留喺度？」如果有
人說自己是「本土派」，「即係話，佢永
遠唔會離開個竇。」

嘆社會不容納新來港人士
他形容，這些躲在地洞的「本土

派」，就像他以前拍戲在西貢遇到的
「甩毛飛」，攝製隊明明已跟村長說
好，但這些「甩毛飛」還是要來搞事收
陀地，又會說「我哋喺度出世，大
晒！」他直指，「呢度出世就大晒」的
態度，就是「本土心態」，令社會不能

容納新來港人士、簡體字和普通話。

港人講粵語 回內地最着數
他又反問，香港人為何要學英文？原
因就是要「搵食」，這是森林基本法
則、求生技能。他認為，港人回內地最
着數就是可以說廣東話，「英文人哋聽
唔明，但佢哋嘅話我哋識聽喎，咁咪食
到佢囉！」他又不忘諷刺那些「唔打算
離開個竇，一世匿喺裡面」的人，「唔
該你噏返正啲廣東話、寫返啱啲繁體字
先啦！」
要追尋幸福，李力持勸告青年：「做

啦！」他指出，由細到大看電視劇，港
人一直被灌輸應有的基本幸福，就是有
屋、有女友、有車、有份工，返工不用

工作，談談是非又一天。可是當真正在
社會工作，就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容
易，想要電視劇內人物所有的基本生
活，就只能靠做。
他指香港很多人只想伸手就有幸

福，而政府卻一直弱勢，由董建華到
曾蔭權，「已經開始練到耳仔軟」，
只要「有人叫吓就有㗎喇，仲要keep
（維持）住叫，同埋keep住有一大堆
人一齊叫」。不過，他身為60後中年
人，就表明習慣自己有手有腳去找幸
福。
李力持認為，只要肯離開山洞，還是
會找到幸福的。他比喻說：「如果你不
斷戴着那垃圾眼鏡，你看什麼都會繼續
是一堆垃圾。」

李力持稱「本土」如「甩毛飛躲地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對於陳偉業等
人聲言「港獨」可吸引海外港人回流、香港要
為中國「崩壞」作好「獨立準備」，不同界別
的人都狠批有關言論荒謬及立心不良，強調香
港不可能「獨立」，亦絕不是香港市民意願。
他們指出，若「港獨」真的發生，只會令香港
社會大亂，嚇走人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新界社
團聯會理事長陳勇︰
陳偉業他們的說法不但不現實，而且立心不
良。一般人都會期望自己的國家發展得好，會希
望自己國家崩壞的，不是一個正常人的想法，如
果他們有道德底線和良知，就不會有這樣的「希
望」。再者，香港憑什麼「獨立」呢？
他們說「港獨」可「吸引人才」，烏克蘭獨
立了之後，是吸引人才還是怎樣呢？「阿拉伯
之春」之後，有關國家是吸引了人才還是人才
都離開了呢？如果真的如他們所說，現時世上
也不會有「難民潮」了，反而香港和內地現時
就不斷吸引人才。我覺得他們的講法不只矛
盾，甚至連自己也說服不了。

行政會議成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
張志剛︰
說「港獨」可以令人才回流是完全荒謬的，

香港向來也有人才，但重點是「港獨」是叛國
行為，而中央亦講明了不會接受任何分裂國家

的行為，根本就沒有任何途徑讓那些人去搞
「港獨」，這是不合法、不被容許，也不會和
平的，如果真的「港獨」，只會整個香港大
亂，更不能「吸引人才」。
他們這樣說是在蠱惑人心，尤其是在對年輕

人，但這屬於嚴重問題，不能讓他們這樣輕輕淡
化，也不是仗着「言論自由」四字就可以亂說的。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
陳偉業他們的說法非常荒謬，並非絕大多數港

人的想法和意願，只是他們自己的極端說法。他
們以往都沒有說過這樣的言論，現在突然鼓吹
「港獨」，可能是為了爭取激進示威者支持。香
港是不可能、也不能夠「獨立」的，所有有智
慧、有才能的人都不會認為香港可以。
現時國家越來越富強，要內地「崩壞」令香

港可以「獨立」，這是痴人說夢、痴心妄想。
這樣說來誤導市民，做法猖狂。

浸會大學管理學系教授趙其琨︰
若說「港獨」會令海外港人「回流」，這是當

然不會的，人才回流與否要看很多因素，包括生
活方式、當地內部經濟情況、外部經濟情況、子
女教育及仕途發展等，這些要連帶考慮。
香港一直是中國一部分，香港歷史不悠長，亦

不曾「獨立」，難以叫人回流支持這樣的議題。
人才會來香港，是看準了香港提供的機會和香港
的生活方式，而香港人也比較實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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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暴亂事件以來，打着
「本土」旗號的團體組織冒
起，其中聲稱「港獨」主張的
雖然不是主流言論，卻亦不絕
於耳。不過，「港獨」本身就

是「偽命題」，皆因香港從歷史上、文化上都
從未脫離中國，今時今日更受中央諸多政策照
顧，「脫離」一說不知從何而來。

昨日在「香港自治運動」論壇上，時事評
論員黃世澤鼓吹「港獨」，聲稱香港與內地
的矛盾是「種族緊張」。「種族」既指「民
族」又指「人種」，香港和內地同為華人，
人種之說本屬無稽之談；若指民族，中國有
漢族和55個少數民族，不知道香港人是不屬
於這56個民族、抑或與其中任何民族發生過
衝突？

黃世澤又指，「港大民研」調查顯示，超
過六成 18 歲至 29 歲香港人支持台灣「獨
立」，而支持台灣「獨立」和支持香港「獨
立」有聯繫，「反映」香港青年普遍支持
「港獨」。且不考究被戲稱為「鍾氏民調」
的「港大民研」調查的可信性，在毫無理據
之下就謂支持「台獨」和支持「港獨」有關
聯，一如說喜歡吃日本菜就等於喜歡吃韓國
菜一樣「無厘頭」。這樣的評論員，呃細路
都唔配呀！ ■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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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論壇上，講者之一、「北區水貨客關注組」召
集人梁金成稱，香港「很多大學生」都認為香港

應「完全與中國分開」，但他認為目前香港缺乏管理人
才。陳偉業對此表示不贊同，聲稱香港如果今日「獨
立」，「不單現時本土有足夠人才管治香港，到時海外
的『前港人』，都會願意回來為香港『服務』。」

陳偉業稱「我做局長都嫌低」
陳偉業又聲言，相比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自己「好過

佢100倍啦」，又稱有人叫他去做副局長是對他的「侮
辱」，說「我做局長都嫌低」，似乎認為自己就是「管
理香港」的人才。不過，他又前言不對後語，謂「共產
黨一日唔倒台，香港都一日冇機會『獨立』」。

譚得志（「快咇」）則稱，等到2047年香港才
「自決」「太遲」，聲言「中共如果在10年內崩
壞、崩潰，我們就要馬上進行『自決』」，而現時議
會抗爭、香港院校中有學生討論「獨立公投」，都是
在作「準備」，為了「拖到中共崩壞那一刻來臨」。
除了鼓吹「港獨」，二人更美化暴力。陳偉業說，
旺角暴亂事件雖然受到社會各界強烈譴責，但「人民
力量」從來沒有譴責過，認為旺角事件不是倡議「恐
怖主義」，只是一些「朋友」「被刺激」下的「抗爭
行為」，並否認「掟嚿磚就是暴力行為」。他揚言，
只有出現「炸彈炸死人」，或「ISIS組織的行為」，
才會去劃清界線。
譚得志則稱：「『本土派』不夠暴力和認真」，又

突然指責參與旺角暴亂的「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
天琦，完成暴亂後就轉向選舉，是「不誠實」和「無
品格」。他又自比南非「國父」曼德拉，稱想學他去
破壞政府建築物，例如警車。他更直言，自己「佔
領」時曾冒起燒警察電單車的念頭，並認為這是「非
暴力」。他又認為，高鐵撥款通過前一晚，財委會代
主席陳鑑林會被「標參（綁架）」或「老笠（搶
劫）」，並因此開不成會。
論壇最後問答環節，一名綽號「蒸魚安」的譚姓「本

土派」男子提問，陳偉業回應時，譚嘗試以擴音器材高
聲發言以「蓋過」陳偉業，遭其身旁與會者制止，雙方
發生口角，譚其後聲稱器材受損要報警，警員到場調解
後，譚決定不追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雖然「港獨」主張不成氣候，但仍不斷有

人以各種荒謬說法加以鼓吹。團體「香港自治運動」昨日舉行論壇，討論

「本土運動」抗爭手法，其間「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聲言，如果香

港現在「獨立」，可以吸引海外「前港人」回港「服務」，而自己更是「做

局長都嫌低」。同屬「人力」的譚得志更稱，香港要開始為「中共崩壞」作

「準備」。各界人士都批評有關說法荒謬，直言「港獨」根本不可能，市民

亦不會支持，只會嚇走人才（見另稿）。

■有人在網上發佈聲
稱「勇武報復」的圖
片(上圖和左圖)。

「香港共和軍」
facebook照片

■「香港自治運動」舉行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