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一小撮人
鼓吹「港獨」，
民建聯主席李慧
琼 日 前 在 其
facebook 撰 寫
《慧琼拆局：港
獨有毒，切勿繼
續》，批評鼓吹
「港獨」意識，
只會進一步令香
港社會分化、加
深社會的撕裂，
削弱「一國兩
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基礎，損害700萬香港市民的
利益。
李慧琼強調，國家對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決心

是無可置疑及堅定不移的，香港基本法第一條已
經列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一國兩
制」是對香港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最好安排。
她說：「大家對香港的歸屬感及自豪感其實可

以轉化為團結、正面、具建設性的力量。我深信
我們能發揮香港人智慧，選擇以和平、理性的態
度去討論問題，因為我認識的香港市民都是愛護
香港的。讓我們一同為香港的未來努力。」

■記者 鄭治祖

李慧琼：港獨有毒勿繼續
����&&

■李慧琼在fb的文章。

港大學生會長煽「搞革命」挨批
各界：「獨」推港上絕路 校方有責糾正錯誤思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部

分大學生不但公然「煽獨」，所言

所行也越來越偏激。被批評為違法

「佔領」溫床的香港大學，其學生

會會長孫曉嵐昨日聲言，要令「港

獨」成為港人的「共同目標」，同

時要爭取國際社會支持，最終通過

「革命」，推翻中共政權達至「港

獨」，而武力抗爭「係大家要諗

（嘅）嘢」。香港各界人士批評，

類似的鼓吹暴力的言論已涉嫌違

法，有人更以「言論自由」來為這

些煽動國家分裂的行為而開脫，將

令香港社會分化、加深社會的撕

裂，削弱「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基礎，將香港推

上絕路。他們又認為，大學有責任

糾正這些「煽獨」的學生的思維

（見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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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獲教育局委任為「防止學生自殺
委員會」成員的孫曉嵐昨日在接

受電台訪問時聲稱，隨着香港與內地交
往越來越頻密，「港人」察覺內地無論

在制度及文化均和香港有很大的差異，
「不可能磨合」，「知多咗，所以要分
手。」她稱，中央「明目張膽干預香港
的核心價值」，包括中央和中聯辦官員

就「香港內部事務」發言越來越多，令
「港人」對「中共已無晒幻想」，令
「港獨」思潮湧現。

稱要思考「推翻中共政權」
她雖承認，「港獨」並非香港主流

年輕人的聲音，但主因是「會思考前
途問題的年輕人並非多數」，故「要
令『港獨』變成港人的共同目標」，
同時要爭取國際社會的「認受」，通
過革命「推翻中共政權」才有可能達
致「港獨」，而涉及的「武力抗爭」
「係大家要諗嘅嘢」，又稱香港社會
目前就「港獨」的討論「存在白色恐
怖」，需要「剔除咗呢啲白色恐怖
先」。
曾刊發「港獨」專題的港大學生會刊
物《學苑》前總編輯劉以正在同一節目
上沾沾自喜稱，所謂「香港民族黨」的
成立，及有人採用「港獨」作為選舉政
綱等，都是《學苑》發表「港獨」言論
後產生的「社會回響」。他又稱討論、
推動和倡議「港獨」都應受言論自由保
障，更稱批評「港獨」的建制派和中央
官員都是「思想落後」、「追不上年輕
人步伐。」

劉以正鼓吹聯國際勢力「施壓」
劉以正稱，要推翻中央政府有很大難
度，故應「利用國際勢力」和「國際輿
論壓力」，「為『香港獨立』爭取更大本
錢。」被問及「煽獨」觸犯香港基本法
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時，他稱，基本
法會在2047年「過期」，屆時「港獨」
會成為港人去向的其中一個「選項」。
他又引述「評論員」練乙錚的言論

稱，香港成為「主權國」反而對中國
「更有利」，因為日後倘爆發大型戰
爭，「中國被圍堵」時，香港就可以作
為「中立國」，「為中國輸送物資。」
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周竪峰在節目上

則稱，「港獨」思潮湧現是因為香港年
輕人與內地的關係遠不及上一代的親
密，「無咩親人在大陸（內地）」，加
上港人近年產生人身自由受威脅的情緒
而「被逼產生」的，「與其話兩代人唔
同，『共產黨保護香港文化』，『五十
年不變』，『河水不犯井水』，呢啲我
覺得係一場大夢，回歸至今都兌現唔
到。」他稱，香港人應「自決命運」，
以「民主方式」決定香港前途。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
麗泰近日在接受電
視台專訪時指，她
擔憂倘「港獨」再
鬧大，中央將會調
整優惠香港的政
策，削弱香港國際
地位及長遠競爭
力。
針對「港獨」的

歪風，中央「只會出口，不會出手」，並會
交由特區政府依法處理，但她舉亞投行為
例，「香港很想爭取亞投行在香港有分行，
而且香港亦有這樣的基礎，我們的金融業很
發達並與國際掛鈎，所以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事。但當所有人反對在香港設分行，或會考
慮退而求其次改在前海，這就便是造就前
海，另一方面香港就會失去最好的機會。」
范太強調，香港無可能獨立，「香港是沒

可能獨立的，不只是憲法及（香港）基本法
不會容許香港獨立，中央政府亦不會容許，
中國十幾億的同胞亦都不會容許。如果你要
行這條路，你只係將香港帶入絕路，害死自
己，又得不到你想要的。」

批反對派在議會搞亂香港
她又批評，反對派過去把香港搞得愈來愈

亂，「暴亂是亂，你要獨立都是亂，在立法
會的會議根本無辦法開完，一個議案很難才
通過，這亦都係一種亂，我今時都不怕再
講，就是這些所謂的『民主派』搞到香港好
亂。」

范
太
憂「
港
獨
」鬧
大
惠
港
政
策
恐
調
整

■范徐麗泰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溫仲綺）香港大學
學生會會長公然「煽獨」，香港社會各界批評，這些
言論非常危險，非但缺乏政治常識和基本智慧，更逾
越了言論自由的範疇，觸及「一國兩制」的底線，損
害香港700萬人的整體利益，必須譴責。

吳秋北：將成民族罪人遺臭萬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接受本報
訪問時批評，學生聲言要通過革命「推翻中共政權」
達至「港獨」的言論，是非常、極端危險的，「學生
的動機是否要將香港變成戰亂地方？這些鼓吹『港
獨』的年輕人將會成為民族罪人，遺臭萬年。」

蔡毅：損港繁榮 絕不能容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
指，學生鼓吹「革命」推翻中共的言論是危言聳聽，

已逾越了言論自由的底線，呼籲他們切勿以身試法。
他又相信，學生鼓吹「港獨」是因過去對香港基本法
及中央政府的立場不了解，期望他們能明白「港獨」
言論是嚴重影響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是絕不能容忍
的。

王國興：百害無一利 市民不認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批評，這些學生鼓吹暴力

及違法行為，是非常錯誤的，絕非所謂的言論自由，
「鼓吹他人犯法是害人害己，是百害而無一利，不但
令自己違法，更有可能令別人誤墮法網。」他強調，
所有鼓吹違法的言論絕不能得到廣大市民認同，又期
望公眾能擦亮眼睛看清楚。
嶺南大學校董何君堯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批評，鼓吹
「港獨」思維基本上已違反及衝擊了香港基本法。他
坦言，在學術上討論並沒有問題，但言論自由並非完

全沒有限制的，倘引起煽動性就要小心，「犯法就是
犯法。」他又指，若嶺大會舉辦有關「港獨」的學術
性討論，他不會反對，但會留意講座內容有否持平意
見，否則會進一步影響社會氛圍，擔心「當初純粹的
討論，或變成付諸實行（港獨）；而現在有此趨勢，
（大學）有責任糾正思維。」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民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在一
公開活動批評，香港有人騎劫「本土」意識，將它扭
曲成「排外主義」，試圖主張「港獨」，這是不能容
忍的。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指，香港社會近期有鼓吹

「港獨」的組織成立，令他們十分憂慮：「本土主義」
本身並無問題，但倘貶低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則會令香
港受損，「試問有誰不愛自己的家鄉和城市呢？但若是
抱着唯我獨尊的心態，排他排外，甚至貶低自己的國家
和民族，最終傷害自己，這些心態要不得。」

各界批「煽獨」極危險 損700萬港人利益

香港小部分人近年鼓吹「港獨」，日見變本加
厲，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孫曉嵐昨日更聲稱，要
將「港獨」定為「共同目標」，爭取國際社會支
持，最終通過「革命」去推翻中共政權，爭取

「港獨」。有關言論一出，各界譁然。在網上討
論區，大批網民留言批評鼓吹「港獨」者在惡意
否定歷史，試圖分裂國家民族，並抱怨特區政府
遲遲未「出手」，而這些「煽獨」者就讀的大學

亦不聞不問，導致有關人等變本加厲，更「出
口」稱要暴力革命，特區政府及有關學校必須採
取行動，嚴肅處理，以免「獨素」蔓延，破壞香
港的穩定繁榮。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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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素」蔓延 網民冀政府「出手」

2282008：港之將亡必有妖孽，孫曉嵐人民公敵。

發瘟城：讀咁多書但係個腦筍都未生埋！

Chad Chan：能自己祖宗都忘記，呢D（啲）所謂大學生真係讀死
書。

Kwok Keung Wong：你要死無人會阻你，唔好拖香港人落水！

Tam Wai：難道有人面對面說殺死你也是言論自由，可以說講吓咋，
都冇做？

Angela Lau：你叫佢地（哋）在銀行講下打劫吖，你睇下（吓）銀行
會點？跟住你話講下啫，你估又會點呢？

Ledang Xu：港獨已經不是言談（論）自由和民主自由的問題，是在
分裂國家！

judylam651：個個都無心向學都唔係讀書嘅，呢個孫曉嵐講到明休學
一年搞會務，原來又係搞事者 !

Kwok Kee Ho：學校唔開除啲垃圾，警察唔拉人，律政司要等佢成功
立國才夠證據。班垃圾擺明挑戰叫政府做嘢！特區政府還要弱勢成點
呀？

Johnson Ng：不給這班攪（搞）港獨者大力打壓，只會讓更多廢柴參
與。像癌症初期，會蔓延擴散的。

■吳秋北 資料圖片 ■蔡毅 資料圖片 ■何君堯 資料圖片■王國興 資料圖片 ■田北辰 資料圖片 ■葉劉淑儀 資料圖片

網民怒斥「煽動」
KY LI：「佔中」，「暴動」，「港獨」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想攪
（搞）亂香港，使香港政局不穩，同時勾結外國勢力，想將香港變成
另一個敘利亞或烏克蘭，給中國帶來麻煩，擾亂中國的復興進程，實
在可誅。這是大是大非問題，港府怎可以姑息放縱？

Simon Chan：誰人將港人推向港獨，必須果斷懲處！

Albert Kwok：煸（煽）動獨立，分離國家，既是違反基本法，律政師
（司）是時候檢控這班分離分子了。

黃耀之：中東血海正狂流，避禍難民爭湧歐；港獨無良倡戰火，官方
要把罪魁囚！

Ki-fung Choi：熱飯不能熱食，大家比（俾）啲時間警察和律政司做
嘢啦。我絕對相信這些港獨罪犯不能逃離法網。

林珈妙：港咩獨呀，正（剩）係個（嗰）一小（少）數人話港獨，其
他都5（唔）贊成。

Dat Lam Wong：佢地（哋）都係想出位姐（啫），加上法庭唔會判佢
地（哋）坐監，利大弊少（小）既（嘅）情況下，係人都想咁做啦……

YI KEN LAU：正常思維嘅人，都知道係絕對冇可能獨立，係果（嗰）
啲腦殘嘅己（已）不是人，先會終日夢裡痴話……

kee1203：小小港島，有幾隻小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
抽泣！

■孫曉嵐（小圖）煽「搞革命」，各界斥「港獨」推港上絕路。圖為旺角暴亂。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