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已解散的「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成員周庭等主導成立的新

政黨將於本周日成立。黃之鋒昨日向傳媒發出採訪通知中，英文版就

稱該黨名為「Demosistō」。這個連「古狗」（Google）也查不到解

釋的「自創字」，引起網上熱議。據「發明者」自稱是代表「堅持民主」，但不少

人嘲笑該黨「解錯字」，以字面意義而言該「自創字」應解作「一個人企喺度」，

或「離開人民的那一男子」，有人則揶揄如此標奇立異正符合黃之鋒等人的「中二

病」，該黨可謂因此而「一字成名」了。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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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創黨名「企喺度」
之鋒周庭「中二病發」

激進反對派故意混淆「本土意識」與「分離意識」，是企圖以「本土」將香港人綁上「港

獨」的戰車。但是，仔細辨析，近年來多數港人出現的本土意識的嬗變，並不是要搞「港

獨」，而是基於深刻的背景和原因。隨國際、國家、香港本地發展狀況的變化消長，近年

來部分港人陷於失落、彷徨、焦慮的心態，急於尋求方向和認同而無果，於是試圖在逐漸變

得封閉、孤立的本土意識中尋求安慰。對這種現象，各方都需要充分理解，並加強與這部分

港人的溝通，幫助他們從自我封閉的「本土」藩籬走出來，重振積極向上的本土情懷。

黃之鋒出席電台節目後表示，
「如果香港一早有普選，相信現時
不會有人提倡『港獨』。」黃之鋒
已經從反對派大佬得到真傳，學會
玩弄倒果為因、顛倒是非的伎倆，
為鼓吹煽動「港獨」堆砌理由。
黃之鋒說：「無論『港獨』、

『一國兩制』或『一國一制』，都可以是邁向民主自治
的方法，但如果香港人不爭取決定自己的命運，便會由

中央政府決定香港命運。」說到底，黃之鋒就是要擺脫
中央對港的管治權，就是要搞「港獨」。按照黃之鋒的
邏輯，只有讓我搞「公民提名」，建立一個親西方的政
治實體，我就不搞「港獨」。如果讓香港變成一個國
家，「一國一制」，我也不會搞「港獨」。如果你讓香
港實行「一國兩制」，那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也要變成
西方的制度，香港變成「美國的租界」，我也不搞「港
獨」。黄之鋒的口吻，就像魯迅筆下天津「青皮」（流
氓）一樣，換着名堂勒索金錢。

黃之鋒說：「沒有普選，落實民主和自治的空間越
來越小，因此支持『港獨』的人數，特別是年輕人，
出現上升趨勢。」這完全是顛倒是非，歪曲事實。香
港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軌道前進，本來已經落實特首普
選。去年反對派綑綁否決了政改方案，歷史紀錄是非
常清晰的，反對派想賴也賴不掉。現在黃之鋒的自供
狀，暴露了反對派否決普選，早就有後着，就是踢開
香港基本法，實行違憲違法的普選，繼承謀求「港
獨」。反對派扼殺香港的普選，現在黃之鋒卻倒打一
耙、反咬一口指，「如果在中國主權之下，香港未能
實行民主和自治，趨向『港獨』是無奈的選擇」，還
要鼓吹「全民公投，自決香港的前途問題」。這說明
黃之鋒居心叵測，為「港獨」編造借口。

其實，黃之鋒和反對派不過是落實英國人撤退之前
埋下的「港獨之夢」而已。戴卓爾夫人曾經在回憶錄
中聲稱，香港應該盡快建立一個自決或走向獨立的制
度。為了達成此目的，英國人派了彭定康來香港，搞
「三違反」的政改，趕在97前扶植一批代理人，歪曲
香港基本法，對香港青少年學生進行洗腦，培養出黃
之鋒之流類的學生，一早播下「港獨」的種子。
現在黃之鋒反咬一口，把「港獨」的責任和原因推
倒中央身上，說什麼「形勢會否扭轉」，「並非取決
於香港年輕人和政黨，而是取決中央及特區政府，對
香港民主進程的態度。」這完全是血口噴人，他們一
早就部署好要搞「港獨」，再怎麼狡辯，也只是欲蓋
彌彰。

黃之鋒顛倒是非為「港獨」編造借口 徐 庶

理解港人本土意識嬗變的深刻背景和原因

中國崛起帶來全球格局深刻變化，而香港在回歸後飽
受經濟衝擊，社會內耗不安，港人憂慮個人和香港的前
途，部分港人出現「無力感」和「宿命主義」情緒，加
上國際右傾抬頭，部分港人本土意識發生嬗變，分不清
本土意識和分離意識的區別。港人特別是青年一代應以
積極開放、客觀冷靜的心態面對世情國情港情的深刻變
化，擺脫自我封閉的孤立主義「本土」藩籬，重振包含
真摯愛國情懷積極向上的本土意識。

誤讀香港困局 導致本土意識嬗變
香港在回歸前已經形成了金融、地產主導的經濟格
局，而這個結構裹挾了香港社會各個階層，而香港經濟
的新增長點難以形成。香港回歸後，面對內地經濟飛速
發展，香港經濟相對停滯不前，在改善民生、特別是為
青年人提供更多向上流動機會方面，顯得困難重重。
1990年，香港GDP佔內地GDP25%，到2010年，只

佔約2%。繼上海、北京GDP總量超越香港之後，2016
年深圳GDP將超過香港，而且內地一線大城市也紛紛

把趕超香港作為一個目標。這種變化，對部分港人原有
的優越感形成衝擊，使他們產生失落感。加上兩地經濟
日趨密切，部分港人認為自己是兩地「融合」的受害
者，把香港經濟困局錯誤地與內地經濟崛起相聯繫，以
為是內地「蠶食」甚至阻礙了香港的發展，以為切斷香
港與內地的經濟聯繫，就可以改善香港經濟民生，由此
出現排斥內地的傾向，例如反高鐵、反個人遊、反新界
開發等。激進反對派趁機以「分離意識」與「本土意
識」綑綁，然後大力鼓吹「港獨」。

國際右傾勢力抬頭影響香港青年
另一方面，國際右傾勢力抬頭，二戰期間的國際統一

戰線經過冷戰的衝擊及冷戰後的分化重組而不復存在，
美國為維持霸權而擠壓俄羅斯、圍堵中國。美國還極力
推廣、不斷完善「顏色革命」手段，用於顛覆那些奉行
美國不喜歡的政治制度的國家，令民族分離主義在世界
各地蔓延。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不久前在北京接受
香港傳媒訪問時認為，香港青年人受分離主義影響是世

界性潮流。的確，近年來民族分離主義在西歐、東歐、
中東的「顏色革命」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現，年輕人
和大學生在其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受此影響，少數香
港青年人力主在香港推動激進本土運動乃至激進分離主
義運動。

尊重差異 理解困惑 尋求相處之道
很顯然，港人本土意識的嬗變，並非傾向搞「港

獨」，而是基於深刻背景和原因。對此，各方都應該作
出清醒和充分的理解。「一國兩制」的精髓在於包容、
尊重差異，理解困惑，尋找不同文化的相處之道。對於
「港獨」言行的大是大非原則問題，一定要講是非、講
原則、講底線，絕不可養癰為患；而對於因為特殊背景
和原因嬗變而抬頭的本土意識，則應該通過討論，在香
港喚起國家意識，在內地喚起香港意識，由此形成既捍
衛「一國」、又尊重「兩制」的「一國兩制」意識。
「獅子山下」的香港本土情懷，曾經支撐香港崛起。

香港曾經是一個生機勃勃、自由創造的城市，上世紀八
十年代的「民主回歸」和九十年代的本土意識，與國家
民族意識融為一體，也是這種生機勃勃的向上精神的反
映。現在有人說，香港人累了，特別是新一代香港人已
經喪失了他們父輩曾經具有的雄心、動力和精神，但我
們相信，這只是表面現象，一旦港人特別是香港青年從
自我封閉的孤立主義「本土」藩籬走出來，就會重新煥
發雄心和動力。
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各方需要共同努力，推動港人的

本土意識會與時俱進，在立足本土的同時，正面看待國

家近代歷史形成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正面看待國家
崛起帶來全球格局深刻變化。同時要讓港人明白，如果
香港自外於國家的發展大勢，如果抗拒中華民族深厚的
歷史文化支撐，而訴諸於自我封閉的孤立主義「本土」
藩籬，那麼香港將不可避免地走向沉淪。

推動港人的本土意識與時俱進
英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馬丁．雅克說：「中國目前也

許是世界最重要的經濟體，而這也是我們談論『中國世
紀』的原因。有預測表明中國的發展趨勢仍將持續，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預測，到2019年前後，中國經濟
規模將比美國經濟高出20%。」客觀理性地分析，對香
港經濟繁榮發展起根本性支撐作用的是內地因素。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兩會」期間指出，香港的最
大優勢是依託祖國內地，香港社會要緊緊圍繞「謀發
展、保穩定、促和諧」，抓住國家實施「十三五」規
劃、建設「一帶一路」等重大戰略機遇，提振發展信
心，增強發展動力，拓展發展空間，實現自身更大的發
展。
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令人艷羨的「東方之珠」，成為

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靠的是香港的經濟地位，以及
香港作為連接國家和世界的橋樑作用。相信大部分理性
的港人，定會走出自我封閉的孤立主義「本土」陰影，
重振積極向上的本土意識，放棄排斥內地的心態，以積
極開放、客觀冷靜的心態看待國家發展給香港帶來的機
遇，積極與內地加強交流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
展。

文平理

據黃之鋒發放的採訪通知，新政黨成立當日將舉行
記者招待會。

該政黨成員包括黃之鋒、周庭、黎汶洛等前「學
民」，及學聯前秘書長羅冠聰。成立典禮以《眾志圍
城》首映禮暨記者招待會命名，稱他們當日將「領銜
呈獻一部為香港未來而寫的大作—《眾志圍城》……
我們衷心期待能和閣下一同見證嶄新的時代」。

海報「抄考」《飢餓遊戲》玩箭
雖然通知中文版中並無新政黨的中文名稱，但在英
文稿中，他們則以「Invitation to the Founding of De-
mosistō 」，即該黨英名名稱應為他們的「自創字」
Demosistō 。
通知並附上一張以周庭手持弓箭，明顯「抄考」自

電影《飢餓遊戲》的個人宣傳海報，海報上印上的導
演名稱與演藝學院電視電影學院院長舒琪同名，而編

劇及監製則為「釘毛」及「舌圖」，又稱「4月10日
─一箭傾城」云云。

網民開fb假專頁惡搞海報
大批網民恥笑該黨的宣傳手法，質疑他們以首映禮作
成立典禮，即自認是「政治戲子」，「中二病到爆
標。」不少人更批評他們改個「普通人唔識讀」的名
字，是「扮晒（嘢）」，「中二病發」，更自絕於人，
有人則笑稱該名字的讀音大概是「地踎屎塔」等等。有
人就大開facebook假專頁，及惡搞周庭的海報。
有學識淵博的網民踢爆，黃之鋒等人為「扮嘢」，

將拉丁文「demos 民」、「sisto 我站立」兩個字結
合，但據字面解釋卻是「錯誤結合」。
網頁「寰雨膠事錄」提到，「學民思潮」的英文名

字Scholarism，「其實是係 Scholarismus 呢個拉丁文
或者德文字的英文化版本，所以你話我要估，梗係估

食過返尋味。…… sisto係第一身單數，所以是人民，
我（一個人）站立，咁真係『獨立黨』，我一個人獨
立黨，即係一人黨。……當然還有一種拆法就更
『omen』：『demos-isto』『人民，那個人』，但is-
to 是 ablative male，意思是『離開人民的那一男
子』。」
網民「Clement LO」也指，「拉丁文的人民是
gens / populus.demo- 係希臘文詞源，至會咁借用，
如 democratia.另外，sistō 唔係解 "stand", 而係 "I
stand".成個字加起來唔 make sense…… 似乎係想講
"People Stand" 之類，但拉丁文或者希臘文根本唔係咁
講。唔可以就咁查字典唔理文法就硬譯。而且 "stand"
意思係『企係（喺）度』，而非『奮起反抗』之類的
意思。」
其後，羅冠聰在其fb「開估」，稱該黨中文名為
「香港眾志」。

■周庭的海報被人瘋
狂惡搞。 網上圖片

——論本土、反「港獨」系列評論之三

恥笑黨名

一十一：係咪法文黎（嚟）？其實點讀？De-
mosistō = 地踎屎塔？

To Thomas：訂墓熄匙逃，個流程幾順暢
吖！

Martin HO：訂墓釋士途，上聯黎（嚟）嫁
（㗎）！

ylan Cheng：好似d（啲）中學雞改組名咁，懶
型。

Alvin Choi Diulilomo：幾好，至少大家都識
讀；整個無人識讀嘅黨名，真係何其弱智。

林浩基：我地（哋）香港人唔好評論人地

（哋）啦，擺明係去西班牙選架（㗎）啦！

Jan Ten：不如叫「我的新政黨名那有這麼中二病」。

Lego Cheung：中文叫「黃之鋒個黨」。

恥笑海報

Marcus Choi：之前唔係話請design咩？交d
（啲） u莊貨出嚟咁又何苦？

Pon Sze Hang：你班社運老油條好意思寫
"the younger games"？

Shingchun Roger：個女主角咪似佢地（哋）
囉，打就唔見人。拎光環先出現……有睇過
片就知！

KK1398：呢班人主力玩PHOTOSHOP，依

（）家出埋電影POSTER，真係名符（副）其
實既（嘅）「政治演員」黎（嚟）！

KPI：唔知點解，一開始睇呢張圖已經覺得唔
掂，可能我睇到個game字就覺得佢玩玩下
（吓）……

羽衣甘藍：張poster都大大隻字寫住「領銜
主演黃之鋒、周庭、黎汶洛、羅冠聰」啦，
擺明話你知成班都係戲子！

Brian Qeew：第一張Poster就預先話畀大家
聽係一班戲子，去為咗八萬蚊人工去做。

Joe S. C. Lin：有冇人send email比（畀）
片商，咁樣算唔算抄襲？人地（哋）聲稱的
二次創作。 整理：鄭治祖

「學民」主導成立
的新政黨未見其貌，
已 引 起 了 「 搶 註
潮 」 ？ 自 製 字
「Demosistō 」 一

出，網上「爆紅」，有人即用此註冊專
頁，可謂「新假難分」，有人更已以此字
註冊了域名，「玩到盡。」
在「學民黨」英文名「Demosistō 」在

網上「爆紅」後，網民「方學能」即時
show 出 自 己 已 經 註 冊 了 「http://
demosistō .com」的圖片（見圖），又笑
稱：「google 冇 result 嘅潮字，唔 reg（註
冊） domain 對唔住自己啦！」「Cheung
Ka Chun」同樣「有圖有真相」，指自己
已以「demosis.to」來註冊。
「Charles Low」就提醒，「學民黨」還
可以以「 .net, .io, org, .org.hk, .com.hk, .
net.hk」 來註冊。「方學能」就以「你老
母，哪有錢」這句潮語來回應。
前社民連成員、現撐激進「本土派」的
網媒「輔仁媒體」總編輯容樂其就稱：「.
org.hk 要慈善團體註冊，.com.hk要商業登
記。呢兩個最難買，分分鐘佢自己買唔
到。」「方學能」回應道：「好似話個 .
hk 2月已經reg（註冊）咗，應該係佢哋
（『學民黨』）掛（啩）。」
這股「搶註潮」雖不知何時了，但也提
醒網絡的「充滿謊言」，大家無論彈讚
「學民黨」，都要認清對象，不要鬧出笑
話。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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