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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由「港獨」思潮氾濫將給香港帶來四大危害
——論本土、反
「港獨」
系列評論之八
文平理
少數人鼓吹、推動「港獨」給香港帶來的危害廣泛而深遠，概括起來有四大方面：一是破
壞法治，直接否定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動搖香港的法治基礎；二是撕裂社會，把社會爭
議推向極致；三是阻礙發展，政治爭議白熱化，必然令社會無法集中精力和資源搞建設發
展；四是荼毒孩子，令青少年迷失，偏離基本政治社會價值。廣大市民不能因為「港獨」的
分裂目標最終不可能得逞，就對其姑息遷就，要充分認識少數人的「港獨」言行的危害，以
堅定的態度和實際的行動，共同努力遏制「港獨」思潮。
的大是大非問題。

「港獨」破壞法治 否定憲法和基本法
香港回歸後，國家憲法及香港基本法構成了香港特區
的憲制基礎。憲法中有關確認和體現國家主權、統一和
領土完整的規定，同樣適用於香港。憲法第五十二條規
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國家統一和全國各民
族團結的義務。」第五十四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
公民有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不得有危
害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基本法第一條嚴
正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
的部分。」基本法第十二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
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港獨」直接否定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是對香
港法治基礎的嚴重破壞。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絕不
會允許其公民、團體挑戰憲法，任何一個香港市民都
不能違反憲法和基本法，否則便是與國家為敵，與
700 萬香港同胞為敵。因此「港獨」言行根本不是
「言論自由」的問題，而是危害國家與香港根本利益

「港獨」撕裂社會 把社會爭議推向極致
鼓吹、推動「港獨」，勢必引發香港社會內部撕裂、
分化甚至相互仇視，造成社會巨大裂痕。作為中國的一
部分，香港人從未割斷過與內地民眾的血肉聯繫，他們
絕大多數本能地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一分
子；同時，作為一個移民城市，香港人習慣互相包容，
較少族群隔膜。如果任由「港獨」言行繼續氾濫，勢必
因為認知和理念上的巨大分歧，引發激烈的身份認同之
爭，最終導致族群分化以至仇視。把台灣人和中國人對
立起來，是「台獨」勢力的一貫伎倆。「港獨」鼓吹
「香港人唔係中國人」，從政治上把香港人和中國人對
立起來，是繼承「台獨」勢力衣缽，企圖分化港人與內
地同胞骨肉相連的關係，疏遠香港與祖國不可分割的關
係。去年有「港獨」勢力以「反水客」為名，以暴力驅
趕內地同胞，叫囂「中國人滾回去」，就把本來簡單的
社會問題變成社會爭議，如果這種傾向不予制止，勢必
將社會矛盾推向極致。

「港獨」令政爭不息 阻礙社會經濟發展
鼓吹、推動「港獨」，勢必令政治爭議白熱化，令社
會無法集中精力和資源搞建設發展。「港獨」令香港陷
入內耗深淵，民粹主義氾濫，政治生態惡化，社會難以
和諧，政府動輒得咎，無法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
生。
「台獨」是台灣社會的亂源，「台獨」製造社會紛
爭，令台灣社會撕裂、政局動盪、經濟沉淪、民生凋
敝。「台獨」瓦解台灣求生存和求發展的綜合實力，令
台灣社會陷入無休無止的內耗與惡鬥，並且造成兩岸關
係緊張惡化，令台灣錯失祖國大陸的巨大商機和經濟發
展助力。「港獨」勾結「台獨」，將「台獨」禍水引
港，必然把「台獨」禍害台灣的種種亂象引入香港，損
害港人的根本福祉。
「港獨」不僅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長遠亦將令
香港陷入自我邊緣化的泥沼。例如，推動「港獨」分子
與反對派合流，反高鐵、反港珠澳大橋、反對發展新界
東北、抗拒兩地「融合」等，企圖令香港與內地疏遠，
切斷香港從國家發展戰略中把握機遇。如果讓他們得
逞，香港不可避免成為自我封閉的「孤島」。

「港獨」荼毒青少年 令年輕一代迷失
如果任由「港獨」思潮在年輕人中傳播，將令香港部
分年輕一代的視野越來越狹窄，迷失正確的人生方向，
沉浸在狹隘的本土意識乃至偏激的對抗思維中，背棄愛
國的樸素情感，偏離人生的基本政治社會價值。
愛國主義深深扎根於人的本能和感情之中，是千百

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的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
愛國魂是最純潔的靈魂，愛國心是最美好的心靈，愛
國情是最崇高的感情。第十六任美國總統林肯說：
「生氣勃勃、勇敢的愛國者比黃金更為寶貴。」歐洲
19 世紀浪漫主義音樂的代表人物蕭邦說：「愛祖國高
於一切。」毫無疑問，愛國情懷是任何人的精神能量
泉源。
但「港獨」勢力卻荼毒香港青少年對祖國的美好心靈
和崇高感情。最突出的是對青少年洗腦，試圖令他們形
成錯誤的社會政治價值觀，令他們藐視正常的社會規範
和法治，從而將他們綁上以本土包裝的「港獨」戰車。
這種洗腦，終將影響青少年的一生前途。
「港獨」荼毒青少年的例子數之不盡。例如，鼓吹
「城邦自決」的「城邦派」，是一個猶如邪教的「港
獨」組織，作為「城邦論祖師爺」的陳雲，對「城邦
派」青年激進分子「冊封」「十三太保」，控制信徒並
誨淫誨盜，陳雲效仿邪教的歪理邪說，嚴重荼毒青少
年；又如，在以反水貨客為名搗亂為實的多次事件中，
衝擊隊伍驚現十幾歲青少年身影，他們公然毆打老人、
圍攻婦孺，反映「港獨」意識荼毒之深；再如，近年來
「港獨」勢力趁書展大肆出版宣揚「港獨」的書籍，更
以色情暴力作包裝，向正值成長期的青少年「洗腦」，
企圖使他們成為新一代「港獨」支持者，情況令人憂
慮。
「港獨」給香港帶來四大危害，已經觸及「一國兩
制」的底線。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來不得半點模
棱兩可、含糊其辭，香港社會要充分認識「港獨」的危
害性，決不可養癰為患。

「新同盟」選「超區」
網民鬧爆無誠信
今年立法會選舉競爭異常激烈，各政黨紛紛
&1 「排陣」。「新民主同盟」近日在
據選立法會選舉內部甄選程序，並於前日傍晚
facebook 公
「新同盟」fb 指，該黨於上月 21 日啟動參

佈有意參選者的名單，其中被稱為「超級區議
會」的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最高知名度的范國威並無報
名，已報名的3 人則分別為黎銘澤、關永業、許銳宇。有「新
同盟」的支持者質疑參選者毫無知名度，更有人批評該黨之前
因反對 2012 年政改方案而退出民主黨，現在卻參加由根據方
案設立的「超區」議席，毫無誠信，他們連地區直選也不會再
投「新同盟」。

■記者 鄭治祖

6 時結束。公佈稱，該黨將於本周五舉行會議確
認報名的有效性，並計劃於下月上旬舉行特別會
員大會，決定提名各參選名單及其排序。

新界東：

■「反黑金關注組」抗議李卓人擅闖私人地方。

莫雪芝 攝

市民追阿人「黑金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天水圍出現「泥頭山」，「土
地正義聯盟」成員上月擅自進入私人土地非法挖泥，工黨立法
會議員李卓人（阿人）到場聲援被捕。民間團體「反黑金關注
組」十多名成員昨日在立法會門外拉起「卓人不仁 禍港最勤
黑金袋住 立會拖住」等橫額，聲討李卓人在「非法倒泥」事件
中，擅闖私人地方更喝罵女警，又批評李卓人發動「佔中」，
令香港經濟、民生、交通和社會秩序「一塌糊塗」，其間更涉
嫌收受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的「黑金」，至今仍未有交
代，又在議會拉布導致「流會」，是以民主的名義換取「另一
個霸權」。他們要求李卓人辭任立法會議員。

新東新西最多人爭
據悉，民主黨內部共收到包括地方直選和區
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提名（見表）。其
中，競爭較激烈的是決定「退休」的劉慧卿所
屬的新界東，民主黨總幹事、北區區議員林卓
廷，大埔區區議員區鎮樺及早前當上民主黨跨
性別資源中心主席的梁詠恩均有意競逐。
新界西同樣競爭激烈，提名者包括競逐連任
葵青區議員失敗的尹兆堅、同樣未能連任區議
員的陳樹英，及「乳鴿」元朗區議員鄺俊宇。
九龍東則「少人吼」，僅現任的胡志偉提名。

「香港眾志」：人才凋零，非驢非馬
由黃之鋒一力促成的「香港眾志」
（被不少網民嘲笑為「香港中箭」）
日前宣佈成立，並由前學聯秘書長，
外號「打機聰」的羅冠聰擔任主席，
黎汶洛任副主席，至於黃之鋒與周庭
則分任正、副秘書長，舒琪、吳美
蘭、王惠芬等人則擔任核心成員。看
了這個名單，很明顯給外界一個「雷
聲大雨點小」、「二線充一線」的感覺，枱面人物固
然仍是「雙學」舊人，但除此之外則只有兩名政治偏
頗、只懂譁眾取寵的演藝學院和中學教師，再加上一
名前NGO總幹事。這樣的人員配置，不要說是一個政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黨，就是作為一個政治組織也不夠班。反映這個名為
「香港眾志」的政黨，根本做不到眾志成城，相反是
「樹倒猢猻散」，人才凋零，廖化作先鋒。
再看政黨內的職位，黨內最有叫座力的黃之鋒不擔
任主席，而由碌碌無為的羅冠聰和黎汶洛擔任正、副
主席，這說明他們只是傀儡領導，就像學聯一樣，實
權是握在秘書長即黃之鋒手上。試想，黎汶洛多年來
一直跟在黃之鋒身後，並且是黃之鋒將他一手捧出
來，雖然他是副主席，但誰都知道黃之鋒才是真正話
事人。這樣的安排，不過是將羅黎兩人推出前面，有
事由兩人擋，黃之鋒則在幕後操盤。由此可見，這個
所謂「香港眾志」政黨由第一日開始已經充滿了政治

Isaac Cheung：10 年話人地（哋）民主
黨出爾反爾，而家又輪到佢地（哋）。
×，新同盟真係冇×用架（㗎）！
夏霽：向民主黨道歉！
Wingho Tang： 恕 我 直 言 ， 派 咖 哩 飯
（范國威）選超級？當初大大聲話唔會
選，所以佢去選超級嘅話我唔會投佢！
Bruce Cheung：所以佢選返新東，派其
他人選超級，係折衷辦法，但可惜選超級
果（嗰）個知名度低。

范國威、李世鴻、黎銘
澤、呂文光、梁里、陳
惠達、鍾錦麟、任啟
邦、周炫瑋

新界西：

譚凱邦

九龍東：

古俊軒

區議會（二）： 黎銘澤、關永業、許銳
宇

鴿黨選立會提名出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換屆
選舉將於今年9月舉行，激進「本土派」已在摩
拳擦掌，搶佔傳統反對派的票源。民主黨已接
獲黨內有意參選者的提名，大部分均為「新面
孔」。該黨正開展內部甄選程序，又計劃於本
周五（15 日）舉行黨內地區論壇，讓有意參選
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者辯論，及由當日
起一連三日，由黨內區議員投票選出參選名
單。

Kimi Li：6 年前：因為（反對）超級區議
會而退黨；6年後：參選超級區議會……

「新同盟」
提名者

低人氣名單被質疑「嘥子彈」
有關提名引起了不少網民的爭議，有人批評
「新同盟」派出知名度低的候選人出戰九龍東及
新界西是「嘥子彈」，更有人質疑「新同盟」參
加「超區」是出爾反爾，稱連地區直選也不會投
票給該黨。

網民狂踩
「新同盟」

陳兆邦：黎銘澤、許銳宇新當選就走去選
超區，排隊都未輪到佢兩位啦，仲有小心
本區選民不滿。
Samuel Lee：等於叫西瓜刨做男主角，
咪玩啦！
方新俠：九龍東已經大混戰喇喎，再派人
落嚟選咪即係攬炒？
M Ong Ang：衷心希望貴黨只選新東，
其他區就真的不要界（鎅）票了。超級區
會則可視乎情況。
Wai Man Ng：集中資源為選區做實事 這
才是向選民負責及成（承）擔。

在「超級區議會」方面，現任議員涂謹申已
報名競逐連任，鄺俊宇亦已報名。涂謹申透
露，該黨初步計劃派出兩張「超級區議會」參
選名單，但最終須視乎黨內的支持度，倘有名
單在稍後未能取得該黨過半數區議員的支持
票，不排除最後只會得一張名單參選。
他續說，在內部投票後，該黨中委會將於本
月 24 日的會員大會舉行前舉行一次特別會議，
通過「超級區議會」的參選名單，再經會員大
會確定。與此同時，各地區支部也會進行地區
直選的甄選工作，最終安排交會員大會通過。

民主黨提名者
區議會（二）
：涂謹申、鄺俊宇
九龍東：
胡志偉
九龍西：
黃碧雲、袁海文
新界東：
林卓廷、區鎮樺、梁詠恩
新界西：
鄺俊宇、尹兆堅、陳樹英
香港島：
許智峯、莊榮輝

算計，並未能給人一個耳目一新的感覺。
除了九流的人才配置之外，「香港眾志」的定位更
令人摸不着頭腦。本來，黃之鋒自從決定組黨的第一
日開始，已注定失去其最重要的政治資產：學生身
份，正式成為政治利益為先的「政棍」。在政黨的定
位上，「香港眾志」的取向更完全是左右不是人。其
提出 10 年「公投」的目標，並以「自發、自立、自
主、自決」作為「公投」的動員基礎。即是說，黃之
鋒打算將新政黨定位為「港獨黨」，以吸納激進支持
者。
然而，當有人問及其對於「港獨」的看法時，羅冠
聰又直言當下「港獨」暫不可行，但將是「公投」其
中一個選項。他並指「香港眾志」並非「本土派」云
云。這樣就很奇怪，他們提出要「自決公投」，但又
不承認搞「港獨」；他們提出「自立自主」，但又不

承認是「本土派」；他們提出政治抗爭，但又表示要
「堅持非暴力抗爭」。那請問，這個政黨是一個怎麼
樣的政黨，可否叫黃之鋒出來解釋一下？
其實，「香港眾志」非驢非馬原因不難理解，不過
是為了左右逢源，既想爭取激進票，又怕流失中產、
家長的選票，於是才會一方面支持「公投自決」搞
「港獨」，一方面又說香港無條件「獨立」，企圖在
定位上包攬最大政治光譜，打的是政治投機的算盤。
然而，反對派內的政治光譜已區分得十分清晰，他
們要左右逢源，結果抽水不成反而兩面不是人。近日
攻擊「香港眾志」最厲害的是誰？不是建制派，而是
「熱血公民」、「普羅政治學苑」等人，他們對「香
港眾志」打擊不遺餘力，原因正是選舉利益之故，要
將黃之鋒僅餘的光環都打掉，但這又怪得誰呢？這樣
的人才、這樣的定位，失敗自然是預計之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