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法「港獨」組織正在推動所謂中學政治啟蒙計劃，已有17所中學「被成立」了「本土關

注組」，下月開學更將推動中學生討論「港獨」議題。「港獨」魔爪公然伸向校園，亟需香

港社會各界嚴肅正視。學生心智未成熟，如果任由「港獨」勢力肆意在校園「播毒」，荼毒

學子，對香港禍害深遠。教育局及各學校應該嚴格把關，斬斷「港獨」魔爪。一些教師組織

將校園「播毒」稱為言論自由，完全是顛倒黑白是非，有違師德，理當受到譴責。今屆立法

會選舉關係香港前途，選民應該善用手上選票向「港獨」說不、向禍港政客說不。香港河源

社團總會將全力支持愛國愛港候選人，將禍港分子踢出立法會，以手上一票保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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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立法會選舉是歷來戰況最激
烈、戰情最複雜、戰果最吊詭的一
屆。要取得佳績，除了候選人的質
素、政黨的實力之外，排兵佈陣更
是勝敗關鍵。然而，以筆者觀察，
在今屆立法會選舉中，以民主黨佈
陣用兵最差，主要是四個字：進退
失據。過去民主黨經常被批評為大

佬文化嚴重，老將堅拒讓位，讓甘乃威四五十歲人，
也要以第二梯隊自居。本來，在今屆民主黨推動黨內
新人接班無可厚非，但民主黨卻過猶不及，要不死命
不給新人上位，要不一併將所有新人，不論其水平能
力如何都推上位，結果卻濫竽充數，出現了這次多張

參選名單民望欠佳的困境。
必須清楚的是，過去幾屆民主黨在多區都有超過
一張名單出選，但這次卻是五區只出一張名單，按
道理票源將會相當集中，議席是十拿九穩。但儘管
如此，多名民主黨新人的民望依然是慘不忍睹，當
中主要問題是候選人水平不足，要由何俊仁、劉慧
卿、單仲偕好像「保母」般對他們管接管送、陪伴
在側，甚至在選舉論壇上也要代他們回應質疑，處
處呵護，這說明什麼？說明這些新人都是廖化作先
鋒，根本擔不起領軍的重任。但民主黨卻為了趕年
輕化的潮流，為交棒而交替，將這些不夠格的人全
部推上前台，不但失去了增加議席的機會，更隨時
將民主黨的老本輸掉。

民主黨在「超級區議會」的佈陣錯誤更大，竟然排
出了一強一極弱的名單，一個是連任多屆，知名度極
高的涂謹申，一個卻是網絡愛情小說家，但去到現實
世界就無人認識的區議員鄺俊宇。這個排陣的結果只
有一個，就是民主黨支持者票會大量集中到涂謹申身
上，令涂得票極多，相反鄺俊宇卻會低票落敗。始
終，民主黨雖然有不少樁腳，但「超區」最重要的是
知名度，很多人連鄺俊宇是誰都不認識，其選舉文宣
又充斥着一般市民不明所以的網絡語言，如此小眾，
還如何選「超選」？
現在民主黨正全力進行配票，做法就是全力催谷

鄺俊宇，將原來分配給涂謹申的票源和選區都撥給
鄺俊宇，以主要的組織票「保鄺」，以實現「超
區」取兩席的目標。雖然，目前涂謹申支持度較為
穩定，按此情況下應可取得一席，但世事無絕對，
政治一日已經太長，選舉的支持度可以大起大落。
若然現時民主黨開始將宣傳力及焦點放到鄺俊宇身

上，意圖「過票」給鄺俊宇，隨時會令涂謹申出現
以往常見的「高開低收」現象，在調查之初有相當
高支持，但隨着選舉臨近卻轉弱，甚至最終倒灶。
最佳的例子就是上屆新界西李永達，民調一直不
俗，甚至「豪爽」地將其部分選區及票源撥給其妻
陳樹英，結果卻雙雙落敗。
從涂謹申的角度，現在本已經穩勝，如果分票予鄺

俊宇，最終得票將難以估計，隨時救了鄺俊宇卻連累
了自己，在議席大過天之下，涂謹申會全心全意地過
票，為鄺俊宇助選嗎？答案其實顯而易見。民主黨今
屆立法會選舉佈陣失誤，對新人又揠苗助長，加上在
「港獨」立場曖曖昧昧，惹中間選民反感，選情恐怕
難以樂觀。
（參選本屆立法會「超級區議會」的候選人還有，
李慧琼名單、周浩鼎名單、王國興名單、梁耀忠名
單、涂謹申名單、鄺俊宇名單、陳琬琛名單、何啟明
名單、關永業名單。）

民主黨「超選」排錯陣 隨時連累涂謹申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阻止「港獨」魔爪入校園 善用手上選票護孩子

校園絕對不容散播「港獨」言論
正如特首梁振英日前表示，若「港獨」的主張進一步

在學校及社會發展，對香港害處很大，學校有責任引導
學生正確討論。他強調對「港獨」的態度不是言論自由
問題，而是是非立場問題。確實，校園當然應該有自由
討論的氛圍，但自由不是沒有限制，前提是必須守法，
絕對不容散播違法言論，更加不容傳播分裂、「獨立」
的言論，這些言論已經超越了言論自由的底線，絕對不
應在校園內出現。
事實上，「學生動源」將「港獨」議題帶入校園，更

招攬中學生跟隨，根本與言論自由無關，而是徹頭徹尾
的「播毒」。如學生未有掌握好基本事實，就偏信一些
情緒化口號和偏頗觀點，容易罔顧事實，得出錯誤結
論，最終會被以假當真的言論誤導，誤入歧途。面對這
股校園「獨流」，學校必須維護教育原則，把討論引向
正途，協助學生掌握基本事實，作出理性判斷，免受偏
激思潮衝擊。
「港獨」違憲違法，若有學校或教師以「培養自由意

志」、「獨立思考」的名義，以似是而非的論調，任由
學生受「港獨」思潮洗腦，等同教唆學生違法，誘導學
生犯罪，違反法律和社會規範。言論自由、獨立思考不

是散播鼓吹「港獨」的擋箭牌，對一些學校或教師向學
生灌輸「港獨」思潮，引誘學生走上「港獨」不歸路，
當局必須依法嚴正處理，斬斷伸向校園的「獨爪」，為
香港下一代的健康成長負責。
《香港教育專業守則》訂明，教師「應尊重法律及社

會接受的行為準則」、「應關心學生的安全」，若然有
教師任由學生談論「港獨」而不作引導，致使學生得出
不惜暴力流血也要搞「港獨」、搞「革命」的結論，甚
至明示暗示鼓動支持學生認同、支持「港獨」，這根本
是違背教育專業、對學生不負責的做法，不僅喪失教師
專業的基本職業規範，而且是罔顧學生安全、福祉和前
途，極可能違反《教育條例》。為免絕大多數年輕人成
為「港獨」犧牲品，教育當局及辦學團體應理直氣壯直
陳是非，幫助學生建立合法正面的國家民族觀念。對於
違法失德、誤人子弟的「播獨」教師，教育局理所當然
要嚴格執法，防範「港獨」在校園氾濫成災，切實保護
莘莘學子。

立法會選舉應成反「港獨」平台
值得指出的是，「港獨」議題引起社會各界的警覺，
而反「港獨」亦已成今屆立法會選舉的最主要議題。在
多個選舉論壇上，「港獨」議題都引起各候選人的大力

鞭笞。但令人失望的是，一些「本土
派」以及反對派候選人，在「港獨」立
場上依然是猶抱琵琶半遮面，不敢明確
反「港獨」立場，只是不斷顧左右而言
他；有「本土派」人士雖無「港獨」之
名，但其鼓吹的「自決」、「香港民
族」等論調，無視基本法，挑戰「一國
兩制」，實際上也是一種「暗獨」，而
且比「港獨」言論更具迷惑性。
「港獨」對香港是一場災難，所有候選人都有責任明

確表達對「港獨」的立場，選民也應該心明眼亮，看清
楚候選人對「港獨」的立場，在「港獨」這個大是大非
的議題上，如果候選人不敢公開反對，就是罔顧香港利
益，漠視港人福祉。這些候選人根本沒有資格成為立法
會議員。
香港河源社團總會成立17年來，始終秉承愛國愛港

愛家鄉的宗旨，凝聚了逾三萬名鄉親，積極參加香港的
社會事務。
今屆立法會選舉關係香港前途，選民應該善用手上選
票向「港獨」說不、向禍港政客說不，顯示社會反「港
獨」的強大呼聲。香港河源社團總會將會全力支持愛國
愛港候選人，將禍港分子踢出立法會。

吳 惠 權

吳惠權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河源社團總會主席

激進「本土派」玩殘「雷動聲吶」
Choi Wai Hung︰仲唔激到教授（戴耀
廷）「雷動」？

Trixia Pat︰唔好比（俾）佢停 #民調好
可信。

Kung Wah Keung：「雷動聲吶」，變
咗個Game（遊戲），好玩！好玩！

Martin Tse︰搗毀「雷動計劃」，拆掉
「泛民」大台。神駒（仇思達）益友，再
下一城！

L Tang Yiu Man︰想操控成萬人既
（嘅）自由意志，真係忽上腦，把自己看
得那麼高。

Alex Cheung︰每區都得果（嗰）一千幾
百人參與，配條×啦！

Kitty Lam︰「雷動聲吶」巧立名目，實
質搵笨！滾動民調作繭自縛，大快人心！

Geoff Kong：咁聰明選民係咪要策略性
放棄王（黃）碧雲，力爭CK（何志光）
攞兩席？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甘瑜

九龍西候選名單：
蔣麗芸、梁美芬、狄志遠、黃碧雲、毛孟靜、
譚國僑、黃毓民、吳文遠、劉小麗、朱韶洪、
何志光、李泳漢、林依麗、關新偉、游蕙禎

新界東候選名單：
陳克勤、葛珮帆、鄧家彪、容海恩、李梓敬、
林卓廷、鄭家富、方國珊、張超雄、范國威、
侯志強、楊岳橋、梁國雄、陳志全、麥嘉、
李偲嫣、廖添誠、陳云根、陳玉娥、黃琛喻、
梁金成、梁頌恆

新界西候選名單：
梁志祥、陳恒鑌、麥美娟、田北辰、何君堯、
周永勤、尹兆堅、李卓人、郭家麒、馮檢基、
黃潤達、黃浩銘、鄭松泰、黃俊傑、高志輝、
朱凱廸、呂智恆、鄺官穩、湯詠芝、張慧晶

傳統反對派每逢選舉都着人「含淚投
票」，但卻未能照顧激進「本土

派」的利益，出事時譴責、競爭時「踩住
上」，早已引來激進「本土派」的不滿，
不少人都寧願射畀建制派都唔益佢哋。
仇思達昨晚在其fb舉行直播，其間狠批
「雷動聲吶」企圖操控選民意志，幫「廢」
人拉票，並分享他們和一眾「益友」一起投
票的「造王」成效，包括新界西由社民連黃
浩銘領先、新界東則「人民力量」陳志全支
持率比楊岳橋更高，「九龍西爭啲，始終我哋益友啱啱先
撳……你係咪想叫我哋啲益友投×晒 CK（何志
光）？……好啦我就投佢，『雷動聲吶』啊嗱！」
fb專頁「Look7s」也加入「呼籲」，「請大家支持何
志光喺『雷動聲納（吶）』滾動投票做票王！幫到你盡
啦戴耀廷。」(見圖、網上截圖)並加上「真心何志光必
勝」、「保住關鍵一席」等標籤（hashtag）。

結果一夜之間，九龍西的民調果然徹底
改變，改由原本墊底的何志光領先。仇思
達開心表示︰「且看戴妖這次如何雷動，
笑死！」其後他再發帖「補刀」︰「戴妖
發動所謂『雷動計劃』，被一眾益友瞬間
玩殘。『泛民』妄圖在選民的意志上僭建
大台的行為，是不堪一擊的。戴妖今早起
身，睇怕都要即刻打俾（畀）CK，叫佢
『過票』給黃碧雲同毛孟靜嘞！」
一眾「益友」隨即留言大讚好玩，並瘋

狂恥笑戴耀廷，指這次是「聰明選民之聰明反被聰明
誤」。
有人就說︰「區區一個城大仇同學已孌（經）搞爆，
乜鬼嘢爛計劃嚟架（㗎）？」也有人打蛇隨棍上說：
「CK（何志光）係咪會入埋乜鬼推薦名單/座談
會？」、「咁聰明選民係咪要策略性放棄王（黃）碧
雲，力爭CK（何志光）攞兩席？」

不滿「戴妖」操控選舉
激進「本土」玩殘「雷動」

傳統反對派經常呼籲「含淚投票」，「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
廷更推出「雷動聲吶」幫忙配票，影響了激進「本土派」票源。
親激進「本土派」的仇思達昨日凌晨就在其facebook直播中，呼

籲網民玩殘「雷動聲吶」，紛紛投票「造王」。經過一夜網上投票，「雷動聲
吶」立法會九龍西選區的民調結果徹底改變，原本支持率墊底的「香港本土力
量」主席何志光，瞬間排名第一。「拆大台」行為令戴耀廷的如意算盤打不響，
有人更譏問︰「咁聰明選民係咪要策略性放棄王（黃）碧雲，力爭CK（何志
光）攞兩席？」 ■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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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反黑金關注

組」昨日赴廉署示威，質問「黎智英黑金」事件
迄今兩年、「證據確鑿」，何以廉署仍未提出檢
控。他們要求廉署嚴格執法究辦「黑金」，由資
金源堵截亂港激進行動；要求廉署肅清「內
鬼」，保持廉署「嚴明公正」的「金字招牌」。
「反黑金關注組」十多成員昨日赴北角廉署

總部示威。他們舉起寫上「黑金猖獗、群魔亂
舞，廉署執法、刻不容緩」的橫額，中間印有前
壹傳媒主席黎智英的大頭照，及手持兩年前被傳
媒披露、涉嫌收受「黑金」捐款的反對派核心人
物的頭像，包括李卓人、何俊仁、毛孟靜、涂謹
申等，以及印有「美狗黎智英」秘密支付「黑
金」的清單。
他們高呼「罪犯人贓並獲，點解仲未落

鑊」、「源源黑金禍港、廉署盡快阻擋」、「肥
黎黑金派不停、廉署要接佢上庭」、「議員犯
法、理應入冊」、「政治拜黑金、政客是禍
心」、「今日香港亂象生、黑金議員是禍根」、
「廉署唔保密、做法好核突」、「廉署失承諾、
理應要孭鑊」等口號。
「反黑金關注組」在新聞稿中指，「黑金醜

聞」曝光兩年多，各涉案人員早已「罪證確
鑿」，但迄今未被究責。他們質疑，黎智英是
「黑金」主要源頭，涉嫌在「佔中」前後向激進
組織支付逾四千萬港元的「黑金」，成為本港所
有亂象的源頭，不僅民主、公平和公義流於空
談，更令法治崩潰、民生和經濟一蹶不振。
他們續稱，反對派反政改、「佔中」、「鳩

嗚」、「光復」、「驅蝗」，立法會常年性拉布
和流會等，以至今年初的「港獨」暴動，均和各
路「黑金」息息相關，又懷疑廉署內部有中層、
高層與「黑金議員」「閉門一家親」，忙於權謀
內鬥、肆意違反紀律的有目的洩密，變相縱容黑

金政治變本加厲。
「反黑金關注組」強調，在全球經濟不景之下，香港

背靠祖國，本來近水樓台先得月，大可保持繁榮，但近
年「黑金政團」無孔不入、有計劃有組織的進攻破壞，
現在又「磨刀霍霍」爭奪立法會議席，令香港向動亂懸
崖滑亂。他們強烈要求廉署加快調查，檢控「黑金」涉
案人員，保障港人生存之路的安全。

憂港淪「黑金政治」肆虐
「關注組」發言人黃先生稱，他們兩年來至廉署舉報

「黑金事件」十多次，郤始終未見進展，廉署的答覆均
為「調查中」，令他們十分不滿。他們擔心長此下去，
香港恐將淪落到「黑金政治」肆虐、分裂國家違法勢力
公然橫行的萬劫不復境地。他們本周六將再舉行反黑金
大遊行，堅決「源頭減廢」、堵截黑金，絕不放棄。

關
注
組
促
廉
署
嚴
打「
黑
金
」清「
內
鬼
」

特首梁振英昨日在禮賓府與訪港的英國國會跨黨派中
國事務小組主席格雷厄姆（左）會面，就雙方共同關心
課題交換意見。梁振英向格雷厄姆介紹香港在政治、經
濟和社會最新情況，冀兩地能在各範疇加強交流合作。

港 英 交 流

■「反黑金關注組」於廉署總部示威。 殷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