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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的紙上談兵，到行動起來組政黨甚至競

，這股勢力已發展至令人無法再視而不見掉以輕心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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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成為本港政治新聞的熱門搜索詞，說明大家開始關注這問題了。的確，從過去只在某些刊物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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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傳媒人斥港獨禍國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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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是少數人，但按香港現行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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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如今公開赤裸裸高呼

港獨

思潮對不滿現狀、不了解祖國、不認識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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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的繁榮穩定所構成的威脅。雖然支持

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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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

的危害性，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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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進立法會，影響到每個香港人的福祉。面對當前的嚴峻局面，面對大是大非問題，相信絕大多數港人都

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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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分 子

的倒行逆施是不可能得逞的。為了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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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

港獨分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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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立法 會議席 ；從過去 遮遮掩 掩說什 麼

說不，也深信少數

﹁

大多數 香港同 胞都會 關注這 股逆流 的湧動 ，並且思 索它對 國家安 全 、

港獨

﹂

舉制度 ，很可能 僅憑這 少數人 就能把 穿上偽 裝的

會對

之害及應對之策。各位的發言皆見解精闢，分析獨到，今特精選摘錄刊出，與廣大讀者分享。

﹂

的香港年輕人所造成的惡劣影響，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於八月二十三日舉辦了一個座談會，共同探討這個話題。本會諸位會長、顧問及理事踴躍出席並發言，部分

無暇出席的顧問亦紛以書面發言，細數 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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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專題

籲加強教育勿姑息養奸 媒體免淪爪牙助播毒
黃皮白心 何其害人？
張雲楓

喝止．勸誡．呼籲．反擊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創會會長
原《文匯報》社長
「港獨」分子將 「本土」掛在嘴邊，
好像十分重視香港本土和港人利益，但事
實恰恰相反，真正重視香港本土特色和港
人權益的是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而
不是這些 「港獨」分子。
在13億人民中實行社會主義的祖國容
許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繼續原有生活
方式，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並且千方百計支持香港保持繁榮
穩定，這些鐵一般的事實，表明了誰才是
港人利益的維護者。標榜 「本土」的 「港
獨」分子的所作所為卻完全與此相反。他
們無視港人安居樂業的願望，不斷地挑撥
兩地關係，撕裂香港社會，製造事端，挑
起暴動。

其實這些 「港獨」分子黃皮白心，骨
子裏根本沒有港人利益這回事。他們與當
年英國人和反華勢力一脈相承，最根本的
一條就是不願香港回歸，阻撓中國對香港
恢復行使主權，達成反華勢力未遂的心
願。
有人說，對青年人的行為要多寬容，
對！我們要多了解他們的心理，要將那些
一時認識不足和受人蠱惑說過錯話的青年
同 「港獨」分子區別出來，多加說理開導
，讓他們逐步走回正道。但對於 「港獨」
分子，尤其是有背景的頑固分子，則絕不
能手軟，不應姑息，更不能為他們張目，
姑息養奸，禍害香港，到頭來，受苦的是
我們港人。

楊祖坤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理事長
原《大公報》總編輯
有種衝動，我要大喝一聲：你們到底
要把無知的孩子往哪裏推？我想大喊一句
：孩子，你們怎能幹出數典忘宗、分裂國
家的壞事？我更想大哭一場：香港啊香港
，今日究竟是誰家天下？歪理變正理，賣
國 「合法化」， 「港獨」到處滲透，荼毒
青年學生！ 「港獨」是絕大多數港人不會
同意的，但卻有一小撮人，明裏暗裏兜售
和支持 「自決亅、 「獨立」，更有甚者，
綱領已經出來，部署亦已搞定，他們叫囂
「暴力抗爭亅，準備全力滲透， 「入學校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日前舉辦《如何應對 「港獨」 的躁動》座談會，探討傳媒應如何應對 「港獨」 思潮

」、 「入政府」、 「入公務員隊伍」，實
行 「窩裏反」。真的何其毒也！而這一切
卻得到反對派政治勢力所讚賞、所鼓勵，
也包括外國勢力的支持和干預。警惕啊，
香港！警惕啊，港人！我希望教育界首先
站出來，對 「港獨」思潮播入中學和大學
的企圖說不。教育當局也要有行動，不能
聽之任之！特區政府除予以強烈譴責外，
亦應依法嚴肅處理。香港永遠和祖國不可
分割，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想分開
我們，絕對絕對辦不到！

堅定不移保港繁榮安定

媒體不要當港獨推手

堅決反對任何港獨言行

不僅禁獨還要倡愛國

絕不讓港獨有任何機會

如何應對港獨的躁動？

成人誤導煽獨法理不容

吳康民

吳松營

貝鈞奇

葉中敏（關昭）

馮仲良

屈穎妍

邵盧善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
誼會榮譽會長、香港
區人大代表召集人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
誼會榮譽會長
原《香港商報》社長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
誼會永遠名譽會長
體育界知名人士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顧問
原《大公報》副總編輯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
誼會顧問
原《大公報》副社長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
誼會顧問
知名專欄作家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顧問
原廣播處助理處長

社會上有少數人公
然提出 「港獨」，鼓吹
香港 「獨立」或自決，
有關言行違反 「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危害國
家主權和安全，危害香
港的繁榮穩定及根本利
益，應受譴責。
基本法已清楚列明
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
一部分，在1997年7月1
日，國家恢復對香港行
使主權，從而實現了長
期以來中國人民收回香
港的共同願望。 「一國

新學年開啟， 「港
獨」揚言進校園。正如
社會人士所指出， 「港
獨」主張並不是一個言
論自由的問題，而是涉
及到違憲違法和 「一國
兩制」原則，依理依法
都不能容許的。就是在
西方民主大國德國，經
歷過二戰的慘痛經驗後
，今天，在德國境內，
任何公眾地方不得出現
希特勒的照片、任何場
合─當然包括學校
─不得提出及討論納

種種跡象及事實證
明， 「港獨」已不僅僅
是一種思潮，而是有組
織、有綱領、有行動的 立法會選舉，不能讓與
禍港亂港活動。面對如
「港獨」沾邊的人進入
此嚴峻局面，特別是 「 立法會，這至關重要，
港獨」搞手加緊其攻勢 否則立法會亂象更劇，
，香港社會必須正視，
「港獨」將會有一個更
必須予以還擊。香港人
大、更有影響力的舞台
不能再作沉默的大多數
去鼓吹、散播其流毒，
了，要站出來，要在各
「港獨」會更為囂張，
種場合中發聲，要用行
香港的形勢會更加複雜
動來反對、抵制一切 「 和嚴峻。我們絕不能讓
港獨」言論和活動。目
「港獨」分子有任何機
前首要的是九月四日的
會！

2003 年 「沙 士 」 襲
港，當年的醫療抗疫團
隊是由時任的中大醫學
院院長鍾尚志教授領軍
。其時 「沙士」在社區
爆發，但為免引起社會
恐慌，決定暫不向外宣
布，獨鍾教授力排眾議
，認為一定要讓大眾得
悉問題嚴重，加強防衛
，才可阻止惡疾蔓延
。 於是，會後鍾教授決
定向外宣布香港已是危
城。
最初 「港獨」只是

基本法開宗明義，
香港是中國不可割離一
部分。上世紀七、八十
年代，香港回歸問題開
始浮現的時候，不是沒
有人企圖嘗試把香港割
離中國，最終，香港主
權完整回歸中國，英國
甚至另立新法，把數百
萬港人拒於門外。那個
年代，國際仍處冷戰局
面，美、英聯盟影響力
達至巔峰，尚且不敢包
攬 「香港獨立」，何況
今日？年輕世代可以說

香港青年長期缺乏
中國現代史的教育，在
甜水中長大的青年人，
既然缺乏家國情懷，也
着，不少人還在建制之
容易被標新立異的 「港
內，有不少人還披着愛
獨」言詞所煽動。港英
國愛港的外衣，這股勢
當局長期統治香港，正
力不容輕視。從反對23
希望洗刷下一代人的國 條立法，到推動所謂 「
家民族觀念，既有利於
五區公投」，他們總在
它的殖民統治，更有利
盯住香港的政治變化。
於它撤出香港以後的 「 總之，香港的愛國愛港
無形之手」的影響，即
力量，必定要堅定不移
延伸英國人直接管理的 ，支持中央對港方針政
影響。何況，英國人留 策，保持香港的繁榮安
下的 「港英餘孽」還多 定！

事實上 「港獨」在
香港的青年中間也是極
少數，在整個香港社會
裏面更是極極少數。道
理很簡單：第一、 「港
獨」是完全逆歷史潮流
而動的；第二、 「港獨
」絕對不能得逞。如果
口稱 「港獨」的一小撮
分子有破壞國家統一的
犯罪行動，香港特區政
府必定會繩之以法。
奇怪的是，一小撮
「港獨」分子的胡說八
道，卻能在香港引起波

瀾為什麼？媒體效應的
「功勞」也。有些電視
廣播、報刊，對某些 「
港獨」的言論喜歡大肆
渲染，客觀上為 「港獨
」在社會上造勢。但是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媒體對於 「港獨」言
行報道喧嚷的結果，只
能破壞香港的繁榮、穩
定，且為廣大民眾所不
齒。何苦而為之⁈

兩制」是憲制要求， 「
一國兩制」的落實，必
須以自身的基本法為具
體規範，保障國家對香
港的基本方針政策。
為保障香港繁榮穩
定，維護國家主權和領
土完整，任何一個香港
人都有責任維護基本法
，堅決反對任何 「港獨
」言行。

粹主義，違者會被依法
拘捕、送上法庭及判處
監禁。難道德國不尊重
言論自由？在關係到國
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大
是大非面前，確實是沒
有什麼 「自由」可言的
。在禁 「獨」的同時，
還需要旗幟鮮明、理直
氣壯的推動愛國，愛國
與 「港獨」是誓不兩立
的，只要愛國思想成為
主流，佔上風， 「港獨
」就再無立足之地。

幾個人 「發噏瘋」妄想
出來的概念，能發展至
今成為熱話，源於政府
對它的軟弱取態。
趁這 「毒」未發，
政府應如鍾教授般斬釘
截鐵，把鼓吹者、煽動
者以法查辦，把關注 「
港獨」的學校名單高調
公布，用法律阻止其行
動，用大眾壓力令教者
守好學校大門。

出世遲，不知當年史實
，成年人有責任警醒他
們。言論自由、宗教自
由，都有相對的責任，
有些明文規定，有些約
定俗成。英國日前拘控
兩名伊斯蘭教長，指控
他們為 「伊斯蘭國」網
站宣傳，罪名成立。換
句話說，不管是出於好
奇還是熱心宗教，接觸
「伊斯蘭國」網站都有
可能判獄！防患未然，
為了公眾安全，個人自
由須受限制。

港獨是走不通的死路

政府須旗幟鮮明反港獨

獨害損港核心價值

提防港獨的破窗效應

嚴打港獨依法煞焰

通番賣國 可悲可恥

二十三條立法刻不容緩

曹驥雲

郭先覺

區達成

王伯遙

鄭紀農

許

吳壽南

中國著名核動力專家

資深傳媒人
加拿大魁北克大學博士後
華中師範大學哲學博士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顧問
原《文匯報》總編輯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顧問
原《新晚報》副總編輯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
誼會顧問、原《香港
商報》副總編輯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
會副理事長、香港文化
藝術基金會顧問

「港獨」的提出和
行徑，是絕對違反基本
法的。社會科學上有個
理論叫 「破窗效應」，
是說一座大廈的一個窗
子被擲破了，必須及時
修好，否則會引來更多
的擲石，更多的窗子被
擲破，搗亂無日無之，
治安日益惡化。 「港獨
」就是那個破窗，一定
要及時修好。有些人、
有些輿論以所謂 「言論
自由」、 「人權」來模
糊 「港獨」的違法行徑

對 「港獨」行徑，
要揭其陰謀，但不夠，
需有實際措施應對，煞
其氣焰。
下面幾點意見：一
、政黨社團涉鼓吹 「港
獨」，憲政或相關部門
應去信警告，紀錄在案
。二、打正 「港獨」的
遊行集會，警方應拒絕
其申請。三、一般性質
的遊行集會，主辦者若
中途改變原旨，插入發
表 「港獨」言論或行為
，警方即介入令其解散

近來香港有一小撮
人鼓吹 「港獨」，要分
裂國家，令人憤慨。歷
史上對這一小撮敗類有 國人。他們說：不要叫
一個叫法，叫 「數典忘
我做中國人，叫我做中
祖」。一個 「港獨」分
國人係對我一種侮辱。
子囂張說，他們要英國 老實說，這些人不配做
廢除上世紀八十年代的 中國人，叫他們做中國
《中英聯合聲明》， 「 人，才是對中國人的一
收回」香港，再交給他
種侮辱。他們可以不做
們宣布 「獨立」脫離中
中國人，但他們不可分
國，真是奴性十足，一
裂中國國土，通番賣國
股認賊作父心態。
，不要落得秦檜、汪精
有個別 「港獨」分
衛、周佛海那種遺臭萬
子更公開否認自己是中
年的漢奸一樣的下場。

1997 年 香 港 回 歸 祖
國，中央經過多番諮詢
，訂立一部基本法，並
協助港人選出一位特首
。中央相信特首能夠帶
領一眾號稱工作效率良
好的公務員團隊，就能
管治好香港。但原來西
方勢力卻在精心策劃，
從各個層面進行滲沙子
的部署，安插、培植西
方勢力的代言人。現今
，這一批由西方反動勢
力培植出來的代言人，
死心不息，配合國際反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顧問
《大公報》前副總編輯
今天稍有常識的中
國人，都明知 「港獨」
分子走的是一條根本走
不通的死路。 「港獨」
分子正是合了世上那句
名言：上帝要其死亡，
必先令其瘋狂。個別年
輕野心家搞 「港獨」，
明知得不到支持，但他
們想藉此嘩眾取寵方式

，於短期內標青於政壇
，取得立法會議席，再
進一步向廣大青年層推
銷 「港獨」。市民之間
談起這些社會事情，無
不忿恨，要求特區政府
全力維護法律尊嚴，斷
然以法對待犯法分子，
對 「港獨」分子決不寬
待。

1967 年 那 個 時 候 ，
《香港夜報》社長胡棣
周先生提出收回香港的
言論就遭到港英當局拘
捕投獄，為什麼今天我
們不像當年的港英那樣
採取強硬果斷措施呢？
而且，正如今天座談會

上有講者所提出的，須
在香港各個社團都發動
起來，進行對 「港獨」
的聲討，一定要這樣做
，讓 「港獨」分子像過
街老鼠，人人喊打，將
那些賣國的 「港獨」分
子繩之於法。

近期有人熱衷於把
「港獨」融入香港體制
，不惜捨本逐末，引入
人權法治去保衛及掩飾
「港獨」，企圖將 「港
獨」合理化，說推動反
對 「港獨」就等如獨裁
、違反法治、打壓異己
，塑造出政府現時處理
「港獨」的手法，既違
法亦損人權。相信今時

今日的香港市民，絕對
不會是有法不依，只要
大家細心了解 「港獨」
議題到底與香港的法治
核心價值有何衝突，無
論在討論 「港獨」、在
教育工作、在投票選擇
及如何為香港未來提出
意見，也是易如反掌，
立論正確，選擇無誤。

，實在是包藏禍心，
居 心叵測。還有些人對
「港獨」在校園內播毒
，採取模棱兩可的看法
，這種態度是姑息養奸
，糊塗透頂。 「港獨」
會把香港引入萬劫不復
的境地，人們千萬要警
惕。
香港的教育政策，
的確存在不少問題，事
關下一代的健康成長，
事關香港未來，希望特
區政府拿出精力，重視
處理。

，向主辦單位提出警誡
，紀錄在案，作為日後
審批參考。四、教育局
知會各學校，發現校內
有 「港獨」活動，需向
教育局匯報。五、在校
內進行 「港獨」活動的
教師，教育局及校方應
作適當告誡，屢勸屢犯
，可作處理。六、選舉
期間，政府相關部門注
意競選人涉「港獨」言論
，及時處理。七、教育
局研究在中小學安插基
本法講座課堂。

燊

華勢力，瘋狂叫囂，要
在香港搞什麼 「港獨」
行動，甚至公開組織 「
港獨」政黨。目標就是
要挑戰基本法，架空中
央，使香港成為對抗中
國的戰略橋頭堡。作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區政府，為了避免損害
香港根本利益和危害國
家安全，應該迅速為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座談會嘉賓發言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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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張雲楓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理
事長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
會顧問及醫事顧問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
會顧問、專欄作家

現在有人鼓吹 「港獨」，
企圖割斷香港與內地的關係，
理應予以譴責。本會覺得是時
候就「港獨」思潮的危害性發聲
了，所以舉辦此次座談會，邀
請了本會多位會長和顧問一起
，探討如何遏止「港獨」散
播，及特區政府和傳媒應
如何應對「港獨」的躁動。

中文大學七月份發表民
調結果，說17%港人支持 「
港獨」，當中15-24歲的青
少年中支持 「港獨」的更高
達40%。15歲的小朋友知道
什麼是 「港獨」，故這份民
調設計本身便甚有問題，用
心惡毒，絕不能讓民調成了
政治工具。

英國統治香港時也出
現過個別人要求香港 「獨
立」的事件，但都沒引起
多大回響，而今 「港獨」
思潮卻甚猖獗，因為英治
時期，設有政治部，嚴禁
政治活動，亦會壓制 「港
獨」，但回歸後特區政府
反而沒設這方面的屏障。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
顧問、原《文匯報》副總
編輯
香港在很多方面都有法例
保護青少年，例如看電影分級
制防青少年看色情暴力電影，
也有法例防止向青少年售賣煙
、酒和色情刊物等。但現在竟
有人支持在學校中公開討論 「
港獨」，特區政府應有所作為
，加大對青少年的保護。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顧問
、香港學歷評審局學術專家
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
的影響力很大，傳媒是社會上的
意見領袖，不應成為商品，完全
不承擔意見領袖應有的責任。現
在年輕人國家民族意識薄弱，香
港在英國管治時期，中國人是二
等公民受欺侮的歷史也不知道，
意見領袖們要向他們講好這些故
事。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顧
問、香港回歸土地委員會中
方代表
言論自由非絕對，是有界
限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第十九條規定，在
保障國家安全及公共秩序的情
況下，可以法律規定加以限制
。香港刑事條例也有 「煽動」
罪的規定，要研究言論自由與
煽動罪之間的界限。

港區人大代表

前港區人大代表

毒販哄騙青少年吸毒
，只會向他們說吸毒的 「
好處」，不會講那些可怕
的後果；搞 「港獨」的人
同樣只會宣揚 「獨立的所
謂好處」而不會提後果。
所以必須保護青少年，政
府應設法讓年輕人有更多
機會和希望， 「獨」販就
不能輕易引誘他們。

雖有民調說70%港人
反對 「港獨」，但民間
的反對聲音仍不夠大，
有需要繼續深化反 「獨
」，要發動社區，要增
加對本土史的研究，用
講故事、文化保育導賞
等方式，正確告訴年輕
人怎樣才是本土，而非
割斷歷史才是本土。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
誼會顧問、《鏡報》
執行社長
對國家的認同應自
小培養，與家庭和學校
教育甚有關連。正面道
理大家通常聽不進去，
反面的東西卻一聽便入
腦，所以傳媒要作主導
，要發揮好自己的作用
，講好故事。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
誼會永遠名譽會長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
誼會顧問

過去香港在港英管
治下，只有反殖鬥爭，
沒有 「獨立運動」，為
何回歸後反而有 「港獨
」言論。那是因為中國
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後
，美國便提出要重返亞
太，要遏制中國。

現在部分所謂社會
精英，昔日都被港英洗
腦，他們是當時的既得
利益者，突然要他們愛
港愛國很難，更利用部
分人對現實的不滿情緒
推銷 「港獨」，媒體也
由他們控制，令沉默大
多數缺乏發言平台。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
會顧問、原港澳辦副司
長
反對派的策略，就是要
搞對抗、搗亂、撕裂，動輒
就說要打倒政府，從 「佔中
」到要求人大收回 「八．三
一」決議等，都是要對抗中
央，要把特區政府搞亂、搞
垮。特區政府必須提高管治
能力水平，依法治港。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
會創會會長
百多年港英的洗腦，
加上對中國抹黑宣傳的長
期影響，令部分香港人對
祖國有錯誤認識，要把他
們引上正軌，需要長期和
艱苦的努力，作為傳媒對
社會負有責任，今次
座談會希望在這方面
能作些微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