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黨」「獨幡」掛十多大專校園
曾迴避回應卒認「供貨」教界批圖拉院校「落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國慶日

10多間大學及專上院校校園，昨晨分別

被發現遭人掛上「香港獨立」直幡，校

方其後將直幡拆除。有關直幡所用顏色

與字體與「香港民族黨」的宣傳品一模

一樣，不過該「獨黨」自昨日早上起一

直逃避回應是否與行動有關，直至黃

昏，其召集人陳浩天始承認所有直幡均

由該黨提供，但聲稱沒有操控學生，行

動屬「自發」云云。教育界批評，「港

獨」分子意圖將各大專院校「拖落

水」，誤導群眾以為院校認同其主張

（見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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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香港多個
民間組織趁昨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周
年舉行慶祝國慶及反「港獨」活動。有團
體表示，香港回歸後幸得強大的祖國做靠
山，但近年香港有政客煽動年輕人對國
家、特區政府的仇恨，推動年輕人參與
「佔中」更鼓吹「港獨」，荼毒下一代。
他們希望年輕人親自到內地，了解國家的
文明和進步，特區政府更應重推國民教
育。
「珍惜群組」近百名成員昨日中午在金
紫荊廣場舉行國慶集會，近百人身穿紅色
上衣，揮舞國旗和區旗並高唱國歌，氣氛
相當熱烈。雖然中途偶下陣雨，仍無損參
與市民的熱情。他們向途人和遊客派發國
旗和特區區旗，又手持國旗圍繞金紫荊一
圈。

港回歸19年 幸得強大祖國做靠山
「群組」發言人李璧而表示，「今天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周年，是值得慶祝
的大日子。恭賀國家國富民強，繁榮安
定，越來越文明先進、實事求是。我們以
身為中國人為驕傲。」香港回歸19年，幸
得強大的祖國做靠山。但現在香港一年比
一年差，香港的法治被顛覆，有人驅趕遊
客，發動霸佔主要街道，鼓吹暴力，攻擊
警察，甚至以磚頭襲警，把香港搞亂，又

抹黑政府推行的基建工程，影響經濟民
生。

體驗國家發展 不被片面說法誤導
她續批評，有政客荼毒年輕人，煽動他
們對國家、政府的仇恨，推動他們鼓吹
「港獨」。她呼籲香港年輕人多到內地走
走，體驗國家目前先進的發展，不要因被
片面的聲音誤導，而忽略國家巨大的發展
空間和機遇。特區政府也應該盡快恢復國
民教育，以保護下一代。
就有人在各大專院校校園內掛上「香港

獨立」的直幡，李璧而認為，這反映了有
無知的學生被人誤導和煽動。有「群組」
成員則指，校園出現「港獨」直幡，就是
有「港獨」思潮入侵校園，希望年輕人學
習國家的文明和進步，宣揚愛國精神，反
對「港獨」。
「兩岸四地一家親」、「和平論壇」、「旺
角盟友」、「反黑金關注組」等民間組織同
日下午也在尖沙咀舉行「慶國慶反港獨」遊
行。約70名參與遊行的人士同樣身穿紅色上
衣，揮舞國旗和區旗，高叫「我是中國人我
驕傲」、「掃走禍港政棍」等口號，從尖沙
咀碼頭沿廣東道遊行至港威大道附近後折回，
沿途並向市民派發國旗。組織發言人表示，
希望祖國強大，兩岸早日統一，香港則繼續
繁榮穩定。

團體批政客煽獨毒害港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政府舉辦的國慶酒會本應是香港社會
各界人士共同慶祝國慶的重大活動，
但民主黨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突然
勇武」，試圖「騎劫」活動，在活動
舉行期間高舉示威標語及大叫口號，
破壞會場秩序，最終被會場保安帶
走。香港各界人士批評，他們在此場
合示威只是在搞小動作，是極不尊重
場合的表現，應受到市民大眾的譴
責。
特區政府昨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

行國慶酒會。在行政長官梁振英開始致
辭時，台下的民主黨議員隨即發難，包
括林卓廷、鄺俊宇、尹兆堅、黃碧雲、
涂謹申和胡志偉等，舉起寫上「梁」
「振」「英」「下」「台」、「CY」、
「Step Down」字樣標語，並大叫「梁振
英下台」口號。
眾人之後立即被保安帶走，該黨中西

區區議員吳兆康更躺在地上撒賴，惟最
終也被保安拖離會場。
涂謹申其後對傳媒聲稱，他們不是來

出席酒會，而是要求梁下台，「他沒資
格管治香港，因為他徹底失去民心、令
香港撕裂、令香港人捱不落去，若中央
政府聽到市民的聲音和市民的怒吼，絕
對不能讓梁振英連任。」

盧文端：損其他出席者權利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

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
端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國慶
是普天同慶的大日子，民主黨倘真有
訴求，可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和
平理性地表達意見，但就不應該「騎
劫」國慶活動，損害其他出席人士參
與酒會活動的權利。

王敏剛：搞小動作擾秩序應受譴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剛毅集團主席

王敏剛表示，國慶酒會是每年慶祝國
慶的重大活動，民主黨等人在此場合
示威絕不是建設性的表達意見行為，
只是在搞小動作、擾亂公眾秩序，是
不可接受的，應當受到市民大眾的譴
責。

柯創盛：極不尊重場合令人反感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表示，雖

然民主黨有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但
應文明理性，及在適當場合表達訴
求。他認為，酒會應是社會各界慶祝
國慶的重大活動，有關人等的示威行
為是極不尊重場合，相信會令不少市
民對此反感。

鴿黨議員「突勇武」圖「騎劫」酒會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

佳）告別立法會的工聯會王國興
及鄧家彪，將會在不同崗位為市
民服務。在「超級區議會」界別
取得逾23萬票的王國興昨日表
示，他會以「23萬監察」的名
義，繼續監察特區政府及立法
會，為市民發聲。鄧家彪則指，
雖然工聯會在勞工議題上仆心仆
命，但部分市民不知道他們的工
作，認為要加強宣傳。
王國興及鄧家彪昨日接受電台
訪問。王國興表示，雖然自己未
能當選，但為了對233,236名投
票支持他的選民不離不棄、履行
道義上的責任，之後會以「23萬
監察」的名義，在議會外監察新
一屆立法會和特區政府運作，為
支持者發聲，更即席邀請鄧家彪
加入。他指出，自己和鄧家彪已
有政綱、有承諾，只是取不到議
席，唯有在議會外發聲，歡迎其
他認同其政綱及理念者加入新平
台。

堅持為勞工打拚 為打工仔服務
他強調，工聯會一直堅持為勞

工打拚，為打工仔女服務，而勞
資關係是現時社會最基本的矛
盾，退休保障、取消強積金對沖
及貧富懸殊等問題迫切，相信打
工仔女都認為要有工會代表為他
們發聲，工聯會要堅實團結到他
們。他又指，建制派在「超區」
的議席，都落入跨階層的政黨，
相信市民會感到不情不願。
王國興又慨嘆，在目前的社會

氣氛下，如與特區政府「妥協」
就會被扣帽子，並以爭取男士有
薪侍產假為例，指當時工聯會未
有支持增加至7天的修正案，被
人批評「出賣工人利益」，但當
時當局已經表明，若修正案獲通
過，就會將主體法案撤回，連3
天侍產假也沒有。

落敗不怨天尤人 檢討汲取經驗
對於未能取得議席，王國興直

言失望，並形容自己未能保住屬
於打工仔女的「超區」議席是歷
史的遺憾。他批評反對派在投票
日前夕搞棄選，令建制派要取得
3席的票數和得票百分比都增
加，又說自己當時感受到很大的

「捧殺」，因當時民調顯示自己
的支持度一向穩定，但可能選民
因此覺得不用「保」他。他強
調，不要怨天尤人，工聯會本身
也要檢討、汲取經驗，檢視本身
獲得的支持是否堅實，如40多萬
個會員是否全部也是選民，是否
全部也支持工聯會。
鄧家彪認為，工聯會雖在亞視和

健身中心倒閉的事件上仆心仆命，
為工人爭取權益，但部分市民不知
道，故該會除了要做好本身的工作
外，「做了也要讓市民知道，他們
知了也要打動到他們。」

他又分析，工聯會在其他選區
都是穩勝，看不到有選票流失，
但自己在新界東卻輸了，可能是
新界東的情況比較特殊，階級屬
性比較富裕，故沒有那麼重視勞
工議題，或是比較重視兩地議
題。他更指，在每支愛國愛港團
隊都告急下，支持者可能就投票
予作為旗艦的民建聯，而工聯會
在2月新界東補選中，全力支持
民建聯周浩鼎，或令會員以為
「兩個（民建聯及工聯會）都一
樣」，該會要在社區宣傳方面更
加細緻。

王國興推「23萬監察」鄧家彪冀加強宣傳

■珍惜群組慶祝國慶，舉辦《「陸港」一家親》活動。 劉國權 攝

昨日遭人掛上「香港獨立」直幡的大專院校包括有香港大
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理工大學、浸會大學、城市大

學、嶺南大學、樹仁大學、教育大學、公開大學及恒生管理學
院及香港演藝學院等。

港大學生會堅稱無關
在港大圖書館大樓連接兩棟建築的高架走廊外牆，有學生昨
早9時許發現被人掛出一幅高約20呎、闊約5尺，紅底白字的
「香港獨立」直幡，保安員其後在地面拉起封鎖線，至早上11
時許以安全理由將直幡拆走。港大指，在校內任何地方掛直幡
都要事先申請，但該條直幡並無事前申請過。
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聲稱，學生會對此並不知情，並肯定
不是學生會幹事或屬會所為，亦無頭緒是否校內學生所為。由
於直幡沒有任何署名或識別標誌，故亦不清楚是何人或團體掛
上去。

中大生表輕視：無感覺
在科大中庭當眼位置，一條跨越兩層樓的同款直幡昨晨亦被
發現懸掛在外牆處。在中大地標百萬大道校徽底下、理大、浸
大、城大、嶺大、教大、以至八大以外的公大、恒管等，也被
發現遭人掛上「港獨」直幡，事後全被陸續拆走。而中大有學
生對於校園出現港獨直幡，直言「無乜特別感覺」。
位於北角的樹仁大學，警方昨晨10時10分接獲有關報告並派
人到場調查，直幡其後由該校職員自行移除，案件列作發現橫
額處理。仁大學生會指，直幡並非他們所掛。
教大校方表示，昨日凌晨已發現有關直幡，經查證後未發現

物主，校方遂根據規定，在昨早上拆除該條未經申請的直幡。
城大校方亦表示，該校事前未收到相關懸掛直幡的申請，基於
安全理由已將直幡移除。嶺大亦回應指，昨晨9時許發現校園
內掛有一幅直幡，由於事前未接獲有關申請，而該直幡亦對師
生構成潛在危險，故校方已將之移除。
理大校方則表示，基於安全理由，校園內設有核准可供懸掛
橫額 / 直幡的地點讓部門及學生團體申請，惟懸掛工作須由認
可之承建商進行，由於是次涉及的外牆並非校方核准懸掛橫額/
直幡的地點，校方事前亦從未收到有關申請，故已將有關直幡
拆除。

陳浩天狡辯：無操控學生
「香港民族黨」昨日上午回應查詢時聲稱直幡是學生「自發
行動」，但卻能指出大部分是早上9時同時掛起，惟未有回應
是否與行動有關。而至黃昏，陳浩天於街站現身，在被追問下
終於承認直幡是由該黨「供貨」，但否認有操控學生，再次推
說那是由「學生自願、主動」發起，而該黨並無參與包括何時
懸掛及懸掛地點等實際行動。他又稱，多所院校都有該黨成
員，但拒絕評論是否主動接觸及招攬學生。
另外，在將軍澳調景嶺翠嶺里善明邨對開斜坡上，警方昨晨

10時許亦接報發現一幅約12呎高、闊約5呎「港獨」直幡，警
員其後將其移除，列作發現橫額案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港獨」
分子於國慶日有組織地在多所大專院校掛上
有獨立字眼的直幡，卻又推說「學生自發」
意圖卸責。有教育界及社會人士昨日批評，
直幡內容鼓吹分裂國家，批評此舉是故意在
喜慶日子煽起敵意仇恨、挑釁港人情緒，更
將各大專院校「拖落水」，認為院校應明確
與播「獨」者劃清界線。教育局則重申，
「港獨」不符香港基本法，局方相信高等院
校有責任及有能力，防止其平台和資源遭濫
用推動「港獨」主張及活動。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昨日在接

受本報訪問時批評，「港獨」分子故意在各
大專院校掛上鼓吹分裂國家的直幡，是要將
各院校「拖落水」，誤導外界以為有關行為
獲校方允許甚至支持。他認為，各院校應更
明確表態不認同有關行動，與播「獨」者劃
清界線。

陳勇：身為中國人定感憤怒
城市大學顧問委員會成員、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陳勇回應事件時指，國慶日該是喜慶日
子，但就有人掛上宣揚「獨立」字眼的直
幡，明顯是煽起敵意仇恨，「如同在別人生
日、結婚時『抬棺材』、『撒溪錢』」，身
為中國人定會感到憤怒。
他強調，「港獨」只會令香港走向絕路，
宣揚「港獨」的人猶如「恐怖分子」、「同
ISIS沒有分別」。本身為城大校友的他亦直
言，對母校遭掛上「港獨」直幡感心痛，雖
然直幡未必是由城大學生掛上，但他認為大
學生身為一高級知識分子，應該講道理，懂
得尊重別人及法治，要「有所為，有所不
為」。

劉兆佳：主張根本行不通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日接受有

線電視訪問時表示，香港的大學校園於國慶
日出現「港獨」直幡，中央或會不高興，但
他指「港獨」似是學生或年輕人運動，在成

年人社會影響不大，而「港獨」主張根本行不通，預計
「港獨」會逐步減退。

教局：相信院校有能力防被濫用「播獨」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事件時重申，香港基本法第一條申明「香

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政府已
明確指出「港獨」並不符合香港特區的憲制及法律地位。對
各高等教育院校情況，教育局強調尊重院校自主，並相信校
方既有責任亦有能力，照顧學生利益並符合公眾期望，防止
有人濫用院校的平台和資源推動「港獨」主張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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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勇認為掛上
直幡明顯是煽起
敵意仇恨。

資料圖片

■張民炳批評，
「港獨」分子故意
掛上直幡。

資料圖片

■劉兆佳表示「港
獨」主張根本行不
通，預計會逐步減
退。 資料圖片

■王國興
（ 前 排
右）及鄧
家彪。

■浸大逸夫行政樓外一度被掛上直幡。 網上圖片
■教大出現「港獨」直幡。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