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蕙禎及梁頌恆用粗言穢語及「支那」的藐視字眼踐踏
國家及全球華人，讓港人憤怒不已，即使昨日是工作

天，仍吸引逾萬人出席「反辱華、反港獨」集會。現場萬
人空巷，不僅逼爆立法會示威區，人龍更源源不絕排出立
法會道、添美道和添馬公園，與會者奮力揮舞國旗及區
旗，一片紅海之下，表現內心對二人不恥的熊熊怒火。現
場大播國歌及「龍的傳人」等歌，氣氛十分熱烈。

市民閙爆游梁勾結「台獨」
市民梁女士表示，身為中國人對游梁二人辱華感到非常氣

憤，指看電視直播宣誓期間，看見二人用「支那」字眼侮辱國
家，感到無比憤怒，「『支那』當豬解呀！等於鬧你祖先！太
過分！」她坦言「當下想掟爛部電視！簡直睇到眼火爆！」梁
女士表示自己土生土長，不可能看着他們這班「港獨」分子搞
亂香港，已經連續兩個星期三來立法會示威。
梁女士又指，二人早前更到台灣發佈「港獨」言論，意
圖勾結「台獨」分子，痛斥二人是收取黑金加入立法會，
意圖散播仇恨，於是昨日聯同十多位街坊一起出來。她又
指很開心見到很多人前來，感受絕大部分的香港人都十分
愛國及善良，「大家都想見到香港好、香港繁榮！」因此
不能讓游梁二人做議員。她又指，15歲的孫兒就讀中三也
批評二人辱華行徑，認為無論是中年人及青年人也不會支
持二人。

「賺少兩日錢也要來發聲」
現場高舉國旗的楊先生也是連續兩個周三請假，特意到
場表達憤怒，坦言：「賺少兩日錢不重要，最重要是走出
來發聲！」他指游梁二人不尊重宣誓，亦未有完成宣誓，
因此根本沒有資格擔任議員。他又指聽到兩人侮辱國家及
華人感到很心酸。楊先生坦言：「自己激得睡不着！如果
他們祖先聽到，都會嬲到彈起身！」
楊先生又指現時立法會雖然停滯不前，但是當務之急是

禠奪二人議席，否則讓這班支持「港獨」的人進入議會，
恐怕未來四年都亂局叢生。他表示，「亂一陣都好過亂四
年」。他認為禠奪他們的議席一點都不過分，十分支持政

府進行司法覆核。

最憂二人行徑影響下一代
麥女士表示，站出來聲援都是略盡市民責任，因為游梁二人

以粗言藐視華人的行徑已經超越市民底線，直斥對方：「不知
所謂！根本沒有資格做議員！」她指年輕人可能比較偏激及衝
動，但已經不是三歲小朋友，相信也知道「支那」及粗口的意
思。她指宣誓是莊嚴及神聖，不能隨意破壞，如果他們當初選
擇了任意妄為，就知道要承擔後果，負上責任。
麥女士表示，昨日到場除了表達憤怒，也希望取消他們
的議員資格，杜絕「港獨」後患。她坦言擔心二人行徑會
影響下一代，自己與家人談論二人粗口蔑華，「仔女都覺
得很激氣！有什麼理由這樣說中國人！」批評兩人傷害了
華人感情。她反問：「如果不認同『一國兩制』之下的香
港，又何必參選？參選之後卻又不服從遊戲規則。」

戰亂過來人聲討「仇國」者
住在天水圍的霍女士行動不便，即使撐着拐杖也到來撐
場。今年72歲的她，於1944年戰亂時期出生，深深感受到
當時日本侵華禍害，因此對游梁二人辱華感到相當憤怒。
她說：「香港是中國的地方，唔鍾意就離開香港！如果

他們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中國人也不歡迎他們！任何有
血性的人都不會講這些說話！」
霍女士批評二人「簡直是厚顏無恥」，一旦進入議會將會影

響香港發展。她又擔心二人煽動年輕人，「他們（年輕人）頭
腦比較簡單，思想容易受影響。」她指以前的生活很艱苦，
「食都食不飽，今時今日社會溫飽，仲有什麼好投訴？」她強
調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大家一定要團結捍衛「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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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國 護港 護法萬人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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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傳媒人資深傳媒人
協會主席楊祖協會主席楊祖
坤到現場聲援坤到現場聲援
「「反辱華反辱華」」集集
會會。。潘達文潘達文 攝攝

■■集會現場有市民高舉本報版集會現場有市民高舉本報版
面面，，示威吶喊示威吶喊。。 潘達文潘達文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青年新政」游蕙禎及梁頌恆在立法會宣誓時，公然用粗口辱國辱華，引起社會強烈反彈。昨日逾300

個組織在立法會示威區舉行「反辱華、反港獨」集會，有超過1.3萬名來自不同界別、不同團體的市民參與。他們齊聲譴責二人劣

行，並支持特區政府申請司法覆核推翻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安排二人再宣誓，並罷免二人議席。大批市民透過身體力行表達心中怒火，

更有人連續兩個周三都特意請假到場聲援，「賺少兩日錢不重要，最重要是走出來發聲！」 （尚有相關新聞刊A2、A4、A5、A6、A13版）

■楊先生：支持政府申司
法覆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一
屆立法會原訂本月中待全體議員宣誓
後，正式投入工作，為香港民生經濟建
設出力。然而一場辱華宣誓風波，使議
會工作停滯不前，審批立法及財務工作
全部擱置。昨日有參與「反辱華、反港
獨」的市民批評二人「阻住地球轉」，
但認為目前的停滯也是無可避免，因為
必須先處理褫奪二人議席事宜，直言
「總好過最終讓他們進入立法會，恐怕
會令香港陷入混亂」。

日寇用語 勾起傷痛
昨日專程告假參與集會的吳女士稱

不滿游梁二人「亂說話」，尤其這些嚴
重侮辱中國人的話，簡直令人不能忍
受，因此必須站出來發聲。她指自己
60多歲，雖然未親身經歷戰爭，但對
日本侵華的歷史感受較年輕人深，認為
二人出於無知及輕率說出這些不負責任
的話。她指「支那」用語是出自日本軍
國主義，對華人有極大的侮辱性，認為
二人不應勾起戰爭傷痛。
吳女士又指，目前游梁二人拖慢整
個立法會進度，感到相當可惜：「上
屆都已經在拉布中度過，今次新一屆
又是在浪費時間。」她直斥二人唯恐
香港不亂，影響香港發展進程。不

過，她認為相較讓二人宣誓做立法會
議員，寧願等司法覆核結果。她解釋
如讓二人成功入議事廳將會導致雞犬
不寧。

辱沒祖先 無德無品
李先生表示，普遍年輕人都對二人
辱華感到氣憤，更形容兩人「根本沒
道德」，「竟然連自己的祖先都罵！
公然地無品！」他更批評梁頌恆講完
又不敢承認，以「鴨脷洲口音」藉詞
推搪，行徑猶如「小學雞」。他指立
法會議員應當為香港人帶來正能量、
做實事，而非挑撥離間，造成內爭。

多數青年 不齒行徑
吳先生指作為中國人，應該尊重

中國，批評二人作為大學生，宣誓
期間竟用粗口辱罵國家及華人，對
此感到悲哀：「你受過高等教育，

不應該做沒有文化的行為！」他指
自己和身邊的年輕人，都不認同二
人粗鄙行徑，亦對此深深感到不
忿，「希望大家知道他們只是很小
撮年輕人的想法！」

集會者：「雙邪」履任 港無寧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建制派上周以流會方式阻止
「青年新政」游蕙禎及梁頌恆宣誓，引起社會爭議。昨日有
市民出席抗議活動時表示，游梁兩人辱華行為絕不能容忍，
形容建制派做法是「非常時期非常決定」，又指行政長官梁
振英是制度的守護者，認為提出司法覆核的決定正確。

自由職業者停工撐集會
來自北角居民協會的自由業者許先生，昨日特地「做少

一日生意」，與過百名街坊自發到立法會參與反對游蕙禎
及梁頌恆宣誓的集會。
許先生自言支持建制派，雖然不滿兩人在選前的「港

獨」言行，但由於有數萬名市民支持他們進入立法會，覺
得應尊重選舉制度產生的結果，「因他們是依法當選，我
們應擁護香港法律，擁護基本法」，可惜兩人沒有珍惜機

會在議會中運用合法手段表達意見，反而採取辱華言詞和
粗口宣誓，引起全球華人憤怒，做法絕不能容忍，「就算
在英國、澳洲和印尼的華人團體都有發出聲明反對，除非
你不是中國人！」
許先生指出，兩人讀完辱華誓詞後，立法會秘書長陳維
安立即表明不能為他們監誓，及時阻止兩人成為議員。其
後建制派策動流會，亦是無辦法中的辦法，「流會我們都
不想，但現在是非常時期，應有非常決定，否則游梁二人
就過到關！」
對於政府就兩人宣誓提請司法覆核，許先生認為行政

長官梁振英是制度的守護者，有需要作出適當行動，認
為做法是合法合理，因此支持政府司法覆核。他又指，
連日有本港多名法律界人士就事件回應，「你看（港大
法律學系教授）陳弘毅都講得好中肯，以前是反對派的

湯家驊都認為決定正確。」

協會召集人抒憤匡正義
同行的北角居民協會召集人林先生則批評兩人的辱華言

論衝擊中國人的底線，希望趁昨日集會表達不滿，同時為
社會帶來正能量。他認為政府提請司法覆核做法合理，認
為應堅持正義行為。

「青年新政」游蕙禎及梁
頌恆在立法會宣誓時加入辱
華字眼和粗口，令不少原本

對年輕人進入議會抱有期望的市民亦大為失
望。亦有社工昨日特地出席集會表達不滿，直
斥兩人言論不尊重中國人，並且衝擊全球華人
的底線，又稱本來期望年輕人可帶創新思維進
入議會，批評兩人未做正事便帶頭搞破壞，不
想宣誓但又想做議員，就如有學生不喜歡考試
卻又想畢業一樣。

衝擊港人神經 挑戰華人底線
社工林姑娘昨早與5、6名街坊到立法會外參

與集會，她認為兩人在宣誓中使用了辱華字眼和
粗口，是不尊重中國人的行為，認為兩人言論衝
擊港人的神經線及全球華人的底線，「這些字眼
看到都不舒服啦！」

她坦言，原本對兩人有期望，以為年輕人有創
新思維，可以為議會帶來新氣象，而兩人當選，
應該盡力做好自己的本分，無奈兩人未做事便搞

破壞，行為幼稚，沒有
尊重中國人，價值觀很
有問題。

對於立法會主席梁君
彥 決 定 押 後 為 他 們 監
誓，游蕙禎及梁頌恆尋
求再次宣誓不果。林姑
娘認為，兩人先前沒有
遵守既定的規則宣誓，

即是沒有履行作為議員的程序責任，已經打
破了他們正式成為議員的基礎，「你不喜歡
做（議員）你可以不做，現在就像有學生不喜
歡考試，但又想畢業；又像打官司和入學，你

沒有證據要怎樣打？沒有辦入學手續如何讓你
入學？」

被問到若兩人願意道歉，應否再次給予宣誓機
會？林姑娘強調，兩人必須就他們的辱華言行道
歉，但能否再次宣誓，應交由法庭裁決，她希望
法官可以作出「大家都認同的裁決」。

未做事先搗亂 疑有外力支持
另一市民盧先生亦指，兩人「未入議會已經搞

嘢，入到去肯定會亂晒龍！」他指兩人到台灣出
席活動散播「港獨」訊息，做法離譜，質疑兩人
背後有外國勢力支持。他支持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的裁決，認為梁君彥做法合理。 ■記者 文森

社工譏游梁「不考試卻想畢業」����&&

■林姑娘：行為幼稚
價值觀有問題。

市民力撐特首提司法覆核

■昨日逾300個組織，超過1.3萬市民在立法
會外集會，聲討游梁辱國辱族劣行，反對宣
誓違法者進入議會，聲勢浩大。 潘達文 攝

■■陳南坡率香港南區各界聯會同仁示威譴責陳南坡率香港南區各界聯會同仁示威譴責「「雙邪雙邪」。」。

■■福建社團聯會在吳良好等領袖率領下參加福建社團聯會在吳良好等領袖率領下參加「「祛邪祛邪」」集會集會。。

■梁女士：看「邪誓」
想掟爛電視。

■麥女士：游梁劣行破市
民底線。

■霍女士：齊心捍衛「一
國兩制」。

■吳女士：無法忍受必
須發聲。

■李先生：不齒游梁
「小學雞」行徑。

■吳先生：多數青年唾
棄游梁。

■許先生：寧願停工參加
集會。

■林先生：支持政府司法
覆核。

集會現場標語一覽

梁游辱國 滾出中國

民族敗類 滾出議會

漢奸走狗 必須踢走

70年前抗日 70年後抗「獨」

禎恆敗類不除 天理法理難容

拒絕再次宣誓 取消梁游資格

維護民族尊嚴 譴責辱華敗類

轟走亂港分子 港獨辱華可恥

譴責醜惡行為 打擊「港獨」勢力

長毛慢咇助紂為虐 充當人渣無恥幫兇

你可以唔做中國人 但唔可以侮辱全球華人

立會外立會外 斥游梁斥游梁 聲震天聲震天 旗似海旗似海 臂如林臂如林 正驅邪正驅邪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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