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政本民前本民前同謀引
游梁立會內煽「自決」黃梁港境外搵「盟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

佳）「青政雙邪」游蕙禎和梁頌

恆在立法會宣誓時公然辱國

辱華，其後更赴台灣出席「台

獨」論壇。未知是否因為兩人

或有可能喪失議員資格，在論

壇上未有表明要聯合「台獨」

等勢力的言論，但梁頌恆前晚

在出席一論壇後「鬼拍後尾

枕」稱，自己已派出「外交大

使」、「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

黃台仰與「台獨」組織接洽，暴

露了「青政」與「本民前」的「內

外播獨」分工。香港社會各界

人士批評，「青政」在立法會和

香港煽動「港獨」及民族仇恨，

「本民前」在外地謀求「港獨」、

「台獨」及「藏獨」合流，做法非

常危險，要求他們停止禍港

（見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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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民前』去咗邊？」近期在香港靜如深海、
杳無音訊的「本土民主前線」，原來在外地不停
「播獨」，更與「藏獨」頭目達賴喇嘛會面。他們
昨日在facebook上載「近日組織動向」，展示他們
「有做嘢」，試圖撲熄激進「本土派」支持者的怒

火，卻被網民批評他們只顧出遊懶理「青政」陷入泥潭。

黃梁網上大晒「播毒業績」
「本民前」昨日在facebook專頁上載兩篇「近日組織動向」，提到

兩個發言人黃台仰和梁天琦上月在歐洲「播獨」，前往比利時布魯
塞爾出席「第七屆國際支持西藏團體會議」，與達賴等「藏獨」分
子商討西藏人權問題，及在英國倫敦參與「2047香港前途」講座。
本報早前報道，黃台仰見完達賴後聲稱，「一國兩制」是個「謊

言」，「他們說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其實現在才18年，已
經變了很多，每一個住在香港的人都看得見『一國兩制』是假的，
是中共單方面說出來的」，又稱倘香港一直在中共的管制下，將無
法保護他們相信的理念，「只有脫離中共才有機會」。
梁天琦則聲言，他的目標就是2047年後的香港是一個有「自主

性」的政體，「不用再看北京政府的臉色，也不用再受中央政府
的『干預』，由香港人民統治香港。」

激民鬧爆不顧「青政」死活
雖然「本民前」努力展示海外「戰績」，但未能撲熄一眾激進

「本土派」支持者的怒火。「Will Lo」批評「本民前」「唔去解救
『青政』，去搞『藏獨』？當日你地（哋）重注加碼，唔該負返責
任。」「水田文」更爆粗罵道：「×你老母快啲搵人出嚟執返香港
啲蘇州屎好唔好？定係全黨出晒埠幾百人去晒開會咁×得閒？」
「Timothy Cheng」就質疑，引起宣誓風波的「青年新政」及
大力支持「青政」的「本民前」「玩爛本土運動」，「即使『青
政』最後如何，你們『本民』先前為『青政』大力endorse（背
書），你們道義上是不是應該走出來去幫『青政』一把呢？現在
『本土運動』也給你們玩爛了，將來其他『本土派』同道也會受
到瘋狂打壓，你們是否要向投過你們票的選民、支持者和整個
『本土派』道歉呢？」 ■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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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眾譏「本民前」
遊埠不救「青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兩名立法會前
主席范徐麗泰及曾鈺成，分別在《紫荊》撰文和
接受訪問時，談到「青政雙邪」的宣誓風波。范
徐麗泰批評，有「議員」在立法會上公然宣揚
「港獨」，是公然挑釁香港基本法及國家，必須
堅決遏止，否則將會把香港帶往絕路。曾鈺成則
提醒，特區政府要採取適當措施，不能讓「港
獨」在社會上，特別是校園裡，肆無忌憚地進行
宣傳。

「獨」示範違法成本低教壞青年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在最新一期《紫荊》雜

誌中，以《立法會議員應「不忘初心」》為題撰
文，強調立法會議員的職責是為香港社會服務，
確保香港繁榮穩定，令市民安居樂業，而鼓吹
「港獨」會破壞社會穩定，損害香港經濟，將香

港推上絕路。
她在文中指出，反對政府的議員愈走極端，採

取拉布和流會的手法，阻撓政府議案通過，更有
變本加厲的趨勢，並慨嘆今時今日的立法會變化
令人扼腕嘆息：一些激進的議員把街頭抗爭帶入
議事廳，「掟蕉、掟紙板如家常便飯」，及在公
眾場合衝擊政府活動及官員，「帶壞細路」，令
年輕人誤以為可任意出位，違法成本低等，而違
法苦果並非年輕人可以想像的，例如經過非法
「佔中」及旺角暴亂後，相繼有青年因違法行為
受到檢控被判刑就是例子。
范徐麗泰又引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

在今年5月視察香港特區時曾告誡要「不忘初
心」，指反對派議員近年的表現與「初心」背
離，而由反對派催生的激進分離勢力更乘勢崛
起，企圖進入立法會。個別蒙混選入立法會的候

任議員在立法會上公然宣揚「港獨」，是公然挑
釁香港基本法及國家，必須堅決遏止，否則將會
把香港帶往絕路。

曾鈺成：尤須阻止「獨」侵校園
曾鈺成則在《紫荊》的專訪中指出，特區政府

要採取適當措施，不能讓「港獨」在社會上，特
別是校園裡，肆無忌憚地進行宣傳。他指，學校
有言論及思想自由，對於一些明顯觸犯法律的行
為是可以討論，老師亦可以和學生分析「港獨」
的原因，但就不能鼓動學生支持「港獨」，因為
此舉是「違憲」及違法。
曾鈺成又評論到現任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押後為

游梁兩人宣誓的決定。他指出，在法院就政府司
法覆核游、梁兩人的宣誓資格作出裁決前，立法
會主席梁君彥暫時不讓兩人宣誓的決定是合適
的，又指根據香港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立法會會
議議程是由主席決定的，故主席有權作出押後宣
誓的決定。

范太：煽「獨」引港走絕路

游蕙禎和梁頌恆在台灣出席「台獨」政黨基
進黨的論壇時，對「港獨」與「台獨」甚

至「藏獨」、「疆獨」勾連的問題「欲言又
止」，稱要通過「自決」來「自救」，否則香港
將會被「赤化」。

梁頌恆「封」黃台仰「外交大使」
不過，同行的黃台仰當時就十分「坦白」，聲

稱香港的真正問題並不在民主，而在於「沒有主
權」，而若要步向獨立，首先要靠游、梁兩人利
用議會免責條款及議會資源，擴大激進「本土
派」的力量，向「港共政府」施壓，同時在國際
上則可以爭取「海外人士」的支持，爭取國際盟
友，與台灣、西藏、新疆、澳門等「被中共壓迫
的人」串連，向各地輸出分離主義，以此加快
「中共倒台」的速度，「在香港被毀前先摧毀中
共。」
清楚表明要勾連「台獨」、「藏獨」以至「疆

獨」的黃台仰，和「青政」是什麼關係？梁頌恆
就在前晚出席由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舉辦的
論壇後自爆，他們「派咗外交大使黃台仰先生同
當地政黨，例如『基進黨』等進行政黨接洽」。
梁頌恆在論壇上又聲言，「民族自決」包含
「一國一制」、「一國兩制」及「港獨」3個選
項，「『一國一制』大家唔會想要㗎啦，『一國
兩制』就係根據19年嚟嘅經驗，你覺得work
（可行）唔work先？其實家MC（多項選擇

題）入面得A、B、C三個答案，第三個唔肯定
啱，但頭兩個肯定係錯。你會點揀？」
不過，他多次拒評自己引起的宣誓風波，僅以

「無侮辱任何一個人」等舊調輕輕帶過。同場的
「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揶揄，宣誓風波
使社會老一輩的人憤怒，令民族大義迅速發展，
甚至有其他激進「本土派」支持者轉軚，加入聲
討「青政」的行列。

游蕙禎直認「港獨」是一選項
游蕙禎日前接受網媒訪問時則聲稱，香港前途

最終的決定權是在香港人身上，自己的角色是
「畀晒咁多個情況畀所有香港人，然後到最後畀
佢哋自己去揀」，也要令到港人的選擇能夠「順
利過渡」。她直認「港獨」是一個選項，又謂
「香港係一個民族」，「呢個民族需要有一個決
定前途嘅機會，所以我哋提出『民族自決』……

我哋見到近幾年（香港）不斷畀中國嘅政權去弱
化、殖民，慢慢喪失自己嘅價值。」
被問及沒有按照法例宣誓面臨喪失資格，她聲

稱自己「無後悔過」，也沒有想過「保險啲讀咗
佢（誓詞）就算」，「因為呢個政府無標準可
言，佢想鏟除你嘅時候，你就算正正經經讀，佢
都可以話『你呢個字讀錯音喎，我要DQ（取消
資格）你』，既然無標準可言，我不如選擇忠於
自己嘅諗法，選擇去講一個向香港人許下嘅諾
言。」

展示布魯塞爾晤達賴赴倫敦講座
「本民前」昨日則在facebook專頁展示了黃台

仰及另一發言人梁天琦近期在外「播獨」的「成
績」，包括在布魯塞爾與「藏獨」頭子達賴喇嘛
會面，及在倫敦出席「二次前途」講座等。

■■「「本民前本民前」」黃台仰黃台仰、、梁天琦梁天琦
日前在布魯塞爾與日前在布魯塞爾與「「藏獨藏獨」」頭頭
子達賴喇嘛會面子達賴喇嘛會面。。 fbfb截圖截圖

■■梁頌恆出梁頌恆出
席論壇後自席論壇後自
爆爆，，已派遣已派遣
黃 台 仰 與黃 台 仰 與
「「台獨台獨」」組組
織接洽織接洽。。

fbfb截圖截圖

■■游蕙禎日游蕙禎日
前接受網媒前接受網媒
訪問時訪問時，，直直
認認「「港獨港獨」」
是 一 個 選是 一 個 選
項項。。 fbfb截圖截圖

■■本港市民多次舉行大規模集會本港市民多次舉行大規模集會，，抗議游蕙抗議游蕙
禎禎、、梁頌恆在立法會內梁頌恆在立法會內「「辱華播獨辱華播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青年新政」
及「本民前」分工「播獨」，謀求與「台獨」、
「藏獨」等合流。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指出，如果
「港獨」分子與其他「獨派」勾結，將會令「港
獨」趨向恐怖、暴力，會為香港帶來災難性後
果，相信中央政府會果斷應對。

盧文端：游梁漠視法律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全國

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昨日接受本報訪
問時指出，「港獨」與「台獨」、「藏獨」等
勾結是香港的禍害，會為香港帶來災難性後
果，但社會似乎未有留意到這趨勢，認為港人

應該關注並嚴辭譴責，要求「港獨」分子停止
禍港行為。
他強調，無論是「港獨」還是「台獨」，對於

分裂國家的行為，中央絕對不會坐視不理，尤其
多個「獨派」合作或會壯大勢力，並批評游蕙禎
和梁頌恆在當選至今的言行，仍具有「港獨」意
味，已反映他們漠視香港基本法，不會遵守立法
會議員職責，應該被逐出議會。

陳勇：勢引發恐怖暴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慨

嘆，國家現在「五獨俱全」，擔心「港獨」分
子與多次組織恐怖活動的「獨派」合流，會令

支持者變得更激進，「雖然『港獨』也說他們
暫時不會搞暴力行動，但『藏獨』、『疆獨』
等案底纍纍，如果他們有更多交流，很難想像
香港會變成怎樣。」
他相信，如果「港獨」分子與其他「獨派」合

流，已反映他們死不悔改，中央定會以更果斷、
更強硬的方法應對。

容永祺：港人堅決拒「獨」
統促會港總會常務副會長、全國政協委員容永

祺認為，無論是什麼人在外「播獨」，「港
獨」、「台獨」、「藏獨」都不是港人所樂見
的，更何況是「三獨」合流。

各界斥「多獨」合流禍港深重

「青政雙邪」梁頌恆及游蕙禎
早前獲「台灣大學研究生協會」
邀請到台灣大學發表演講，其後
到「台獨」政黨基進黨出席講座
時缺席，更「失去聯絡」幾小

時。梁頌恆其後解釋稱自己「去錯地方」，加上
自己身上沒有現金、電話無電兼無網絡，以致無
法聯繫，唯有缺席。不過，這解釋完全無法令人
相信。前晚，梁頌恆說漏了嘴，原來他當時很大
可能是與台灣「總統府人士」密會。

根據梁頌恆及游蕙禎兩人公開的台行程，只包
括到台大演說，及和「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
台仰參加基進黨的講座。最後，兩人缺席基進黨
的講座，對外的說法是在台大的演講後，台灣接
待方、前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執行長朱政騏等帶他
們離開台大並和友人吃飯，其後誤以為朱帶他去
的地方就是基進黨台北分部事務所，到發現有
「誤會」時，「電話上唔到網又冇電，身上又冇
錢，唔知點去基進黨，所以要返酒店拎錢同聯絡
黃台仰，但最後都趕唔切去。」

赴台「失聯」理由牽強疑撒謊
有人質疑梁的解釋破綻百出，親「熱狗」的fb

專頁「仇幼聯」就批評這講法「嚴重挑戰正常人
智商」，「冇錢搭車，問你地（哋）啲台灣朋友
借都得架（㗎），使唔使特登返酒店呀？冇電話
用又冇錢，但係又返到酒店既（嘅）？……電話
上唔到網又冇電，咪問人借電話，或者問人點去
基進黨地址囉，而（）家啞左（咗）定有社交
障礙架（㗎）？抑或係其實去左（咗）某啲地
方，電話要拆電拆卡呀？」

所謂「冇錢冇電」的說法令人質疑，要「拆電
話卡」的質疑更可圈可點，特別是基進黨事發時
在fb先稱梁游缺席該黨講座，是因為「有特定人
士故意以技術性干擾」，並對此「感到十分憤
怒」，殺氣騰騰，其後態度突變平和，聲稱梁游
缺席是因為「前一個活動的邀請方在安排和溝通
上似乎出了一些問題」，更令人質疑梁游「失
踪」的這幾個小時去了哪裡。

疑故意關電話見「神秘人」有蠱惑
梁頌恆前晚在出席論由港大學生會刊物《學

苑》舉辦的論壇後，被問到訪台「播獨」時，就
漏口風稱自己曾與台灣「總統府人士」見面及交
流，但就未有與「總統」蔡英文會面。

此前，梁游兩人從未說過自己曾與台灣「總統
府人士」會面，即使台灣傳媒也沒有相關報道，令
人合理懷疑兩人缺席基進黨講座、「失踪」的幾個
小時，正是到「總統府」與「神秘人」會面，因此
故意關掉電話。至於誰是「總統府」中人、梁游兩
人與對方討論什麼，為什麼要如此神秘等，都是梁
游兩人需要交代的問題。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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