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挺釋法 速除「獨瘤」
市民批「雙邪」辱國強闖立會 盼中央「一錘定音」息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青政雙邪」游蕙禎及梁頌恆宣誓時辱國辱華，昨

日更在公民黨及其他反對派議員包庇下強行硬闖會議廳要求「宣誓」，造成混亂，

令議會再度癱瘓，激起全城憤怒。不少市民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他們對游梁二

人以粗口辱華辱國、連番強行衝入議會的行為均感到非常憤怒，指一定不能讓兩名

鼓吹「港獨」的議員進入議會，同時支持中央就有關議員宣誓問題釋法，摘除這兩

粒「獨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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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語云：「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青年新
政」游蕙禎及梁頌恆在立
法會以英文宣誓就任時，
將中國讀成「支那」，辱

國辱華，但兩人就狡辯稱是「口音」。網上
近日流傳一段短片，拍攝到一位「阿姐」以
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支那」來稱呼
梁頌恆，不少途人也加入「戰團」，梁無法
招架只得急步「閃水」敗走，其間舉起中指
的粗口手勢，來一記「精神勝利」。
游蕙禎及梁頌恆以「支那」辱罵國家，激

起了全港市民的憤怒，但兩人態度照舊輕
佻，其支持者更引經據典聲稱在古早時「支
那」是「尊重」云云。互聯網昨日瘋傳一條
手機片段，提到拍攝地點為灣仔太原街。片
中所見，疑似是「阿姐」的拍攝者在街頭跟
着梁頌恆，並在其後方以有關的「尊稱」大
叫：「喂，喂，『支那』，『支那』，擰過
嚟啊『支那』！」

途人加入圍罵 梁豎中指「鬆人」
梁頌恆聽到有人稱呼自己是「支那」時，

「很乖」、「很聽話」地回頭停下來，可能
真係以為人哋讚佢。「阿姐」即稱：「歡迎
你啊家，『支那』仔！」梁僅回應一句
「你好」後不再理會，只顧低頭玩手機。大
媽見狀又再罵他「賤人嚟㗎呢啲」、「走
狗」、「雜種嚟㗎呢啲」、「仆×」、「唔

係人」。
梁頌恆辱國辱華犯眾憎，不少途人加入戰

團，大罵梁頌恆：「你讀乜×嘢書呀？」
「話我哋中國『支那』呀」、「仆×」，現
場氣氛一度緊張。梁頌恆眼見敵眾我寡，疑
心有不甘，衝向途人用手機拍攝試圖嚇走他
們，更高喊稱：「鬧吖！我影到你哋『大
頭』㗎！」他更想向在場的市民動粗，「阿
姐」及途人即喝止他：「你唔好郁手呀！」
眼見寡不敵眾，梁最終轉身「鬆人」，但

「阿姐」及途人仍在追趕罵他，梁最後高舉
中指的粗口手勢無禮「回敬」。

■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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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反諷「支那仔」梁頌恆圖郁手
Sum Tsum：其實隻畜牲咪話「支
那」係口音，點解呀（阿）姐叫佢
「支那」仔，佢會咁「興」（生
氣），咁即係自己都知「支那」係
點解啦，正一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過街老鼠，抵×死！

Marco Chong：真係奇怪，條×樣
話人「支那」時好開心㗎喎，點解
俾人話番佢係「支那」時會咁嬲
嘅？

Sharon Cheng： 真的是自作孽不
可活，做得咁無恥賤格都預咗有今
日喇，真的大快人心。

吳俊華：你唔系（係）選民選出黎
（嚟）架（㗎）咩，做咩甘（咁）
對你d（啲）選民，做得議員好同唔
好都要聽架（㗎）啦，唔聽得批評
既（嘅）學咩人做議員！

浮萍：係（喺）傳媒面前就嬉皮笑
臉爛（懶）得戚，而依（）家就
成個爛仔款，自己做錯事仲敢凶
（兇）人，死剩把口！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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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日的亂象，令不少人搖頭嘆息。

潘先生：「愈快愈好」免礙民生
市民潘先生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必須解決這個問
題，故他支持人大釋法，「愈快愈好！最好今日（昨
日）傍晚做，趕在明日（今日）高院審訊前完成」，避
免讓人產生中央有「輸打贏要」的印象，也避免香港施
政繼續陷入癱瘓，阻礙民生議程。
他批評游梁兩人拒絕承認香港是中國一部分，甚至煽
動「港獨」本身已違反香港基本法，故中央有權作出一
錘定音的決定，褫奪兩人的議席。

鄭先生：「獨」入議會 港人埋單
鄭先生則批評，兩人不知天高地厚，強行衝入議會，
「自己做錯事，仲要糾纏落去，拖垮議會！」他希望人
大盡快釋法，伸張正義，阻止兩人繼續搗亂，「不能讓

他們進入議會宣揚『港獨』，否則後患無窮！」
他批評兩人不過憑兩三萬張選票代表某小撮市民進入

立法會，便大放厥詞宣揚「港獨」，挾持絕大部分港人
的想法。這場宣誓風波，已令香港痛失寶貴的時間，
「二人花時間搞內鬥！損失都是港人！」

楊女士：中央應速出招遏「獨」
楊女士認為，兩人自行放棄宣誓，被取消議員資格十
分合理，惟二人在公民黨等反對派砌辭狡辯及協助下，
要求再次宣誓並發動衝擊立法會，希望人大盡快釋法，
「（游梁）當初出言侮辱中國，表明不效忠中國，根本
無誠意服務社會，簡直浪費納稅人金錢！」
她不同意有人聲稱人大釋法破壞「一國兩制」，因基

本法早已列明中央擁有最終的解釋權，「況且今次上升
到『港獨』層次，中央是應該出聲。」

何女士：中央有權主動釋法

何女士表示，由粗言宣誓以致連續衝擊立法會行為，
一次又一次證明游梁二人不配當議員，中央絕對有權力
就宣誓問題主動進行釋法，「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在
大是大非層面上，中央有權出聲！」她譴責二人沒有建
設只有破壞，「一定不可以讓他們當議員，否則只是再
增加只拉布不做事的議員。」

吳先生批游梁侮辱莊嚴立會
吳先生批評，游梁二人衝擊立法會行為暴力，大罵：
「任何一個地方都看不到像香港議會現時般混亂！簡直
侮辱莊嚴的立法會！」
他批評二人當初宣誓時以粗言辱罵國家，不應獲得機

會再次宣誓，香港司法制度應該遵從基本法，褫奪兩人
的議員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青症雙邪」
游蕙禎及梁頌恆用英文粗口及「支那」一詞侮辱
華人，惹起各界震怒。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昨日
舉行記者會，強烈譴責二人行為。他們指出，日
軍於二戰時將華人貶稱做「支那」，當豬、當狗
一樣任意虐殺及侮辱。日佔期間，香港原本約
160萬名居民在短短幾年內僅剩不足60萬，有研
究揭露約10萬港人被運往廣州「南石頭」細菌實
驗室，隨後被殘忍虐殺。「支那」一詞包含極具
侮辱性含義，游梁兩人所言所行，令人髮指。

日佔期百萬港人被絕跡
《日軍細菌戰：黑色「波字8604」──來自東
方奧斯威辛的追訴》及《南石頭大屠殺》兩書作
者譚元亨教授昨日在記者會上引用歷史資料指
出，日佔期間百萬港人被絕跡。他指出，1941年
3月香港淪陷前的人口調查為154萬人，至1941
年底香港淪陷，當時本港約有160萬至200萬
人。但到1942年9月，香港僅剩98萬人，次年5
月有86萬人，1945年更跌至不足60萬人。

屠殺做苦工細菌戰活體解剖
他續說，在日佔期間，日軍為減少香港人口，
肆意屠殺港人，於大街隨機逮捕青壯年運往海
南、日本做苦工，用船將港人運入大海棄之荒
島，又將逾十萬香港人誘騙至珠江口南石頭，成
為日軍波字8604部隊細菌戰的實驗品，甚至被活
體解剖，該批人幾乎無人生還。
譚元亨指出，該批港人在日軍誘騙下上船，沿
水路前往廣州，後被截停於珠江口南石頭。當地

日軍不准港人下船，以「檢疫」
為名將港人圍困於船上，滯留數
天後被依序送往廣州南石頭懲戒
場，那裡實際是日軍波字8604部
隊的細菌試驗室，港人「有入無
出」，成了細菌試驗與活體解剖
的白老鼠。
他說，曾參與過該場絕密細菌

武器大屠殺的日軍老兵丸山茂曾
在懺悔證詞中揭露殺人內幕。據
丸山茂講述，日軍波8604部隊在
難民營中不僅用細菌武器屠殺難
民，還進行殘酷的活體解剖實驗
和細菌病毒傳播，又回憶指，難
民營中每天都有大量難民死去，
日軍興建兩個化骨池處理屍體。
後來還遣人在南石頭村南箕路一
帶掩埋屍體，「挖開一條深溝，屍體填滿後，就
在旁邊再掘另一道溝」，還有屍體被汽車運往深
山谷中拋棄，或被拋入珠江。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表示，近十萬

香港人的生命被隨意踐踏，港人被當豬當狗、當
白老鼠殘害宰殺。他強調，歷史慘痛，不能忘
記。但隨着時間推移，難民營遺址已基本不復存
在，老一輩證人及證據亦在不斷消失，罪惡或會
被永埋地下。

港女被迫做慰安婦有鐵證
「歷史監察網民自發」召集人李美娜補充，日
佔期間，很多港人被迫淪為慰安婦，灣仔南固台

慰安所便是證據。日軍還肆意進入民區挑選13歲
至17歲的女童輪姦，堅尼地道曾有多個女子受辱
後跳樓自盡，曾有上海學者早期專程到港調查及
拍下灣仔慰安所照片，但現時慰安所已失去蹤
影。
吳軍捷呼籲市民毋忘歷史，守護香港。他指
出，香港經歷磨難才有今日，游蕙禎與梁頌恆竟
公然以「支那」指稱中國，羞辱700萬香港中國
人與13億內地同胞，行為令人髮指。
他建議教育局在中學全面恢復「中國歷史」及

獨立成科；保存與民族歷史教育相關的寶貴資
料； 建立香港抗戰歷史紀念館，用多元形式開展
民族教育。

憶「日佔」殺辱港人 學者批游梁添傷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人民日報》海外版昨
日刊登文章，點名批評「青症（青政）雙邪」游蕙禎和
梁頌恆，借宣誓之機侮辱國家民族並宣揚「港獨」，直
言其「惡劣言行舉世罕見」，並批評居然還有一些人為
他們辯解護航，形容這是「咄咄怪事」，又批評反對派
口頭批評，卻又力挺兩人重新宣誓，甚至組成人牆幫他
們硬闖立法會的舉動，「這只能說明，反對派一些人心
口不一，心底是支持二人行徑的。近些年，香港亂象迭
起，出現『佔中」、『驅蝗』、衝擊立法會等怪事，究
其根源，正是部分人不斷挑撥兩地關係，中傷中國形象，
散播扭曲思想所致。」
該篇文章指出，立法會議員就職時對國家至誠宣誓

是莊嚴的法定儀式，「是議員對香港基本法、『一國
兩制』的深刻認同，也是規範議員日後盡忠職守的有
力憑證」，而「糧油」（梁游）兩人的辱國播「獨」
宣誓，挑戰國家主權，是「於理不合，於法難容，必
須嚴格依法追究」。

游梁言論觸犯叛逆及煽動罪
文章續說，「支那論」令人質疑兩人支持日本當年

凌虐、屠殺中國人，並反問道：「當時香港被日本侵
佔了3年8個月，港人也是慘遭蹂躪，梁游二人難道也
暗暗稱快？」這些支持外敵入侵言論，已觸犯香港
《刑事罪行條例》第3條意圖叛逆罪，及第9和第10
條的煽動罪，「若在戰爭年代，這就是活脫脫的漢奸
典型，放到現在，也是赤裸裸的叛國行徑」，並批評
兩人「不是無知到一定程度，確實無法做到如此喪心
病狂」。
文章強調，「港獨」雖是「假議題」，但個別港人

傳播「港獨」思想的危害「不可忽視」，直指有關言
行挑戰香港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破壞中央與香港
的關係，危害國家安全，損害香港繁榮穩定，更為香
港年輕一代作出錯誤示範。「沉痾當用猛藥」，香港
必須發揚法治精神，依法嚴懲滋事者，以正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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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青症雙
邪」游蕙禎、梁頌恆的
立法會宣誓事件，引起
社會各界要求人大釋
法，釐清有關法律爭
議。「民陣」昨晚由特
首辦遊行至中聯辦及舉
行集會，反對人大釋
法。不過，是次遊行未
得到市民響應，據本報
記者觀察，僅得不足
500人出席。
「民陣」昨晚發起遊

行，「青年新政」、
「香港眾志」、民主
黨、公民黨、學聯、
「香港民進黨」等多個
反對派政團均有參與。雖「眾星拱照」，但參加遊行者不多。
「民陣」聲稱，是次事件已演變為「憲制危機」，又稱人大一
旦釋法，「抗爭必定到來。」
遊行隊伍晚上9時多抵達終點中聯辦外，該處早已有數十名
警員在場，警車不時巡邏。示威區設有多層鐵馬，干諾道天橋
上也有警車戒備。

鴿黨「人力」多名議員中途離場
「民陣」召集人區諾軒在集會上聲稱，昨晚遊行共有1,600人
參與。不過，據本報記者觀察，僅得不足500人出席。同時，
民主黨議員林卓廷、尹兆堅，「人力」議員陳志全等多名反對
派議員均未有行足全程，統統中途離場。
區諾軒最後焚燒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道具，集會最終在近11
時結束，示威者和平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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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女士■楊小姐■鄭先生■潘先生

■梁頌恆被市民追罵，想動手，見途人加入
圍插，急忙豎中指閃人。 視頻截圖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強烈譴責游梁行為，指出日佔時期，有百
萬本港居民被絕跡。 陳文華攝

■吳先生

■「民陣」由特首辦往中聯辦遊行，
反對人大釋法。 曾慶威攝

■市民冀人大速釋法褫奪梁頌恆及游蕙禎議席。
劉國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