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車大遊行 反獨撐釋法
千二團體參與 貫穿新界港九 籲今集會表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全國

人大常委會本月初通過對基本法第

104條的解釋，對公職人員宣誓作出

權威性的解釋。為表示對釋法的支

持，新界社團領袖、立法會議員等

新界各界約200人代表1,200個團體

昨日舉行「反辱華 反港獨 反暴力

撐釋法」汽車大遊行。昨日約30輛

貼有「支持釋法、反對暴力」、

「辱國播獨最可恥」等字樣的汽車

由港鐵大圍站出發駛至金鐘添美道

政府總部，表達「撐釋法、反港

獨」民意，同時呼籲全港市民參與

今日下午在立法會外舉行的「反港

獨、撐釋法」大型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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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逾千個團體及組織的約200
名人士昨日發起「反辱華、反港
獨、反暴力、撐釋法」汽車大遊
行，獲不少市民支持。有參加市民
直言，全國人大釋法可避免「港

獨」思想的擴張。有市民則強調，「港獨」無出
路，只會搞亂香港，累死市民，是次釋法可設立清
晰底線，防止「港獨」者進入立法會。

港與祖國不可切割
64歲的退休長者董伯伯居於沙田，昨日特意乘
坐友人的私家車參加「反港獨、撐釋法」汽車大遊
行。他指出，有朋友早前參加了由其他團隊舉辦的
同類活動，從朋友獲悉有這活動時，當下決定參
加。雖未經歷過日本侵華戰爭，但他坦言，從長輩
那裡已知道當時戰爭的殘酷，年幼時常看的小說、
連環圖等消遣刊物均以日本侵華為主題，「當時已
對日本有些不滿。」
董伯伯坦言，感覺香港回歸祖國至今，不少港人

仍欠缺對國家的歸屬感，反對
政府的行動亦愈來愈無法無
天。是次全國人大常委會釋
法，可避免「港獨」思想的擴
張。育有兩名子女的他指出，
兒子為在英國留學歸來的「海歸派」，現時在內地
企業擔任電子工程師，他也認為香港不可能與祖國
切割關係。

搞「港獨」累死市民
在新界粉嶺土生土長的鄧先生強調，「港獨」無

出路，「自古至今，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分，『港
獨』只會搞亂香港，累死市民，搞到香港亂糟糟，
市民沒辦法安居樂業。」他又指，游蕙禎辱華言
行，顯示她無知、無教養，她又在立法會宣誓這一
莊重場合宣揚「港獨」思想，應該立即被褫奪議員
資格。「分裂國家的人，無資格代表市民，無資格
做立法會議員。」
鄧先生今年逾50歲，在香港出生、香港長大，

一直認同香港是祖國的一部分，從不認為香港有條
件「獨立」。他認為一班立法會議員，打着「港
獨」旗號吸引傳媒及社會關注，讓人難以接受。
「我們一定會反對到底，這班人搞到香港愈來愈
亂，社會好灰。」他又認為釋法及時設立清晰底
線，防止鼓吹「港獨」者進入立法會。

游梁議席必須撤銷
新界各界會長、香港工商總會首席會長江達可代

表香港工商總會屬下10個分會逾2萬名會員發言指
出，人大釋法合理合法，各屬會堅決擁護國家領土
完整、民族尊嚴，強烈要求香港司法機關依法撤銷
游蕙禎、梁頌恆議員資格，制止他們利用立法會平
台宣揚「港獨」思想。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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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界逾千個
團體及組織約200名代表人士昨日舉行汽車
大遊行，及到政總遞交請願信。多名出席的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批評，游梁二人言論勾起
華人的戰爭慘痛回憶，相信社會亦不會支持
他們，呼籲二人盡快收手及退出議會。

何俊賢：「支那」勾起慘痛回憶
立法會漁界議員何俊賢指出，游梁二人宣

誓時，用日本侵華期間形容中國的「支那」
字眼，勾起那些曾經歷日本侵華戰事的華人
的慘痛回憶，活生生地揭開他們的戰爭傷
痛。在地區工作時，不時有市民反映要求他
將「港獨」分子趕出議會，讓立法會回復正
常運作，故自己決定站出來為沉默大多數而
發言。
他續指，社會現時就宣誓風波揭起一陣訴

訟潮，認為這樣有助釐清現行法例模糊不清
的地方。相信社會大多數市民亦不會支持游
梁二人的辱國辱華言論。

葛珮帆：絕不會給「獨人」機會
立法會新界東議員葛珮帆表示，自己在地

區工作時均會聽到市民不想立法會呈現混

亂，更不想有人利用立法會這平台以宣傳
「港獨」思想。游梁二人的「支那」辱國言
論勾起很多市民，尤其是年長一輩人士對日
本侵華、慰安婦等的戰爭傷痛，認為任何人
均不應肆意侮辱自己的國家。她促請提倡
「港獨」的人盡快收手，「我們不會俾機會
你。」

陳恒鑌：釋法阻止「明獨暗獨」
立法會新界西議員陳恒鑌估計，現時「明

『獨』易防、暗『獨』難防」，故人大釋法
有助社會釐清及了解法例，清楚明白「自
決」及「獨立」的不可行。他認為，游梁二
人的「港獨」行為及言論均觸犯中央底線，
「最少要將佢哋趕出議會。」

容海恩：望民眾用行動表憤怒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則呼籲市民團結
一致，反對「港獨」，讓社會聽到市民心
聲。過去一段時間，很多市民對游蕙禎、梁
頌恆二人的行為極其憤怒及憎惡，二人不僅
踐踏立法會尊嚴，踐踏宣誓這一莊重行為，
更踐踏華人尊嚴。她呼籲市民用實際行動表
達憤怒，防止「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昨日在一公開場合批評，立法會在這一個月來狀態混
亂，直至本星期才能召開首次正式的議事會議。她批
評，部分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在上個月完全罔顧莊嚴及
莊重的就職宣誓儀式，作出令全港市民非常痛心及憤
怒的舉措，特區政府必定會依法辦事。

包括貨車、的士、私家車及旅遊巴等約30輛來自新界9
個區的車輛昨日齊聚港鐵金鐘站，200人手持標語表

達「撐釋法、反港獨」心聲。參與者齊齊鳴哨並將寫有
「港獨」字樣的氣球用針扎破，象徵消除「港獨」。隨
後，遊行車隊由大圍站出發，駛經青沙公路、尖山隧道、
西區海底隧道、干諾道中、龍和道、添華道，最終到達政
府總部。

梁志祥：播「獨」令港萬劫不復
遊行人士再次在立法會大樓
前集合，向政府部門遞交請願
信，並將印有游蕙禎、梁頌恆
兩人畫像的單張踩在腳下，表
示將「港獨」分子踢出立法
會。
新界各界執行主席、新界鄉

議局副主席張學明強調，新界
各界嚴正抗議「港獨」言論。
他引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講話
指出，全國人民不會允許任何
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用任
何行動或方法試圖分裂國家。
他呼籲市民齊齊站出來「撐釋法、反港獨」。
民建聯新界西立法會議員、新界社團聯會會長梁志祥表

示，有年長市民每次見他都會反映，要求將游蕙禎、梁頌
恆踢出立法會。不少年輕人都反映游梁二人並不能代表他
們，大部分香港年輕人都愛護國家、支持國家發展。
他指出，「港獨」必會引起香港混亂，令香港跌入萬劫

不復之地。他呼籲社會各界團結一致，堅持反「港獨」，
反辱華。他又說，今次汽車遊行活動是第一波，之後還將
有大型集會行動，隨後會重返地區及立法會工作。
梁志祥強調，釋法是人大常委會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做
出的行動，可即時解決立法會宣誓過程中有關法律爭議的
問題，並制止有人藉立法會平台宣揚「港獨」。香港實在
無力承受「港獨」帶來的混亂，釋法是及時及必須的。針
對有市民對多個議員的宣誓行為提出司法覆核，梁志祥表
示，理解市民的憤怒及不滿，但希望有關個案留待法院處
理，相關裁決會作為案例，為日後處理類似事件作參考。

陳勇：新界居民尤憎辱國言行
身為今日集會召集人之一、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指
出，游蕙禎、梁頌恆二人作出
辱華言行，令全港華人感到憤
怒，尤其新界市民。他指出，
日佔期間，日軍在全港燒殺擄
掠、無惡不作，當時新界則作
為抗日游擊部隊的主要駐紮
區，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主要
根據地亦是新界。新界居民的
傳統是反法西斯、反日本侵
華。對新界人來說，游梁二人
用日本侵略者的語言來侮辱同
胞，是極其令人憤恨的行為。
大聯盟呼籲所有「反港獨、撐釋法」的廣大市民，今日

下午參與立法會外的大型集會，一同向「港獨」說
「不」，及表達對釋法的支持，維護國家統一，保障香港
繁榮穩定的信念。他們估計屆時將有數萬人參與集會。

市民：煽「獨」禍港無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就
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依法作出權威解釋，闡明
何謂完整、莊重作出立法會誓言，及不依法宣誓的
後果。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陳弘毅昨日指，是次人大主動釋法是可從政治
及法律兩方面去理解中央的顧慮：在政治上，中央
認為鼓吹「港獨」者進入立法會，逾越了「一國兩
制」的底線，因他們的本質是要分裂國家；在法律
上，中央不希望因「青症雙邪」的宣誓司法覆核問
題而令立法會運作癱瘓，避免「夜長夢多」。

強調中央一直對釋法非常謹慎
陳弘毅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根據「一國兩

制」及香港基本法的設計，中央可以行使權力的情
況是非常有限的，「中央不是有很多權力可以用，
根據基本法，絕大部分權力都是特區政府行政、立
法及司法機關那裡。」
他指出，根據香港基本法，解釋基本法權力同時由

香港法院及人大常委會擁有，是「共享權力」，兩方

面都可以運用，倘只允許一方使用，則並非合理權力
平衡關係，「所以有人認為基本法應由香港法院全權
解釋，人大常委會是零權的話，當然是不合理。」
陳弘毅重申，今次人大釋法的原意不是要質疑已

宣誓的議員資格，也不是針對一些法院案件，而是
主要透過立法解釋，訂立一些規則以作長遠之用，
並強調中央一直對釋法非常謹慎，「有權，但除非
迫不得已，否則盡量少用。」

兩人癱瘓立法會事態不能久拖
他認為，今次釋法是可從政治及法律兩方面去理
解，「首先從政治上，中央對於有主張『港獨』人
士進入立法會，是超越了、挑戰了『一國兩制』的
底線。『一國兩制』有一個底線，就是『一國』的
原則，提倡『港獨』就主張分裂國家，中央覺得分
裂國家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
他續說，另一個因素是有關宣誓問題的官司開始
後，「青年新政」兩位議員仍都嘗試硬闖立法會，更
獲得其他反對派議員的支持，令立法會兩次無法開

會，故中央遂關注立法會正常運作會否受到影響，
「是不是因為一兩個主張『港獨』的立法會議員就會
令議會癱瘓？事態愈來愈嚴重不想拖。訴訟如果到終
審庭，終審庭不知會怎樣判，又不知會唔會提請人大
釋法，所以中央覺得（唔想）夜長夢多。」
被問到中央是否要在司法覆核案件裁決前釋法，

陳弘毅承認，自己在10月底才接到通知赴北京開會
徵詢有關意見，但認為於審訊過程中出現釋法只是
純粹巧合，並非刻意在裁決前釋法，「因為（人大
常委會）兩個月開會一次，根本不知道件案什麼時
候審，開會日期亦都不是就住香港幾時審而決定，
自己是按着自己時間開。」

湯家驊料法官據法律文本判案
同場的「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則稱，雖然全
國人大常委會已經釋法，但香港仍然是採用普通法
制度，相信法官是根據法律文本判案，法律文本出
現模糊時，才會參考文本以外的說明，但也不會根
據個別官員的發言和解釋，作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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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弘毅：「港獨」超越底線須釋法

林鄭：「邪誓」激起民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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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港獨」，撐釋法，可謂一呼
百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昨
日在其facebook專頁分享了一段短
片，其中訪問了多名家庭主婦，她
們均明言不要「港獨」，要求踢走

「港獨」議員，一名年輕男士更強調「年輕人要
撐釋法」。陳恒鑌指出，不少市民都想踢走辱國
辱華、提倡「港獨」的「青症雙邪」游蕙禎及梁
頌恆，呼籲市民一齊「反港獨，撐釋法」，今日
到立法會外參與反「港獨」集會。 ■記者 文森

「驅獨鎮邪」一呼百應

■汽車大遊行
參加者齊齊鳴
哨並將寫有
「港獨」字樣
的氣球扎破，
象徵消除「港
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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