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聯盟表明，堅決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對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進行解釋，因這是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維護「一國
兩制」順利實施及捍衛香港法治必要和及時的
重要舉措，具有劃清底線、定紛止爭的作用，
亦相信是次釋法有助於立法會盡快消除現時的
亂象，運作重歸正軌。

譴責「港獨」分子辱國辱華
大聯盟又強烈譴責「港獨」分子辱國、辱華
及企圖分裂國家的言行，堅決反對所有拒絕依
法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人士擔任相關公職。

斥公民黨偽君子「對不起香港」
大聯盟的立場得到廣大市民積極支持，在短
短兩三日間，除了原來聯署的近500個團體外，
還有更多團體及市民踴躍響應號召參與昨日的
集會，社會響應遠超預期。昨日的集會地點在
立法會外，集會開始時間為下午4時，但不少市
民、團體早於集會開始前數小時已扶老攜幼地
抵達集會場地，他們帶同「港獨禍港 支持釋
法」、「撥亂反正 支持人大釋法」的標語以明
心志，亦有家長與其小孩一同在背上貼上「公
民黨對不起香港」的語句，清晰表達不滿那些
口口聲聲說「法治」，卻先行親手摧毀「法
治」的偽君子。
大聯盟表示，昨日有逾千個團體、約4.5萬人

參與集會，而金鐘一帶亦有約1萬人因現場迫
爆，被警方以安全為由拒絕進入集會場地。集
會約4時開始，大會先播放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
出席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紀念活動時的講
話：「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

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
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這亦是逾5萬名
參與集會者的共同心聲。

咬牙切齒 齊唱《萬里長城永不倒》
接着，大會亦播放「青症雙邪」梁頌恆和游

蕙禎於宣誓時的辱華言論，不少參與者看得咬
牙切齒。其後，法律、教育、青年、婦女、勞
工、工商專業界、僑界和政團、社團代表人士
先後登台發言。其間，導演徐小明在台上獻唱
《萬里長城永不倒》，不少人跟着和唱，歌詞
中的「豈讓國土再遭踐踏，個個負起使命」正
正唱出絕大部分香港人的心迹。
有份就議員宣誓提出司法覆核的城大學生

「正義哥」莫嘉傑早前車禍弄傷腳，昨日撐着
柺杖仍要上台發言。他表示，人大釋法足以證
明他入稟司法覆核是正確的，「務必要將違反
宣誓的人踢出議會！」
集會約於5時30分結束前，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張明敏上台帶領與會者高歌《我是中國
人》，與會者亦響應司儀的號召，一齊高舉手
機並亮燈，寓意中國人的心是永誌不滅，正義
必勝！大家心裡都有同一個想法：「愛國心是
不會因為集會結束而停止，我們亦不會容許任
何形式的『港獨』，同時希望將這個訊息傳遍
世界。」

強大民意 遏「港獨」囂張氣焰
大聯盟發言人吳秋北於集會後表示，是次集

會成功舉行，充分展示了香港社會反對「港
獨」、支持釋法的強大民意，有助遏制「港
獨」的囂張氣焰，凝聚更多社會共識，共同維
護香港的法治和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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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反港獨 撐釋法」
集會人山人海，從中環海濱劃定集會區一直綿延至金鐘
天橋，大會估計有超過5萬名市民參與。在現場不同階
層的市民都異口同聲，聲討「青症雙邪」梁頌恆及游蕙
禎兩人，並力撐人大釋法。有退休人士懷着愛國情操，
直斥侮辱自己的民族之舉絕不可取；也有上班一族直
指，搞「港獨」沒可能，是「低能」並浪費時間；更有
母親帶同稚子參與集會，希望藉此向下一代作認同國民
身份的教育，以灌輸正確的思想。

沒可能「港獨」只想搗亂香港
＊從事金融行業的李小姐說：「係中國人就要企出

嚟，就係咁簡單！」她認為社會有反對聲音好正常，但
搞「港獨」是沒可能，搞的人只是想搗亂香港，也直指
議題「低能」，是浪費時間，「根本無需要討論，香港
係中國的一部分」，最重要是維護香港穩定繁榮。
她又批評梁游兩人宣誓兒戲，根本不適合在立法會議

政，她表明一定贊成人大釋法，指合情合理，因為不是
針對梁游兩人，而是全港都應用到，更指應盡快為第廿
三條立法，稱「心懷不軌嘅人先會驚」。

梁游辱族 疑受外力操控
＊參與集會的70歲何先生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認
為人大釋法絕對正確及合適，又批評梁游兩人做出絕對
不是中國人的行為，認為他們身為中國人，侮辱自己的
民族絕不可取。至於梁游應否繼續做議員，何先生認為
應交由法庭判決。
何先生又斥責反對派包庇梁游兩人，質疑他們背後有

外國勢力操控，認為不少搞事之徒都十分年輕，懷疑他

們沒有如此能力耍花招，因此認為背後有勢力指使。
何先生還指，自己退休前是警校教官，在違法「佔

中」時，有數十個自己教過的學生在前線執勤，當中更
有人受傷，他因而覺得心痛，自此之後就更留意時事，
以及更積極參與愛國愛港的行動。

國教子女 斥梁游「好過分」
＊市民宋小姐自發帶同四歲大的龍鳳胎子女，一同參

與集會，她希望可以藉
此向下一代作認同國民
身份的教育，以灌輸正
確的思想。她指，自己
平日不太留意時事，因
為梁游的辱華言論令她
了解更多事情的來龍去

脈，遂決定走出來表態。
宋小姐直言，梁游兩人的言論行為「好過分」，特別是

他們以「支那」侮辱全球華人，令人看不過眼，宋小姐不
諱言自己是來自內地的新來港人士，因此對國家感情更深
厚，對有中國人侮辱中國人更感憤怒。她指，內地和香港
本來是一家人，香港沒理由也沒有可能「獨立」。

「去到邊度都係中國人！」
＊與宋小姐同行的李小姐也同意宋的言論，李小姐

指，之前也曾多次參加一些愛國愛港的集會，惟今次梁
游言論實在令人氣憤，因此除自己參與外，昨亦有叫上
數名朋友一同集會表達訴求。李小姐指，她已與一名日
本男子結婚，卻沒放棄中國國籍，並仍定居於香港，她
坦言：「去到邊度都好，自己都係中國人！」

李小姐又特別斥責反對派包庇梁游兩人，其中在護送
兩人進入議會一事可見一斑。她斥責反對派盲目反對政
府，認為他們在大是大非問題前應該曉以大義，或以文
明方式解決問題，但他們的行動卻毫無建樹。李小姐更
點名批評「長毛」梁國雄扔午餐肉是教壞下一代。

籲政府速提請 撤違誓議員資格
＊特意剪成「愛心HK」髮型的伍先生昨現身支持集

會，他於反「佔中」開始剪此髮型並一直維持至今。他
呼籲政府盡快向法院提請，撤銷所有在宣誓中觸犯法例
的議員資格，希望4年後議員宣誓不再出現類似的情
況，「否則立法會將無日無之持續混亂下去。」
他批評有議員在多個場合包庇梁游，為其開脫。他又

促請法院盡快處理有關議員發假誓及言行違背確認書的
情況。

「香港獨立」絕對無可能
＊今年36歲的胡小姐批評梁游兩人公然宣揚「港

獨」，又用粗口及「支那」侮辱華人，對青年人有很壞
的影響。她昨日特別自費購買寫有「愛中國」字樣的紅
色T恤參與集會，支持人大釋法。
她認為，人大釋法清楚解釋相關法例條文，令香港法

院有法理依據進行判決，社會才能逐漸回復安寧。她指
「香港獨立」絕對無可能，宣揚「港獨」只會擾亂社
會，浪費資源。

梁游言行教壞年輕人
＊今年64歲居於大埔區的陳先生是土生土長的香港

人，亦是退休公務員，他加入公務員團隊35年，表示從

未見過香港如此混亂，議員如此「不知所謂」。他指，梁
游兩人的言行教壞年輕人，讓議會變得更混亂。他指議會
原本是一個好嚴肅的地方，不應任由議員搞事。

人大釋法及時解困局
＊與太太及3個小朋友前來支持集會的梁先生，批評

梁游兩人的言行太過分，認為香港法院做事拖拖拉拉，
人大釋法可及時解決困局。
他認為，釋法風波引起社會混亂，讓小朋友都處於一
種不穩定的狀態，對他們的成長無益。他希望釋法後，
法院能盡快依法作出判決。

梁游無為青年發聲
＊何小姐表示，有人投票支持梁游兩人進入議會，原本
是希望他們為青年發聲，支持有利於青年的政策推出，但
兩人的言行令人很失望。她又對激進示威者在上周的遊行
中掟磚頭、拉鐵馬衝擊警員等行為表示厭惡，她不希望在
香港看到類似的事件。

議會莊嚴不應被肆意衝擊
＊蘇小姐表示，梁游兩人並不能代表年輕人，身邊

好多人都不支持「港獨」，亦不支持
侮辱華人的言行。她又指，議會應是
莊嚴及受到尊重的地方，不應被肆意
衝擊。她批評梁游兩人破壞立法會秩
序，不應該繼續做議員。她又擔心他
們其後會做出更激烈的行為，認為兩
人應被撤銷議員資格。

人海綿延數里人海綿延數里：：係中國人就企出嚟係中國人就企出嚟

各界異口同聲 斥歪理撐正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反港獨 撐釋法」大
聯盟昨日舉行大型集會，多名政、商界及社會人士逐一
上台發言，他們的目標十分清晰，就是堅決不容許「港
獨」問題在香港滋長，亦不容許有人意圖將中國分裂，
破壞國家領土的完整。他們還要求鼓吹「港獨」分子深
切反省，莫讓香港走上不歸路。

戴德豐冀續發揮獅山精神
全國政協常委、友好協進會會長戴德豐表示，有候任
立法會議員公然侮辱祖國及搞「港獨」，非但違反香港
基本法，更損害國家利益，故他十分支持人大今次釋
法。他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
條作解釋是合情合理，香港亦會得益，同時有助維護國
家安全及國土完整，希望港人經過今次事件繼續發揮獅
子山精神，「大家要共同努力保持香港形象，令香港明
天更美好。」

譚惠珠：不容污衊國家民族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指
出，中國由從前弱勢被人欺凌，發展至現時國力強盛，
大眾均希望可創造一個欣欣向榮的中國、一個穩定繁榮
的香港，「我們高舉言論自由，但我們不容許污衊國家
及民族。政府做實事，我們應該支持，唔好退縮。全世

界中國人都感到中國自強、中國人自豪、中國要和諧統
一！」

譚耀宗：「雙邪」簡直陀衰家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民建聯會務顧問

譚耀宗指出，一些鼓吹「港獨」分子成功進入今屆立法
會，說得貼切一點是「一朝得志、語無倫次」，又粗
口、又用上「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港獨」字
句，認為「青症雙邪」梁游兩人才不是中國人，「佢哋
簡直陀衰家！呢啲人唔配做立法會議員，應將他們趕出
去！」
他又再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6個任何」的言論，強調
堅決反對、絕不允許任何將中國分裂的行為。

李慧琼：明「獨」暗「獨」到處落毒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指出，鼓吹「港獨」
分子藏於社區，「當中有明獨、有暗獨，有啲唔知喺邊
度落毒」，因此香港未來的路絕不好走，但必須堅決向
「港獨」說不。
她表示，對早前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的「中央不應
因年輕人的頑皮嘢而釋法」說法感到憤怒，「講『支
那』令全球華人震怒，這是頑皮小孩咁簡單？」她認
為，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國家要義正詞嚴，立法會不

應讓人搞「港獨」，「這是合情、合理、合時。」

梁美芬：釋法損法治顛倒是非
經民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指出，看到有這麼
多人參與集會，可見民意基礎之大。她強調，香港絕不
容許出現侮辱國家、侮辱華人的事情，批評一些議員將
釋法說成是破壞香港法治，顛倒是非。
梁美芬指出，無論在中國憲法、普通法、基本法抑或
案例法上，均對人大釋法有清晰支持。她又指出，真正
破壞法治的是違法「佔中」及大量煽動行為，認為梁、
游等人的議員資格應被依法取消。

田北辰：釋法一網打盡「獨瘤」
新民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表示，近日有「港
獨」分子欲帶香港走上不歸路，「新民黨必定同佢死
過！」
他強調，國家是永遠不會容許國土分裂，人大今次釋
法亦是「一網打盡所有搞『港獨』的人」，不讓他們參
選立法會，也不讓「玩嘢」宣誓的人進入議會。

林淑儀：中國要統一不能分裂
工聯會會長林淑儀指出，昨日的集會人山人海，大家
都走出來表達「反港獨、撐釋法」的共同意願。她指

出，前天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的日子，大眾對他
景仰是因為他們那一代人為了中國統一及領土完整，浴
血奮戰，「我們大家都感受到中國要統一，不能讓她分
裂開去，人大釋法是合情合理！」

施榮懷：為港「消毒」撥亂反正
全國政協委員施榮懷表示，人大釋法是為香港「消

毒」，並將歪理歪道撥亂反正，同時亦為奉行香港基本
法的人打了一支強心針。

藍鴻震：生死關頭中央才出手
已榮休的前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指出，香港已到了
十分關鍵的時候，雖然特區政府已就梁游兩人的誓詞提
出司法覆核，但中央亦在此時出手，證明已到了生死關
頭。
他表示，香港人要支持釋法，並無第二條路，「除非
唔認同自己係香港人，唔認同香港是中國的！」

黃均瑜：港人有責任有義務反「獨」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批評梁游等人利用立法會的平台來

「播獨」，而許多市民對他們的言論是「敢怒不敢言、
有理說不清」。他指出，作為在香港的中國人，是有責
任、有義務對「港獨」行為發聲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反港獨、撐釋法」不僅是逾5萬名香港市民昨日齊集立法會外共同呼喊的口號，也是全球13億中國

同胞的共同期盼。從違法「佔中」至後來衍生的「港獨」思潮，再發展至近日「青症雙邪」梁頌恆和游蕙禎於立法會宣誓時的辱華言

論，「港獨」已確確實實「撈過界」！香港的沉默大多數不願香港沉淪、不願下一代的未來被一小撮人摧毀，他們選擇不再沉默，齊

齊向「港獨」主張發出怒吼！逾5萬人跨界別、跨年齡，昨日一起響應「反港獨 撐釋法」大聯盟的號召，到立法會一帶集會，以表達

全港市民反對「港獨」在港滋生蔓延，並全力支持人大釋法的強烈訴求，同時「堅決向『港獨』說不！」

■「反港獨、撐
釋法」不僅是逾
5萬名香港市民
昨日齊集立法會
外共同呼喊的口
號，也是全球
13 億中國同胞
的共同期盼。

潘達文攝

支持人大釋法避免香港淪落

■■香港的沉默大多數不願香港沉淪香港的沉默大多數不願香港沉淪，，昨昨齊齊
齊向齊向「「港獨港獨」」主張發出怒吼主張發出怒吼！！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反港獨反港獨 撐釋法撐釋法」」集會人山人海集會人山人海，，從中從中
環海濱劃定集會區一直綿延至金鐘行人天環海濱劃定集會區一直綿延至金鐘行人天
橋橋，，場面場面「「墟冚墟冚」」迫爆迫爆。。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政政、、商界及社會人士逐一上台商界及社會人士逐一上台
發言發言，，他們堅決不容許他們堅決不容許「「港獨港獨」」
問題在香港滋長問題在香港滋長。。 潘達文潘達文攝攝

■■城大學生城大學生「「正義哥正義哥」」
莫嘉傑莫嘉傑 潘達文潘達文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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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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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年十月十五 廿三小雪
港字第24353 今日出紙3疊10張半 港售7元

星
期
一大致天晴 陽光普照

氣溫24-28℃ 濕度：65-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