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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顛倒是非唯恐香港不亂

「報告」炒作去年本港多宗事件，聲
稱去年本港的人權狀況倒退至令人擔憂
水準，整體而言屬1997年回歸以來最
差，例如李波在港疑被內地人員「擄
走」、6人因政見而被剝奪被選舉權，
以及有議員資格被剝奪的事件。該組織
形容香港人權狀況正面對嚴峻挑戰以及
有急速倒退之象云云。
「報告」舉出的第一個例子是去年初

「銅鑼灣書店李波事件」。所謂的李波
事件，是由於李波涉及他過去在內地的
案件，因而自願回內地接受有關部門的
調查。對於有人一再利用所謂銅鑼灣書
店事件來大做文章，李波已多次公開質

疑：「不管你們出於什麼目的，妄想從
中得到什麼利益」，希望尊重他的選
擇、私隱和人權，不要再在這件事上大
做文章。打維護人權幌子的國際特赦
組織香港分會，絲毫不尊重李波的選
擇、私隱和人權，又在李波事件上大做
文章，這是對李波人權的踐踏。

美化辱國播「獨」的宣誓風波
去年「青年新政」梁游兩人因宣誓事

件以及人大釋法而被裁定失去議員資
格，報告指事件會令人質疑政府可隨時
將與之意見不同的議員「叮走」。
對「青年新政」梁游兩人在立法會宣

誓儀式上辱國播「獨」行為，香港法庭
依法裁決梁、游宣誓無效，剝奪其議員
的資格，是順應香港主流民意、維護法
治和社會公義的正義之舉，也彰顯了人
大釋法的合法性、必要性和權威性。
「報告」用言論自由、公民權利美化辱
國播「獨」的宣誓風波，為「港獨」分
子鳴冤，有何居心不言而喻。

顛倒是非 不誠實不光彩
末代港督彭定康去年11月訪港時，

批評「港獨」只是「搶頭條的說法」，
而將「獨立」的議題與公民權利、言論
自由及新聞自由混淆是錯誤的，並引述

《中英聯合聲明》指，中國的領土完整
和國家統一包括香港在內，他又認為
「港獨」不可能發生，倘將「爭取民
主」和「獨立」混為一談，是不誠實、不
光彩和魯莽的行為。彭定康續稱，香港
市民享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及「一國
兩制」，但不應以此作為鼓吹「港獨」。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顛倒是非，同樣
是不誠實、不光彩和虛偽的行為。

信口雌黃 毫無法治觀念
「報告」又提及立法會選舉提名期時

有六人因政治取態而被當局剝奪被選舉
權，聲稱這是行政決定褫奪個別人士的
被選舉權及公民權利的做法，指懲罰和
平表達不同政見，包括建議改變現行憲
法的人士，是對言論自由的侵害云云。
去年立法會選舉提名期時，選舉管理

委員會要求參選人簽署確認書合法合
理。《立法會條例》第40條規定，參

與立法會選舉的人士須按照法定的提名
程序在提名表格內簽署聲明，表明會擁
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否則參選人不得獲有效提名為候選人，
不能參與立法會選舉。「港獨」是分裂
國家和叛國行為，違反國家憲法、基本
法及香港法律，主張「港獨」的梁天
琦、陳浩天等6人先後被選舉主任依法
裁定參選資格無效，天經地義，合法合
理。
對此，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指出，要求

維護當地憲法，效忠選舉地之國家或管
治區，是一種憲制秩序的要求，不能被
說成是「政治篩選」。「報告」對「港
獨」分子被裁定參選資格無效而進行的
誣衊和攻擊，與所謂「政治篩選」的誣
衊和攻擊如出一轍。「報告」罔顧中國
憲法、基本法及香港法律的規定，對確
認書一事信口雌黃、胡說八道，毫無法
治觀念。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昨天發表2016年度香港人權狀況報告（下稱「報告」），

炒「銅鑼灣書店事件」冷飯，用言論自由、公民權利美化辱國播「獨」的宣誓風

波，為「港獨」分子被依法裁定參選資格無效鳴冤，唯恐香港不亂，有何居心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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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血公民」新
首領鄭松泰開始大
展拳腳，日前接受

網媒專訪時發表「鴻圖大計」，宣佈「熱血
公民」在短期將「全面撤出社會運動」，改
做社區服務，推動政黨化，自己將專注教育
及文化議題，原因是「現今街頭行動的風險
比以前大」，驚自己會被人「篤灰」云云。
至於「熱血公民」創辦人黃洋達，鄭松泰表
示黃洋達已退出組織，黃將主力運作《熱血
時報》，日後兩者會分開運作。鄭松泰的訪

問等同宣佈「熱血公民」將會推動「去黃洋
達化」，大幅調整定位，由「熱血公民」變
成「熱血公民黨」，不再走暴力「港獨」路
線，這反映激進「港獨」在香港並無生存空
間，所以「熱血公民」不能再走「死胡同」。
鄭松泰的專訪在網上引起極大議論，有網

民批評他放棄「勇武」，「講過唔算數」，
「出賣激進人士」。其實，鄭松泰此舉明顯
是經過深思熟慮，一方面是要清除黃洋達對
「熱血公民」的影響力。黃洋達是「熱血公
民」創辦人及首領，雖然因為立法會慘敗而

辭職問責，但從他安排鄭錦滿等人任「熱血
公民」副主席，可以看到其不會甘心將創辦
組織拱手讓人。鄭松泰要大展拳腳必須清除
黃洋達的勢力，所以他提出走政黨化，要講
制度，目的就是將「熱血公民」大換血，讓
自己親信掌握重要位置，取得「熱血公民」
的控制權。
此外，他亦利用立法會議員的資源優勢，

將大批「熱血公民」骨幹聘為自身助理，成
為他們的老闆，自然更能夠控制組織。在完
成有關部署後，再將黃洋達掃地出門，所以

他才會正式宣佈黃洋達已經離開組織，此後
「熱血公民」與《熱血時報》再無關係，以
此表明黃洋達不能再介入「熱血公民」的運
作，完成「去黃洋達化」。
另一方面，鄭松泰改變「熱血公民」路

線，表明「全面撤出社會運動」，並且專注
具體議題及社區服務。這樣，「熱血公民」
已不會是原來的樣子，而是成為一個與公民
黨類同的政黨，變成「熱血公民黨」。鄭松
泰此舉其實也是迫不得已。「熱血公民」以
往主張的激進「港獨」、「勇武」路線根本
此路不通，不少支持者已經因為黃洋達的唆
使而身陷囹圄，前途盡毀，而這條路線在香
港社會更加沒有市場。在立法會選舉中，
「熱普城」五區出選，最終勝出的卻是最不
似「熱血公民」、最「溫和」的鄭松泰，已經

說明「熱血公民」的一套根本行不通。「熱
血公民」要繼續營運下去，就必須改變，所
以才有了「全面撤出社會運動」的路線調整。
「熱血公民」的例子對於其他激進組織也

有啟示意義，近年不少激進組織大打所謂
「激進本土牌」以至「港獨牌」，以為可以
撈取政治油水，甚至成為尊貴的議員，但
「青年新政」一鋪清袋的教訓，已說明「港
獨」是死路一條。現在連主要激進「港獨」
組織「熱血公民」都要改變路線，黃毓民、
陳雲都要淡出政壇，最激進的人不是已經身
在獄中，就是有官司在身，在這樣的環境
下，主張激進「港獨」「建國」、主張暴力
「勇武」，還有市場嗎？身為社會學博士的
鄭松泰怎會不知道「港獨」和暴力在香港沒
有市場？他要改弦易轍自然不足為奇。

「熱血公民」撤出社運證「港獨」死路一條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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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邪粉中「獨」極仇港
煽「焦土」要港淪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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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港獨」者的罪，不僅是鼓吹分裂而已。

「青症雙邪」游蕙禎及梁頌恆在宣誓時辱國辱

華，最終被高等法院頒令取消兩人就任立法會議員資格，不少人鬆一

口氣，但兩人鼓吹的針對新來港人士、內地民眾及特區政府的仇恨，

仍繼續在其支持者中發酵。有人在游梁被DQ後繼續於網絡散佈仇

恨，發表「『支那狗』就是比豬更低等更下賤的畜牲」、不支持「雙

邪」的「港燦」是「低等生物」等言論， 更鼓吹所謂的「焦土運

動」，聲言要「一齊入警隊、公務員，齊齊玩鋪大嘅」、「令香港變

回一個小漁港，……股樓齊齊跌」，「搞到港豬都忍唔住暴動，至有

籌碼可玩！」觀之，能不令人心寒？ ■記者 羅旦

有網民報料，指在荃灣一商場經營眼
鏡店的「Alfred Chow」，在其

facebook 散播仇恨，更搞出一個所謂
「香港焦土力量」的 fb專頁。該「Al-
fred Chow」fb朋友包括「雙邪」中的游
蕙禎，「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偉哥仰
（黃台仰）等「獨派」，有關散播仇恨
的帖子也都獲這一群人的「Like」，帖
子的字裡行間也反映他在立法會選舉時
全力為「雙邪」拉票，而其經營的
「匯×眼鏡」在去年開始經營後也經常
得到「獨派」中人捧場。

叫囂踏上武裝革命之路
進入「Alfred Chow」的fb賬戶，真係

唔睇猶自可，一睇把幾火。在全國人大
常委會就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作出
解釋前後，發出了多篇帖子，稱釋法後
「留下來的『香港民族』便只餘下革命
一途……（『雙邪』）文宣上的時代革
命，是要踏上武裝革命之路了吧」。

在游梁被DQ後，他聲稱，「就讓我
們一起燒焦這片本來屬於我們的樂土
吧。」「香港民智未開，我對E（）
個地方早已絕望，對E（）到（度）
既（嘅）人都絕望，就讓我們一起燃燒
殆盡吧。」

「一鑊熟」有籌碼玩鋪大
其「友好」、「網民」Wing Tang留

言稱，「焦土就要令三權分立整到爛晒
先，無外資黎（嚟）香港投資，管治就
出現問題喇！」「KL Tam」稱，「令
香港變回一個小漁港，唔係咩國際金融
中心，股樓齊齊跌……」「On Kan-
gus」稱，「真心覺得行到呢步，玩焦
土，大家一鑊熟，搞到港豬都忍唔住暴
動，至有籌碼可玩！甚至大家一齊入警
隊、公務員，齊齊玩鋪大嘅！」

「焦土」專頁自稱「宗教組織」
其後，「Alfred Chow」成立了所謂

「香港焦土力量」，更在fb專頁自稱為
「宗教組織」，宣稱「焦土」要「參
政」，「要求香港『一國一制』！要求
香港只准入口中國『毒菜毒肉』！要求
香港立法禁止使用廣東話和粵語！要求
恢復帝制！要求廢除司法獨立！要求立
法管制言論及思想自由！」
在與「友好」討論時，「Alfred

Chow」也在全力散播仇恨，例如「『支
那狗』就是比豬更低等更下賤的畜
牲」，「香港人都是狗」，「假如『中
華民國』成功攻破北京屠城，我會考慮
認自己係『中華民國人』」等等，言論

不堪入目。令人擔心的是，他並非「一
家之言」，而是有不少臭味相投的「青
症」支持者，例如「陳瑞榮」就留言
稱，「『支那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就是
賤畜，就是低等民族。梁頌恆只是講出
真相。」
這只能算是冰山一角，由「雙邪」以
至「本民前」的獨琦（梁天琦）及偉哥
仰，荼毒了多少人的心靈？傳統反對派
諸君還會覺得，這只是「搞吓氣氛」，
言論自由嗎？如果是的話，你們也就是
令香港變成一個充滿仇恨，由文明倒退
到野蠻的元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在宣誓風波發生
時，「青症雙邪」中的游蕙禎竟去信乞求台灣「總
統」蔡英文介入，貽笑大方。儘管「雙邪」定下的
「眾籌」死線已到且仍未達目標，但游蕙禎都似乎
唔嗲唔吊，近日仲得閒接受一日本電視台的訪問，
又在facebook上載分享，但就爆寫錯該電視台的
名字。不少網民恥笑她連訪問者也搞錯，無心無
肝，又質疑她「老是常出現」，是要為籌款賣小
強。更多的網民則留言，要求佢與其做埋啲無謂
嘢，不如還咗立法會筆公帑先去做show。
日本電視台TBS的新聞節目「報道特集」近日製
作了一個名為「動搖的香港民主」，訪問了游蕙禎和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銅鑼灣書店的林榮基
等。在宣誓時將「China」讀作「支那」但就一直拒
認自己有錯的游蕙禎，在節目上只承認自己當時的做
法是「小學雞」，但就繼續堅稱自己沒有「侮辱中國」
的意思，又聲言香港的民主和法治在回歸後一步步被
「摧毀」，反映「一國兩制」是「失敗」的云云。
做嘢唔見佢咁勤力，接受日本電視台訪問就急急
share，又在帖中感謝對方，稱「停滯不前、甚至
倒退的民主進程，必須以文字和影像記錄下來，
「以此為鑑」云云。
不過，游蕙禎帖中就將訪問她的TBS誤寫為另
一間日本電視台NHK。儘管在網民留言提醒後迅
速修改，但已被不少網民瘋狂恥笑。

邪游「老是常出現」
寫錯訪問者名被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
症雙邪」梁頌恆及游蕙禎因在就職宣誓
時辱國辱華，被法院裁定喪失其就任立
法會議員資格，估計年內兩人所屬的新
界東及九龍西將舉行補選。各黨派及陣
營已經摩拳擦掌，其中反對派動作多

多。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昨日稱，
民主黨稍後會商討一套黨內遴選機制，
又稱希望反對派在每區應集中一張名單
參選。
傳統反對派口撐梁游，但在兩人被

高等法院裁定喪失就任議員資格後，

就對補選虎視眈眈。在去年立法會選
舉中落敗後一度低調的工黨前議員李
卓人，「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以
至「民協新生代」何啟明等都「忽然
活躍」，在西九故宮等事件上做其吸
濕大笨象，大抽政治水；另未獲該黨
支持參選而「失蹤」的公民黨前議員
陳家洛也頻頻搶鏡，司馬昭之心路人
皆見。

個個「食相」兇狠，隨時一拍兩散。
黃碧雲昨日稱，個個反對派政黨或政團
中人都覺得自己勝算高，都希望成為有
關選區的代表人物，為免分散票源，反
對派應在每個選區都集中一張參選名
單，故建議要舉行「初選」來訂出推薦
名單，倘無法達成協議，最終可能要以
「棄選」的方式，令票源集中在個別反
對派候選人身上云云。

反對派補選「食相」兇狠 老鴿倡「初選」

網民恥笑游蕙禎
Julius Leung：連什麼電（視）台都唔知，
日日好似Hi左（咗）野（嘢）咁！支持你都
白痴！

Ching Ching：老是常出現，博存在感。

Horus Orion：游小姐，妳攞咗我哋納稅人啲
錢，有冇諗住還錢？

Ken Cheung：有冇同TBS講籌期？有冇扮可
憐話就黎（嚟）破產？呃多一筆麻（嘛）！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記者 羅旦

■發表侮辱
內地人以至
香港人的言
論。

fb圖片

■「Alfred Chow」在其店舖內與黃台仰
（左）合照。 fb圖片

■「Alfred Chow」在其店舖內與游蕙
禎（右）的合照。 fb圖片

■鼓吹所
謂「焦土」。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