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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沙士亡靈招「獨魂」
「獨派」
借悼念活動煽分離 圖趁七一遍地播
「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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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距
香港回歸 20 周年慶典越來越近，但遭香港社
會唾棄的「獨派」組織則不甘寂寞，企圖利

用各種場合進行「播獨」，以破壞普天同慶的回歸氣氛。「香港
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鑑於早前申請月底在尖沙咀鐘樓搞所謂
「哀悼」活動不獲康文署批准後仍不死心，轉而搞聲稱是遍地開
花的「快閃播獨」。據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香港民族黨」已
串通部分大學的學生會成員，擬「七一」當日在多個大學的校園
內展示「港獨」標語。
23 日晚，有團體在香港公園太
本月極園舉行「毋忘沙士抗疫英雄」

的活動，但這個本來是性質單純的紀念
活動，卻出現了不少「獨派」組織成員
的身影。

陳浩天梁游等現身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所見，出席
者包括「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
被高等法院原訟庭和上訴庭剝奪立法會
議席的「青年新政」梁頌恆和游蕙禎、
「北區水貨客關注組」召集人梁金成
等。粗略計算，在這個不足一百人參加
的活動，竟有約一半出席者是屬於「獨
派」活躍分子，有參加者形容，該活動
如同「獨派」成員大聚會。
原來，在該活動舉行前一周，陳浩
天就在網上轉發一個名為「毋忘抗疫英
雄」的專頁，呼籲民眾前往參加。據了
解，活動的主辦者是由一個親「民族
黨」學生團體發起，他們故意借 6 月 23
日（2003 年 6 月 23 日世衛組織宣佈取
消香港為「沙士疫區」）來召集「港
獨」支持者參與。在當晚活動現場展示
的宣傳品中，刻意指 2003 年在香港發
生的沙士疫情，是來自「中國廣東」、
是由一名「中國籍的大學教授帶入香
港」，而在主持人的講話中，也大肆指
責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抗疫不
力」。凡此種種，令人感覺這場所謂的
「紀念活動」已被「港獨」勢力騎劫，
他們不是真的要「紀念」抗疫英雄，而
是想藉該活動來宣揚香港與中國內地要
分隔的「港獨」意識。

旺角快閃「哀淪陷」

一」前搞宣揚「港獨」活動的一招，他
最想搞的一場「大騷」是以「民族黨」
名義舉辦的活動。日前，他以個人的名
義向警方申請，稱會於6月30日晚在尖
沙咀鐘樓附近舉行「哀悼香港淪陷 20
周年集會」，但有關申請遭拒絕。但陳
浩天「宣獨之心不死」，聲言會在 30
日全港多地進行「遍地開花」的「宣
獨」活動。昨天下午，陳浩天就率領
「香港民族黨」部分成員，在旺角鬧市
進行快閃式擺街站宣傳，並趁警方及康
文署人員到場干預前就趕緊收檔。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調查所知，陳浩
天自知他個人及其組織想在6月30日搞
「播獨」活動將難以成功，因此轉而與
一些大學的學生會成員聯絡，欲在 7 月
1 日進行「偷襲行動」，就是在一些大
學校園內掛出「港獨」標語，其情形就
與去年十一國慶節時有部分大學校園出
現「港獨」標語一樣。不過，「獨派」
組織和成員這種偷偷摸摸的「下三濫」
伎倆，只會增加更多社會大眾的譴責及
譏笑。

■游蕙禎到達紀念沙士集會現場，一人躲在陰暗處。

■陳浩天早前獨自一人在中環皇后像廣場開記招，聲稱會
在6月30日搞唱衰香港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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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紀念」只是陳浩天在「七

竄訪多國抹黑香港
梁天琦自認「暴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
「本土民主前線」在香港苦無人氣，
發言人梁天琦惟有在英美加等地利用
各種拜訪及研討會等，圖借海外反華
分裂組織及人物的支持，抹黑香港。6
月 15 日梁天琦在接受「自由亞洲電
台」訪問時，繼續聲稱要因時制宜，
堅持做一個要暴力抗爭的「暴民」，
認為「行動才是最實際」。6 月 24 日
梁天琦在加拿大與支持「藏獨」的前
聯邦參議員出席研討會，7 月 3 日馬不
停蹄計劃再飛倫敦，出席英國國會關
於香港回歸的聽證會。梁天琦被控
「暴動罪」8 月預審，時日無多，他
似要趁回歸紀念時機，用僅餘的日子
唱衰國家及香港。
梁天琦現時身負幾條與「暴動罪」
有關的控罪，向被諷為「西瓜琦」的
梁天琦自從避走美國後，為免禍從口
出，較少公開發表言論。唯獨近日藉
香港回歸 20 周年將至，「西瓜琦」在
「自由亞洲電台」又大放厥詞，聲言
自己代表香港「越來越激進的一
群」。
他認為在香港只有「順民」、「移
民」和「暴民」三種人，指自己不屬
前兩類，選擇做「暴民」之意呼之欲
出。主持人多番追問，「西瓜琦」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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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派」
密謀近期突襲
「宣獨」

■梁天琦本月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
問時，聲言會繼續當「暴民」。
持不肯留下把柄說出「暴民」二字，
但就指出「說什麽都不重要，行動才
是最實際」。對比起以前打得太多
「開口牌」，梁天琦提出以後不排除
「暴力抗爭」，但會因時制宜。

促加議員設專組關注香港
經過 6 月初幾場在英國大學演講熱
身後，梁天琦開始頻頻接觸西方政治
人物，傳遞錯誤的香港訊息，謀求外
國支持「港獨」。6 月 24 日梁天琦就
在加拿大多倫多，與長期支持「藏
獨」和法輪功的前聯邦參議員迪尼諾
(Consiglio Di Nino)開研討會，其間更
宣傳 The Hong Kong Freedom Project，該計劃打算聯絡世界各地年輕
人，干涉香港內政。在加拿大，梁天
琦還與多名加拿大國會議員見面，包
括 參 議 院 人 權 委 員 會 主 席 芒 森 (Jim
Munson)、 保 守 黨 參 議 員 Garnett
Genuis 等，游說對方就香港的人權及
自由狀況展開調查，並成立關於香港
問題的關注小組。
7月3日，梁天琦會在倫敦出席英國國
會關於香港回歸20周年的聽證會。在聽
證會前，梁天琦會先與英國智庫亨利積
遜學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海明斯(John
Hemmings)出席該學會的圓桌會議。估
計在聽證會上梁天琦會依舊發表誤導海
外的評論，借機宣揚其「港獨」及「暴
力抗爭」的 暴民主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
得民）「港獨」組織派系林
立，但經歷多輪打擊後大都
一蹶不振，臨近回歸20周年
紀念日，公開及秘密的「港
獨」組織紛紛計劃在 7 月 1
日或之前出動，旨在虛張聲
勢，妄想挽回一定支持度。
據消息透露，部分平時較低
調的「港獨」分子，當中包
括數間大專學生組織的學
生，正密謀在國家領導人視
察香港期間，在港九多個地
點懸掛大幅標語。
據悉，警方就過往經驗已
在部分「高危」地點佈防，
因此企圖掛標語的組織未有
定案，需待本周稍後再作定
論，大部分參與計劃者也不
知道行動地點，僅被通知準
備好相關物品等待上層指

令。有「港獨」組織內部流
傳這次要做到出其不意，令
政府防不勝防。
另一方面，「港獨」激
進分子如鄭俠（網名）之
流，最近在黃台仰的網台
節目中聲稱，他會在七一
遊行中高舉「港獨」旗，並
走在最前列爭奪遊行主題
「話語權」。而長期在旺角
出沒的「鳩嗚團」，在西洋
菜街已無人理會，這次也揚
言要在七一遊行中展示「香
港獨立」橫額。
「香港民族黨」申請 6 月
30 日在尖沙咀舉行數百人集
會被拒，至香港文匯報截稿
之時仍未公佈有何「替代方
案」。「獨派」傾巢出動，
特區政府嚴陣以待，未來
數日事態發展引人關注。

■ 「資深獨派」鄭俠 6 月 4 日晚上在旺角街頭揮舞
「港獨」橫幅，聲言會在七一遊行隊伍中展示「港
獨」標語。

「學生動源」認與暴力組織關係密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中
學生「港獨」組織「學生動源」幾
名頭目原想趁香港回歸 20 周年展開
連串行動，包括遊行、擺街站、入
校反對中史科等等。不過，「學

動」的網台節目目前僅剩核心成員
鍾翰林獨撐。日前他在節目中「爆
響口」，原來「學動」一向以來都
與「勇武前線」、「香港民族陣
線」等「港獨」及暴力組織成員定
期聚會，商討「港獨大計」。鍾翰
林無可奈何地表示，「學動」內部
已經四分五裂，部分核心成員如 Jimmy等已經退出組織。

核心成員互鬥瀕潰散

■「學生動源」核心成員鍾翰林。

鍾翰 林 近 日 在 其 網 誌 上 多 次 表
示，「學動」核心成員因為「出賣
組織」等問題互相攻伐，並稱他本

人及部分成員過去曾隸屬「香港民
族陣線」等組織。他們退出後才成
立「學生動源」，但依然保持定期
聚餐會面，交流資訊及聽取所謂
「前輩意見」。除了聯繫「勇武前
線」、「香港民族陣線」外，鍾翰
林亦常與一些大學「本土」組織成
員溝通「取經」。在節目中，鍾翰
林對組織潰散深感不忿，閃爍其辭
地道出受到其他「獨派」人士排斥
和出賣。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網上論
壇發現，大批網民指責「學動」核
心成員是「狗公」，借「港獨」之
名行「溝女」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