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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莊」反對派「抹黑」金紫荊
黃之鋒率眾爬雕塑蓋黑布 建制批公然踐踏「一國兩制」

鬧爆「中箭」辱港「昆水」騷
Jack Yw Chan：睇到真係唔知笑唔笑好。
六點鐘約埋《蘋果》記者一早出發。塊布五
分鐘都唔知last唔last到。不過為左（咗）
影靚相，幾辛苦都值啦。

Jackie Lai：你幾唔中（鍾）意個制度領導
人或特首都好，你都唔可以搞國旗區旗等象
徵一個地方一個國家的建築物物品，係咪要
玩到做到被人拉話你犯法先開心？？不過拉
你又話打壓又話人小氣，想點啫！

Larry Yik ：「新聞圖片」式的示威──行
禮如儀。

Anakin Cheung：「運動型」政黨終於有
運動。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事發於昨清晨6時許，以「香港眾志」秘書長
黃之鋒、常委林朗彥及周庭為首，聯同「人

民力量」副主席譚得志及社民連成員，約20人到
達灣仔金紫荊廣場示威。其間，有人突然發難攀上
金紫荊花雕塑，有人則遞上多幅黑布，攀爬者將其
包纏在金紫荊花雕塑上。在場保安員見狀立即上前
企圖阻止，惟反遭對方多人包圍拉扯及推撞，保安
無法制止，於是報警求助。
數分鐘後，多名警員奉召到場，但涉嫌攀上金紫
荊花雕塑包纏黑布者已經離開。警員遂將黑布扯
下，並向保安員了解，並向仍留在現場的部分滋事
者登記資料。案件暫列作「投訴滋擾」案，交由灣
仔分區警署跟進，案件中暫時無人被捕。

李慧琼促警依法處理
民建聯昨日在fb出圖，促請警方嚴正執法。民建

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表示，中央政府在回歸
時送給特區政府一座名為「永遠盛開的紫荊花」的
貼金銅雕，此雕塑安放在當年新落成的會議展覽中
心新翼，雕塑寓意香港永遠繁榮昌盛。
她批評，黃之鋒等人以黑布包着金紫荊銅雕，不
僅是在破壞公物，更是公然踐踏「一國兩制」，意
圖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對此表示強烈抗議，促請
警方依法處理，亦呼籲香港市民一同強烈譴責此等
「低莊」行為。

周浩鼎譴責黃之鋒惡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強烈譴責黃之鋒極度挑

釁的行為，「誰在破壞『一國兩制』，一目了然。其
實他恨不得『一國兩制』崩潰，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
來，正是他的最大目的。對外唱衰香港，描繪到雞
犬不寧，他才能得到支持。強烈譴責他的惡行。」

葛珮帆：「小學雞」不尊重香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評，示威者行為幼

稚、可恥和「小學雞」，不單反映了他們不尊重歷
史、香港市民、中央及特區政府，更是破壞「一國
兩制」，希望他們不要再作出那些行為來侮辱香港
市民，又強調有關人等所為明顯是破壞公物和行為
不檢，在強烈譴責有關行為的同時，要求警方介入

及嚴正執法。

柯創盛：宜加強保安防搞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表示，香港是個重法治
的民主社會，任何人都有權表達意見，但必須守
法，強調「香港眾志」等人以擾亂公共秩序的形式
來表達政治訴求，破壞公物，是絕不能接受的。他
續說，隨着回歸紀念日臨近，習近平主席即將視察
香港，期望特區政府加強慶回歸景點的保安，避免
同類型事件再次發生。

陸頌雄：褻瀆歷史與祖國主權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對事件予以強烈的譴責
及抗議，批評他們以「低莊」及幼稚等手段，褻瀆
具歷史價值的金紫荊銅像及國家主權，製造不必要
的社會撕裂，不是表達不滿的適當手法。
他批評，這些人打着「自決」和「本土」的旗

號，行使或明或暗的政治主張，推動「港獨」，對
「一國兩制」的實踐有百害而無一利。其他反對派
議員，應與這些激進勢力劃清界線。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也指，香港從來都是理性
和諧的社會，互相尊重是社會有序運作的根基，但
激進反對派為了贏取注視，在特區成立20周年慶
典前夕，做出無聊及損己害人的行為是令香港市民
失望的。

譚惠珠：適時推23條立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批評，有關人等所為毫
無實質意義，是不識大體，不懂尊重自己的國家，
不尊重香港回歸20周年這一盛事的表現。
她又認為，基本法23條立法要在適當的時候推
出，並希望能盡早通過，以保障不願分裂國家的港
人權益，及防止顛覆政府、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發
生。有了這一法律保障，才能保障人們能過上安定
繁榮的日子。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認為，在香港回歸祖國20周
年之際，有關人等以黑布蒙蓋紫荊雕塑的行為是對
國家的不尊重，不會獲市民支持，更讓人反感，十
分「倒米」，「如果大家真的想『一國兩制』繼續
順利實踐，應杜絕類似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鄭治祖、李摯）香港回歸20周年慶典在即，

「香港眾志」、「人民力量」及社民連等成員又乘機出動搞事，昨清晨由「眾

志」秘書長黃之鋒、常委林朗彥、「人力」譚得志及社民連成員等共約20人，突

襲灣仔金紫荊廣場，部分人爬上金紫荊花雕塑並蓋上黑布，更推撞及拉扯企圖阻

止的保安員，得逞後即散去。警員趕至扯下黑布，調查後暫列作「投訴滋擾」案

跟進，暫時無人被捕。多名建制派議員譴責有關人等公然踐踏「一國兩制」，製

造不必要的社會撕裂，意圖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並促請警方依法處理，及呼籲

香港市民一同強烈譴責此等「低莊」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立法會議員
梁國雄2011年9月1日糾集一批示威者，闖入
尖東科學館替補機制論壇會場，破壞會場玻璃
門和木門，梁經審訊後被裁定「刑事毀壞」和
「擾亂秩序」罪成，判監兩個月，2014年6月
獲上訴改判入獄4周，「長毛」不滿坐監前給
懲教署剪掉長髮，提出司法覆核獲判勝訴。懲
教署早前向高院申請暫緩執行不准替男囚犯剪
髮判決，法官昨接納申請，暫緩判令至明年3
月31日。

梁國雄昨亦在庭上提出申請，稱由於他有案
件會在數個月內有裁決，要求若他被判入獄，
禁剪髮判令又未落實，可以容許他不用剪髮，
法官區慶祥回應，相關案件仍未有裁決，倘若
梁國雄入獄，可到時才申請。
高院今年初裁定署方只要求男囚犯剪髮，女

囚犯卻可豁免，做法是違反香港基本法及《性
別歧視條例》，判決於今年6月1日落實生效。
惟懲教署已提出上訴，案件排期於明年1月3及
4日開審，懲教署遂預先申請暫緩執行判令。

代表懲教署的鮑進龍大律師昨稱，懲教署近
月研究各種方案，包括男女囚犯均須剪髮等，
但署方須考慮各項保安、心理及行政因素，現
仍未有定案。高院頒令雖於本月1日生效，但
懲教一方強調他們並沒有藐視法庭或不尊重法
治。懲教署希望能等待上訴庭明年最終決定才
執行有關命令，其間會繼續研究其他可行解決
方案。
惟「長毛」的代表資深大律師潘熙提出反

對，指署方事實上有多於一個的方案可選擇，
包括男女囚犯均須剪髮；若非得到囚犯同意，
所有囚犯均毋須剪髮；以及所有囚犯均毋須剪
髮，署方亦可視乎個別情況要求部分囚犯剪

髮。另署方一直未能向法庭清楚指出需要多少
時間研究方案，暫緩執行判令根本無必要。
法官區慶祥聽取雙方陳辭後，認為有關命令

對署方而言有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對女囚犯權
益的影響，而潘大狀提出的「方案」亦不是想
像般容易執行。
區官批准命令後，潘大狀提出「長毛」於區

域法院有另一宗案件（收黑金無申報涉行為失
當）尚待裁決，一旦長毛於該案中罪成需要入
獄，希望法庭能頒令准許長毛毋須剪髮。區官
表示法庭不能如此頒令，又指長毛屆時可以上
庭再作申請，並笑言「潘大狀何以如此沒有信
心」。

「長毛」申特權 若入獄免剪髮

「香港眾
志」黃之鋒、

「人民力量」及社民連成員等人
在七一前夕，將黑布纏於紫荊花
雕塑，更意圖藉此煽動別人「七
一」上街，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
會創會會長陳曼琪昨日指，這是
對法治及「一國兩制」的直接挑
戰，而他們的行為相當可能會導
致社會安寧破壞，有可能涉嫌違
反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
例》第17B（2）條的公眾地方內
擾亂秩序行為罪，一經定罪，可

判罰款5,000港元及監禁1年。
根據《公安條例》 第 17B

（2）條《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
為》，任何人在公眾地方作出喧
嘩或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使用恐
嚇性、辱罵性或侮辱性的言詞，
或派發或展示任何載有此等言詞
的文稿，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
安寧，或其上述行為相當可能會
導致社會安寧破壞，即屬犯罪，
一經定罪，可處第二級罰款及監
禁12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搞事者可囚1年

「香港眾志」等人
「提早示威」，用黑

布遮蓋金紫荊花雕塑，網上可謂「一致劣
評」。不少網民嘲「眾志」所為「小學
雞」，有人「教路」稱他們應該淋黑油而
非蓋黑布，即時有人踢爆，「眾志」等人
只是做戲，爭曝光率以便「收錢」，又點
會冒咁大風險？
網民「Tony Tsang」在網上留言時，質
疑「眾志」等人蒙黑布的做法：「傻的
嗎，黑油先清唔到架（㗎）嘛！」「Real
Chan」即時點破：「佢先唔傻，黑油佢坐
硬監都得，而（）家拍拍籮柚又俾人知
做左（咗）野（嘢）啦！」「Peter
Wong」也稱：「問過李柱銘，淋油要坐
監，黑布冇得拉。」
「Tak Lee」揶揄道：「哈哈哈，呢啲叫
『貪心怕死』囉，黑布罪名濕濕碎，潑黑
油，用搥（鎚）打擊等一定唔敢做
囉……」「Michael Lws」則直指：「耐冇
見報，搵啲野（嘢）嚟抽水見報唓
（啫），成班白痴仔行為。」
「Danny Wong」就估計，「呢班連小
學生都不如的傻雞，行為如此稚智（幼
稚），只是向金主交代攞錢使而己
（已）！」「莫子名」則說：「71（七
一）前做D（啲）嘢！到71（七一）攞個
捐款箱『遊行』咪多D（啲）傻仔捐錢
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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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率眾爬黃之鋒率眾爬
雕塑蓋黑布雕塑蓋黑布。。

■■民建聯製民建聯製
圖譴責黃之圖譴責黃之
鋒惡行鋒惡行。。

■■「「長毛長毛」」申若入獄免剪髮特申若入獄免剪髮特
權權，，似係好怕似係好怕「「剪剪」。」。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前往國家博物館，參觀香港回
歸祖國二十周年成就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
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亦參
觀展覽。中央如此高規格地舉辦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
年的大型活動，反映出慶回歸是今年全國人民與有榮
焉的國之大事，亦代表了國家和十三億中國人民對香
港的濃情厚意。香港落實「一國兩制」取得了舉世公
認的成就，正是在中央政府、全國人民與香港同胞共
同努力取得的奮鬥成果。全面準確在港落實「一國兩
制」，是一項持之以恒的國策，已成為實現「兩個一
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
要組成部分。我們深信，在中央的正確指引、全國人
民一如既往的支持下，港人信心十足、砥礪奮進，繼
續推進「一國兩制」在港成功實踐，為香港創造更美
好明天，紫荊花盛放得更加燦爛。

「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同心創前路 掌握新機
遇」成就展昨日在北京開幕，展覽全面展現了香港回
歸祖國20年來，特別是近5年來各項事業取得的巨大
成就。除了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外，在京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
長，國務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等國家領導人也參觀
了展覽，活動規格之高相當罕見，反映中央對慶祝香
港回歸20周年的高度重視。

香港回歸祖國，一洗百年之恥，全國人民乃至全球
炎黃子孫為之振奮。回歸20年的實踐充分證明，「一
國兩制」不僅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方
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
排。「一國兩制」的成功，顯示中國人有足夠的智慧

和能力管理好香港，東方之珠風采依然，值得全國人
民引以為榮、共同慶賀。正如習近平參觀展覽時所
指，希望透過活動，向香港市民展示中央政府和各族
人民的情誼，祝賀回歸二十周年。

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保持繁榮穩定，與中
央的指導和全國人民的支持密不可分。習近平強調，
香港回歸祖國20年來，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大力支
持下，香港特別行政區實現各項事業全面發展，取得
世所公認的成就，彰顯出「一國兩制」強大的生命
力。的確，回歸以來，中央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嚴格依照憲法
和香港基本法辦事，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
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中央不遺
餘力地推出一系列惠港挺港政策，從自由行、CEPA、
「滬港通」、「深港通」，到近期的「一帶一路」、
人民幣國際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均鞏
固了香港的國際金融經貿中心地位，激發香港作為國
際化城市和「超級聯繫人」的潛能，幫助香港克服種
種挑戰，為香港的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

「一國兩制」成功落實20年，香港與國家命運與
共。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實現兩個100年的奮鬥目
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香港繼續成功實踐
「一國兩制」，已納入習近平治國理政的思想體系之
中，成為構築中國夢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港人
應與全國人民攜手同心、開拓創新，把握國家發展機
遇，推進「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為保持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創造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為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

「7．1」回歸紀念日臨近，國家主席習近
平即將來港視察，香港全城節日的喜慶氣氛
日漸濃厚，但「香港眾志」的黃之鋒及社民
連成員等人昨早卻刻意在象徵香港回歸祖國
的金紫荊廣場滋事，光天化日之下竟用黑布
包裹住紫荊花銅像，並發表攻擊「一國兩
制」的言論。黃之鋒之流的激進反對派，公
然褻瀆象徵中央支持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
制」的紫荊花銅像，暴露出狂妄可恥、抗拒
回歸、抹黑「一國兩制」的陰暗心理。他們
的伎倆不過是要以此來詆譭「一國兩制」在
港成功落實的事實，破壞萬民同慶的節日氣
氛，撕裂香港社會，對於這種可恥的惡行，
不僅應受到全港嚴厲譴責，警方更必須依法
處理，不容激進反對派公然踐踏「一國兩
制」，損害香港與內地血濃於水的良好關
係。

黃之鋒之流藉慶典在金紫荊廣場獻醜已
遠非第一次。早在2013年，他就與「學民
思潮」成員在國慶升旗儀式上做不雅手勢，
2014年又做出穿白衣、結黃絲帶等不尊重國
旗國歌的行為。他這次又乘機「做騷」，無
非是想引起外界關注，鼓動更多人參與他們
在回歸日前後策動的所謂「抗議」活動。

這群激進反對派小丑的行徑，首先暴露出
其「反華仇中」的可恥心態，對香港回歸祖
國以及「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拒絕承認的
頑固心理。不僅如此，黃之鋒之流正淪為外

部敵對勢力唱衰中國、唱衰香港的「馬前
卒」。他們四處亂竄，借國際舞台四處唱衰
香港，歪曲回歸後「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
事實，實在是與愛國愛港的廣大港人為敵，
與13億中國人為敵。

其次，這一小撮人蓄意在回歸20周年這
個普天同慶的大日子裡，破壞香港各界與中
央和諧融洽的良好氣氛，實質上是企圖進一
步撕裂香港社會。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今年
隆重慶祝回歸，超過320項活動正如火如荼
進行，而金紫荊銅像正是中央送給香港的禮
物，具有特殊重要的象徵意義，廣大香港市
民對此珍而重之。但這一小撮人卻挖空心思
羞辱這一象徵，不是撕裂社會是什麼？回歸
以來，中央政府一直以最大的誠意與香港社
會各界，包括反對派溝通，即將上任的新一
屆政府尤其強調停止撕裂、重建和諧，但激
進反對派的劣行，令市民清晰地看到，是誰
仍然在千方百計製造撕裂。

香港是自由社會，可以容許不同的觀點存
在，但黃之鋒之流的所作所為嚴重超出了言
論自由的正常表達範圍，必須追究其法律責
任。期待警方加快搜證、採取行動，將這撮
人繩之以法。尤其是黃之鋒早已在去年7月
被裁定一項非法集會罪名成立，現在還有一
項藐視法庭罪在審訊中，他一錯再錯、不知
悔改，絕對要嚴懲不貸，方能彰顯法治、維
護「一國兩制」和香港尊嚴。

嚴懲褻瀆金紫荊惡行 不容踐踏「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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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規格慶回歸 彰顯對港濃情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