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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20周
年，各界都準備
了大量的慶祝活

動。可笑的是，一些「智障」的反對派，竟
然繼續玩下三流手段，偽造所謂3,000元請
人參與慶回歸活動的短訊云云。反對派的低
智，不過反映其扭曲的心理而已。
當然，對回歸心理不平衡的不只反對派，
「港獨」分子更是「反中反昏了腦」。「香
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近日不斷上跳下

竄，說要搞什麼「悼念回歸」活動，結果遭
到社會輿論的一致狠批，最終慘淡收場。近
日，13個由「本土派」控制的所謂大學學生
會以及「學聯」，竟然發表名為《赤禍殘港
二十年 抗擊外侮奪主權》的聯合聲明，形
容香港回歸為「淪陷」，「無改香港淪為中
國殖民地的事實」云云，香港大學甚至在7
月1日當天舉辦所謂「赤禍殘港二十年 抗
擊外侮奪主權」的荒謬論壇，並邀請陳浩天
等「港獨」分子來大放厥辭。

回歸是香港的大喜日子，「港獨派」不
喜歡也好，不認同也好，也沒有資格干擾
廣大市民慶回歸，而且在人家慶喜事之
時，卻要在隔籬搞白事，這是極嚴重的挑
釁行為，如果是個人幾可肯定要拳腳相
向，在國與國更隨時會引發戰爭，而在
「一國兩制」之下出現這種公然挑戰主權
的行為，在任何一個政府都不可能容忍。
香港的大學是由公帑資助，不是「獨立王
國」，不是「港獨基地」，教育局對於各

間大學的學生會發表公然污衊「一國兩
制」，甚至帶有「港獨」意味的聲明，難
道可以坐視不理？香港大學學生會故意在
回歸當日舉辦什麼「抗擊外侮奪主權」論
壇，鼓動市民「分裂」香港，有關方面難
道還可視為言論自由。
事實是，香港現在不是沒有言論自由，

而是言論自由已成為「港獨」分子的保護
傘，尤其是在大專學界。「港獨派」在社
會已經淪為過街老鼠，受盡唾棄之時，諷
刺的是他們在大學竟然被視為上賓，陳浩
天之流的非法「港獨」分子，在社會幾無
容身之處，卻在香港大學成為尊貴的講
者。這說明什麼？說明「港獨派」利用了
學生會的制度空子，控制了學生會，令大

學成為「港獨」的溫床，香港大學更不論
在「佔中」或是「港獨」中都扮演了「特
別的角色」。
這些「港獨」分子根本代表不了大多數的
學生，他們只是利用學生會「小圈子」的封
閉選舉制度，千秋萬代的控制學生會，繼而
扮代表，以大學之名附和「港獨」，提倡
「港獨」，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影響。但問題
是，校方難道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嗎？對於
明確違反校規、違反法律的言行，校方是否
可以干預或制止呢？至於香港執法部門，對
於「香港民族黨」以及陳浩天之流遲遲不執
法，任由他們四處「播毒」，這也是貫徹落
實「一國兩制」的表現嗎？回歸20年，應
該好好檢討了。

「港獨派」成過街老鼠 在大學竟成上賓？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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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協危害新聞自由賊喊捉賊 雙重標準極其偽善

抹黑香港新聞自由站不住腳
記協發表新一份「言論自由年報」，

聲稱在過去一年，香港傳媒自我審查的
情況惡化，有媒體開始參與強迫維權人
士自證其罪的報道，加上內地資金增持
香港傳媒份額，擔心情況會日益惡化。
報告又聲稱，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早前發
表「一國」重於「兩制」的言論，要求
特區政府立法維護國家安全，記協憂慮
會引起嚴重寒蟬效應，窒礙新聞自由云
云。
與記協抹黑香港新聞自由相反，國際

社會高度肯定香港新聞和言論自由。加
拿大菲沙研究所公佈的「人類自由指

數」一共評核全球159個國家及地區，
評分項目分為「個人自由」與「經濟自
由」兩大類，並在指標中細分數十個項
目，包括安全度、結社和新聞言論自
由。香港「人類自由指數」2016年繼
續獲得第一名，連續6年排名第一。香
港回歸20年來，充分落實了基本法第
三章保障的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包
括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
行、示威等自由。

偏袒損害新聞道德蘋果日報
破壞香港新聞言論自由的，卻是黎

智英的《蘋果日報》和壹傳媒旗下多
份刊物，一貫渲染色情、暴力，捏造

新聞，造謠傳謠，嚴重破壞新聞生態
和新聞自由。《蘋果日報》和壹傳媒
旗下多份刊物違背新聞操守、踐踏新
聞道德，可以說是劣跡斑斑，但記協
卻極少批評和譴責黎智英與《蘋果日
報》。
記協一貫袒護《蘋果日報》和反對

派，對建制派人士被侵犯人身自由、
對政府官員被無理滋擾卻從不發聲。
例如專欄作家屈穎妍因撰文發表個人
意見而收到死亡恐嚇，建制派團體發
起「撐言論自由」的遊行。記協在屈
穎妍被恐嚇會滅門案中，沒有發表聲
明譴責，也沒有參與「撐言論自由」
的抗議遊行。

黎智英的「御用」工具
最近，黎智英恐嚇記者，壹傳媒計劃

推出「假自僱、真裁員」的外判方案，
記協最新「言論自由年報」，卻視而不
見，隻字不提。
黎智英出席一個集會時，公然用粗口

辱罵在場作正常採訪工作的記者，聲言
「我實搞你」、「我影×咗你張相
㗎」，並以「×你×母×」辱罵記者。
黎智英公然恐嚇記者的行為，不僅嚴重
侵犯新聞自由，更涉嫌刑事恐嚇。但事
件發生後記協一直噤若寒蟬，大批不滿
的網民紛紛在記協的 facebook賬户留
言，質疑為何不發表聲明譴責黎智英，
記協仍一直龜縮。直到網上出現以記協
為名義的譴責黎智英聲明後，記協立即
跳起來澄清，指責聲明偽冒，報警跟
進，以此向黎智英獻媚。
黎智英創辦、近年虧損纍纍的壹傳

媒，計劃對旗下的《蘋果日報》、
《壹週刊》及台灣《蘋果日報》等刊

物，推出所謂的「自願離職」及「鼓
勵創業」方案，實際上是將部分新聞
製作工序外判，透過迫使員工變成
「假自僱」裁員減薪，引起員工強烈
不滿，遭勞工界及社會人士猛烈抨
擊。記協年報卻隻字不提壹傳媒計劃
向旗下報刊推出「假自僱、真裁員」
的外判方案。
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陳

偉強質疑，記協對黎智英恐嚇記者事
件，以及對壹傳媒外判事件置若罔聞，
讓人質疑記協是否成為某些人的「走
狗、喉舌，是賊喊捉賊的行為」。
由於記協一貫袒護《蘋果日報》，被

許多新聞界人士稱為《蘋果日報》的
「御用」工具。該「御用」工具經常就
涉及新聞界的事件表態，動輒對政府和
有關方面扣上打壓新聞自由的帽子，並
且賊喊捉賊栽贓不同政治立場的媒體。
這暴露記協的雙重標準極其偽善。記協
違背了一個新聞從業員團體的操守，應
受譴責。

記協舉行記者會公佈最新「言論自由年報」，抹黑香港新聞自由，聲稱過去一

年香港傳媒自我審查情況惡化，卻隻字不提黎智英涉恐嚇記者及壹傳媒「外判」

方案兩件事情。社會人士質疑記協是否已成為某些機構的「打手」，打壓不同政治立場的團體。實

際上，記協才是香港新聞自由的危害者，卻賊喊捉賊栽贓不同政治立場的媒體。記協的雙重標準極

其偽善，違背了一個新聞從業員團體的操守，應受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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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調乞外力轉地下
「獨人」觸底線應嚴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商業
雜誌《福布斯》專欄聲言，歐美應合力
「制裁」中國，協助香港爭取「獨立」。
多名政界人士批評，有關言論狂妄，再一
次暴露出美國唯恐天下不亂丶意圖分裂香
港的不良居心。他們又指，過去一段時間
「港獨」之風氣如此肆無忌憚，實為美國
於背後推波助瀾，呼籲港人要認清「港
獨」的真面目，不要成為西方國家的棋
子。
曾經在美國軍事情報機關工作的《福布

斯》專欄作家Anders Corr近日撰文，題為
《美國及歐盟應該為香港要求民主及獨
立》，他藉中國外交部早前指《中英聯合
聲明》是歷史文件一事發難，聲稱中方違
反聲明，應受「制裁」，又謂只是監察香
港情況並不足夠，香港人值得擁有「獨
立」的機會云云。

顏寶鈴：暴露美國不良居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表示，香港回

歸後，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
為國家的一部分，「港獨」絕對沒有任何
出路。她批評美國對屬於中國內部事務的
香港問題指手畫腳，香港近幾年的社會撕
裂，離不開美國在背後的無風起浪、推波
助瀾。該篇文章公開撰文撐「港獨」，再
次暴露了美國唯恐天下不亂的不良居心。
港人應明辨是非，對歐美國家的干涉中國
內政保持警惕。

張華峰：絕不容許混水摸魚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批評，《福布斯》
專欄刻意煽風點火，鼓吹「港獨」，更赤裸裸要求
西方國家插手中國事務、「制裁」中國，只會引火
自焚，對香港有百害無一利。他又表示，希望特區
政府強化宣示維護國家主權和完整性的決心，絕不
容許有人混水摸魚，損害國家和香港的利益。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直斥，有關專欄「不知所

謂」。他指出，目前世界各地甚至是歐美等國家，
千方百計希望與中國達成經貿協議，從而製造更多
工作機會，若歐美真的展開「制裁」的話，相信首
當其衝受到損害的將會是歐美國家，所以他不認為
歐美國家可隨意去「制裁」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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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
慶祝香港特區回歸20年，立法會在
新大樓內舉行「回顧與展望」展覽，
展出多年以來，內地及外國代表送贈
立法會的禮品，和當年「午夜立法」
的《香港回歸條例》的文本，讓市民
能夠更清楚認識當年臨時立法會及立
法會的歷史。展覽又展示了一個驚人
數據，就是經歷多年轉變後，立法會
會議時數由首屆的653小時，變成去
屆的2,186小時，是過去的3倍有
多，可見拉布問題的嚴重。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與立法會秘書
長陳維安，昨日向傳媒介紹有關

「回顧與展望」展覽的內容。梁君
彥指出，今年為香港回歸20年，立
法會本身亦有很大的改變，故呼籲
市民前來參觀，對立法會有更多的
認識。

回顧立會今昔 仿製「朕匜」搶眼
有關展覽在立法會圖書館和地下

大堂舉行，展出過去20年立法會的
演變和介紹議會工作，並陳列由內地
及外國立法或司法機關送贈立法會的
紀念品。其中，最高人民法院於
2012年贈予立法會的仿製「朕匜」
引人注目，「朕匜」屬古代青銅器，
內裡刻上西周時期，一次審判的判決
書，屬我國最早的訴訟判決書，是為
「青銅法典」。其他紀念禮品包括哈

薩克司法代表團送出一件傳統法官長
袍等。
除了一系列紀念禮品，展覽又展
出回歸後首份通過的法案，即《香港
回歸條例》的文本，該條例於1997
年7月1日凌晨三讀通過，制訂了適
用於香港特區的法例。另外，還有一
些互動遊戲，如辨別議員的聲音、外
貌等。
梁君彥和陳維安昨日還在立法會
地下大堂所設立的藝術裝置「花樹」
上掛上「願望」，梁君彥在大會提供
的一系列「願望」卡中，選出「盡忠
職守」。他說，作為立法會主席必須
「盡忠職守」，更希望全體議員能夠
百分百做到願望卡的內容，令議會更
美好。

回顧立會「那些年」揭會時「拉」長3倍

《學苑》在香港回歸 20周年前
夕，公然舉辦一個名為「赤

禍殘港二十年 抗擊外侮奪主權」的論
壇，讓「港獨」分子公然播「獨」。其
中，「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聲
稱，港人爭取「獨立」有其「正當
性」，港人為爭取民主自由以至生存權
就是最大的正當性云云。
他又稱，如果「獨立」不可能成功，

爭取民主亦不可能會成功，而現時最重
要的是對抗「中國民族主義」，以「香
港民族意識」和香港人的身份去「抵抗
中國民族主義」此等統治工具云云。
此外，陳浩天揚言，預計將來「獨立

運動」要步向地下組織的方向滲透各階

層。
另一名出席的「獨派」作家盧斯達亦

稱，「獨派」支持者為免被監控，應該
以低調方式支持，同時，外國的同情和
支持也很重要，「獨派」需要珍惜與外
國的聯繫云云。

陳勇：港要正視外力庇「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

勇批評，有關人等的做法過分，並再一
次證明，外國勢力一直在背後支持「港
獨」分子，令其不斷助長勢力。既然國
家主席已明確表明，國家的底線不能觸
碰，香港社會須正視有關的問題，不能
助長「港獨」的風氣。

馬恩國：非法組織搞事應拘捕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

恩國表示，《學苑》公然搞「港獨」論
壇，還邀請一批「港獨」分子出席，高
談闊論，證明該批大學生缺乏正確的政
治觀念，教育部門須加強有關教育。
此外，陳浩天公然宣佈要將「港獨」

組織地下化，此言論相當之嚴重，首先
「港獨」組織沒有正式註冊，已屬非法
組織，聲稱進行地下活動，警方應立即
採取拘捕，刑事檢控專員亦須立即作出
檢控。
馬恩國認為，國家主席習近平已明確

點出4項重點，國家安全、領土完整、

中央對特區的權力等，均為國家的底
線。既然國家主席已提出來，特區政府
司法部門亦不應尸位素餐，須立即採取
行動，以免有關人等的行為愈來愈過
分。

施榮懷：破壞國家主權為世不容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

會長施榮懷指出，陳浩天等人的言論，
除證明他們對國家的歷史及發展認識不
足之餘，更可能觸犯了煽動或分裂國家
的罪行，而全世界各國對主權完整均十
分重視，任何破壞國家的行為都不能接
受，因此，香港的執法機關應該正視該
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獨」在

社會上爭取不到支持，又再次走進校園去教

壞細路。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日前公

然舉辦論壇，一眾「港獨」分子公然播

「獨」，高調宣稱要爭取外國「支持」，及轉

為地下活動，逃避執法部門監察云云。多名政

界及法律界人士均批評，這種行為已經超越法

律的底線，當局須立即採取行動，否則只會助

長其氣焰，後果不堪設想。

■■「「回顧與展望回顧與展望」」展覽展覽，，
包括逾包括逾3030件紀念品件紀念品。。

■施榮懷 資料圖片■馬恩國 資料圖片■陳勇 資料圖片

■梁君彥、陳維安導賞展覽。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