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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太夥拍小獨琦
「長幼攜手」赴英乞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土民
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被控參與及煽動旺角
暴動等罪名，法院將案件定於下月7日預
審，明年1月中至5月中於高等法院正式開
審。近日，他就高調接受「台獨」分子的訪
問，聲言他和其他「港獨」分子被控是受到
「政治打壓」，更稱香港除了「港獨」就
「沒有別的選擇」。

香港多名政界人士批評，黃台仰公然與
「台獨」分子勾結，圖引入「台獨」勢力搞
亂香港，並強調「犯法就須接受法律制
裁」，違法者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
黃台仰近日在台灣與「台獨」政黨「基

進側翼」創辦人陳奕齊「對話」，聲稱旺
暴是因為特區政府沒有「聽到他們的聲
音」，而「所有和平的手段都用盡」，才要
以激進的手法去「爭取民主」，又稱事後特
區政府陸陸續續地用「政治審判」來「打壓
『港獨』本土青年」。
陳奕齊則稱，要為黃台仰等暴徒「提供
援助」。
在接受當地《自由時報》訪問時，黃台

仰就將樓價高企、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的機
會，都歸咎到新來港人士身上，令香港產生
了「巨變」，又稱香港回歸20年已逐漸

「赤化」，故「『港獨』這個結論就不會改
變」云云。

葛珮帆：大放厥詞美化暴亂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批評，香港市民都看到暴徒在
旺暴時掟磚、縱火、打警員，是一場赤裸
裸的暴亂，黃台仰大放厥詞，卻對此絕口
不提，是企圖將旺暴美化。而陳奕齊聲稱
要為黃台仰提供援助，是「港獨」、「台
獨」合流的有力證據，香港執法機構必須
嚴正執法。

梁志祥：「兩獨」挑釁國家
新社聯會長、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
指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港期間，已說明了
中央的底線絕對不能觸碰。黃台仰現在搞

「港台獨大聯盟」，是公然與國家、特區及
全球華人作對。

陸頌雄：暴力亂港混淆視聽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批評，黃台仰

等「港獨」分子公然透過暴亂手段，企圖破
壞香港社會秩序，必須接受法律制裁，不應
混淆視聽。

馬逢國：借口「政治」避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馬逢國
指，旺暴事件，全港市民都看得很清楚，是
不折不扣的違法行動，既然犯法，就必須
接受法律制裁，不能抬出「政治」兩字作為
自己的「免死金牌」，「抬出『政治』兩
字，難道連殺人放火都可以不用接受法律制
裁？」

黃台仰勾「台獨」圖亂港 各界批美化旺暴

梁天琦與陳方安生於英國時間本月3日
出席兩場研討會，首場在Henry Jack-

son Society舉行的研討會，梁天琦主要演講
「香港本土主義運動的未來」，第二場則演
講「香港的民主逆差」。出席者有英國保守
黨國會議員聶偉敬（Malcolm Rifkind）、
英國薩里大學（University of Surrey）政治
系助理教授馬寶康（Malte Philipp Kaed-
ing）等。
為梁天琦安排連串英美「講座」的「文

政網」聲稱：「英國外交部代表對中國外交
部明言《中英聯合聲明》不具任何現實意義
及約束力表示關注。然而單是關注並不足
夠。本Forum 要求英國國會成立香港小組
及向聯合國申訴中國不遵守國際協議。」

林健鋒批引外力搞事累港人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香港是中國的
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屬於中國內政，但有
人唯恐天下不亂，不停炒作政治議題，更企
圖引入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已超越香港
人可以接受的底線。
他指，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港時指
出，「泛政治化」及製造對立會嚴重阻礙香
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而有關人等倘繼續有
關行為，將損害港人利益。

周浩鼎：夥拍「獨人」反中亂港
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批
評，陳方安生與「港獨」分子梁天琦「拍
檔」，尋求英國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更稱要
將干預行動「升級」至聯合國的層次。要形
容兩人的行為，除了「反中亂港」這四個字

實在再也想不出其他更貼切的字眼。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批評，陳方安生在
回歸前後擔任過政府的主要官員，應十分熟
悉和了解法律、中央政策等，但她與「港
獨」分子梁天琦雙雙跑去英國，乞求外國勢
力干預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不禁要說一
句：「為老不尊、教壞子孫。」
他強調，不能再任由「港獨」肆意擴

散，危害國家安全，特區政府應盡快為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指出，香

港已經回歸，外國勢力不應對香港內部事務
指指點點。回歸20年來，中央一直大力支
持香港各方面的發展，包括根據基本法的規
定，讓香港循序漸進發展民主，惟有人不按
本子辦事，不顧香港實際情況和整體利益，
不斷試圖破壞「一國兩制」，方令香港普選
遙遙無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禍港四人幫」之一、前政務司司長

陳方安生，其政治能量逐漸減退，為求重新吸引公眾的眼球，竟聯同

「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到英國唱衰香港。與梁相關的「文

政網」更公然要英國國會成立「香港小組」，及向聯合國「申訴中國

不遵守國際協議」云云。香港多位立法會議員批評，陳方安生與「港

獨」中人合作，企圖引入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已超越香港人可以

接受的底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
多次「獨」言惑眾的香港大學學生
會會長黃政鍀，近日在一電視節目
中再次大放厥詞，稱自己「不覺得
是一個中國人」，更聲言香港人之
所以認同中國人身份，是因為「那
個中國是自己想出來的」。對於中
史教育等議題，他更無端猜疑「現
在學的中史背後有一個陰謀」，又
聲稱愛國教育是「洗腦」云云。他
不知所謂的無知言論被在場嘉賓反
駁，教聯會主席黃錦良直指，香港
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事
實，如果連這件事都覺得是偏見，
其他基本法的條文都無從談起。教
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亦表示，
正確地了解中國歷史是香港人的責
任，與所謂的「政治陰謀」無關。
昨日播出的《時事全方位》節目
討論有關青少年愛國教育議題。在
被問及是否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
時，黃政鍀口出狂言稱：「我不會
覺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對於認同自己中國人身份的香港

人，他則聲言：「覺得自己是中國
人，是因為香港人會過新年、講孔
子，但是，看亞洲很多地方，比如
日本的新年都和中國有很多相似，
日本都會講孔子、講儒家，日本人
都是中國人嗎？」
他更稱：「以為自己是中國人，

其實這個中國是自己想出來的。講
到底，最根本，我們一定有的共同
點是，我們都是香港人。」
黃政鍀又污衊愛國教育是洗腦行

為：「營造一個幻想的中國出來、
假的中國，希望學生透過教育接觸
這個假的中國，然後愛一個這樣的
中國。為什麼這種教育是洗腦呢，
因為灌輸一種錯誤的想法給我們。

讓我們覺得原來中國是這樣的，跟着刻意培養
一種愛國的情懷出來，但是事實根本就不是這
樣。」

自high陰謀論被反駁「打臉」
黃政鍀又用陰謀論抹黑當下的中史教育和基

本法教育：「因為中國歷史背後就是有個陰
謀，灌輸所謂愛國情懷，灌輸愛國主義給你。
教中史是一個問題，教基本法都是一個問題，
大家以為是學條文這麼簡單，學基本法的時候
就是在講，基本法裡面的條文第一條：香港是
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十三條香港不能
夠顛覆中央政府，這些條文是最重要的，他們
會帶過基本法其他條文，這是將來學生學習基
本法一定會被灌輸的信息。」
黃政鍀的言論即場遭其他出席嘉賓反駁，黃

錦良指，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事
實，如果連這件事都覺得是偏見，其他基本法
的條文都無從談起。他續指，希望通過學習基
本法條文，能夠讓香港人更加知道在「一國兩
制」之下，可以如何於基本法下做到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
張民炳則表示，正確地了解中國歷史是香港
人的責任，談不到所謂的「政治陰謀」，他並
強調香港資訊發達，事情傳遞很快，不必擔心
所講「洗腦」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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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觸碰中央底線 不能再姑息縱容

迫不及待觸碰中央底線
戴耀廷在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鼓

吹：「沒有政權是不會倒下的，或許前
路是一堵高牆，但不向前行，不去撼動
它，又怎知它不會倒下呢？」戴耀廷所
說的「政權」，是指國家主權和中央權
力，他鼓吹「去撼動它」，實際上是鼓
吹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
動。為此他聲稱：「我們只要堅定不移
地，繼續用心去利用每一個機會去推進

香港的民主，無論成敗得失，我相信那
已能對中國的民主發展產生長遠的積極
作用。」他又狂妄地說，只要我們不放
棄，堅定不移為民主憲政撒種，就將成
為改變整個中國歷史的人。
公民黨陳家洛曾鼓吹「試想五星紅旗

升不起」，「試想像某天一覺醒來，那
象徵着中國共產政權的五星紅旗升不起
來了，這個政權真的倒了。」戴耀廷赤
裸裸鼓吹「撼動中央政權」，比陳家洛
鼓吹「試想五星紅旗升不起」，更加露

骨地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
力。正如習主席警告，這是絕不能允許
的。

違反基本法及本地法律
戴耀廷觸碰中央底線，已違反基本

法及本地法律。基本法寫明「維護國家
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根據香港《刑事
罪行條例》第九條及第十條之規定，任
何人作出、企圖作出、準備作出或與任
何人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或發

表煽動文字，或刊印、發佈、出售、要
約出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
等，引起憎恨中央或港府，或激起對其
離叛，或激起中國人民或香港居民企圖
不循合法途徑改變在香港依法制定的事
項，即屬犯罪。首次定罪可處罰款
5,000元及監禁兩年，其後定罪可處監
禁3年。戴耀廷觸碰中央底線，肆無忌
憚進行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活動，千方
百計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活動，明顯涉
嫌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及第十
條之規定。
戴耀廷是違法「佔中」的策劃者、教

唆者、組織者，包括他在內的9名「佔
中」核心人物，已被控「串謀公眾妨
擾」等罪。但戴耀廷毫無悔改之意，仍
然處心積慮危害國家安全和搞亂香港。

須將戴耀廷繩之以法
在去年的立法會選舉中，戴耀廷推動所
謂「雷動計劃」，根本是一場明目張膽的
大規模配票行動，觸犯《選舉（舞弊及非

法行為）條例》。戴耀廷在今年特首選舉
中，又騎劫立場傾向反對派的選委，明顯
違反選舉公平、民主原則，抵觸《防止賄
賂條例》。他又要挾各特首參選人，以撤
銷四名「瀆誓」議員的司法覆核來交換特
首提名，更涉嫌觸犯選舉舞弊、妨礙司法
公正、藐視法庭及串謀罪。戴耀廷不久前
又提出「風雲計劃」，為下一屆特首選舉
再次「造王」作準備。
戴耀廷是造成香港近年法治不彰、亂

象叢生的急先鋒之一。可以說，「戴某
不懲，港難未已」。對戴耀廷肆無忌憚
鼓吹危害國家安全和亂港言行，當局不
能再姑息縱容，必須追究其違法責任，
一日不依法懲處收監，只會放縱他變本
加厲，妖言惑眾。
戴耀廷雖已被控「串謀公眾妨擾」等

罪，但至今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和制
裁。法治遲遲不彰，失去阻嚇作用，令
戴耀廷肆無忌憚。本港司法機構須盡快
將戴耀廷繩之以法，這是捍衛香港法治
核心價值的迫切要求。

習主席在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

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

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習主席向意圖觸碰中央底線的人，發出嚴正警

告。言猶在耳，一直未受到懲罰的違法「佔中」禍首戴耀廷，迫不及待跳出來觸碰中央底線，赤裸

裸鼓吹「撼動中央政權」，「要對中國民主發展產生長遠作用」云云。戴耀廷肆無忌憚進行危害國

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的活動，千方百計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至今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和制裁。

當局不能再姑息縱容，必須追究其違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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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香港回歸祖國
20周年，社會各
界沉浸在慶祝回

歸的氛圍中。香港部分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卻
拋出一份所謂「聲明」，歪曲歷史、罔顧事
實、毫無邏輯地攻擊「一國兩制」，散佈

「白色恐怖」。大專院校的學生本應是格物
致知，如今卻顛倒黑白，令人痛心，亦反映
出本港對歷史教育、基本法教育的不足。
這份所謂「聲明」，包括港大、中大、城

大等13所大專院校學生會，內文將國家與
香港置於對立的地位，如患上被迫害妄想症

一般，宣揚不負責任的分離主張。
身為大學生，不可歪曲歷史。香港自古以

來就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從來不是一
個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聲明」妄稱「港
人理所當然的自決權」，不知其「理所當
然」是何理？

身為大學生，不可罔顧事實。香港回歸之
後，中央無時無刻不關懷香港，每逢香港遇
上困難，均推出政策協助香港渡過難關，但
「聲明」卻稱之為「赤化」香港，「製造經
濟依賴」，完全顛倒是非黑白。
聲明犯了一個致命錯誤，就是沒有正確理解

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例如，「聲明」稱「基
本法與『一國兩制』未能如願成為保衛港人的
碉堡」。這句話最大的謬誤，是沒有認識到「一
國」是「兩制」的前提。既然是「一國」，香
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如何能用「碉堡」之詞呢？

香港近年政治紛擾，正正因為有人只談「兩
制」，不談「一國」，妄圖製造分離，中央和
特區政府直斥其非，他們更倒果為因，誣衊中
央破壞「一國兩制」。
香港回歸20年以來，中央強調堅持「一

國兩制」方針不變，不會變、不動搖，而且
要全面準確落實，不走樣、不變形。香港的
發展遇到一些問題，今天的香港，正需要找
尋新的定位，但將問題的根源歸咎於回歸，
歸咎於香港與祖國的關係日益密切，這是歪
曲歷史、罔顧事實、毫無邏輯的胡言亂語。

大專學生會的「回歸聲明」無知幼稚
林暉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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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哥仰」接受「台獨」分子訪問播
「港獨」。

■陳老太（中）夥拍小獨琦（右一）赴英唱衰香港活動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