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傻根稱「獨」是病毒「泛民」粘住定「死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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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主（黃毓民）與「熱城」
大戰正酣，著名電視編劇劉天
賜（賜官）忽然做炸兩，在fb

以《教主慾》為題撰文，意有所指地揶揄今天甚多人
產生成為「教主」之心，販賣一些騙人的「公義」、
講一些似是而非「道理」，「人心虛弱，真假教主乘
機鑽出來。不妨看清楚喲！」「熱城」中人就瘋狂分
享或引用呢篇文，話係對準由「教主」淪為狗主的黃
毓民而發喎！不過，有網民則突破盲腸，認為呢篇文
其實應該係鬧埋嗰啲所謂「國師」、「首領」等等，
恥笑「熱城」狂share已經中咗回鏢。
賜官在文中指，香港特區近年盛行所謂「教主」的

稱號，「教眾好終日追隨左右，聽其差使呼用。很多
視教眾為奴婢、僕人，甚至乎奴隸，……原來很多人
天生出來便喜歡騎在別人頭上，有一鋪操縱別人，命
令別人，驅使別人的心理。……做教主的人，很多比
起其他教眾聰明一些，且讀得多些書，有些墨水在肚
腩。追隨他的人，感覺自愧不如，欲向教主請教，繼
而希望他傳授一些秘笈，或者加以保護，死心塌地服
從之心由此而來。」
他續指，「人生出來便喜受人奉承，不論出身貧富

貴賤焉。……一旦受了奉承的甜頭，更吃不消了，一
天一天要加強度，人家的尊敬語，受落之餘，變成了
窩心的話，往往『不夠喉，不夠爽』要求更跨大的頌
讚語，不在乎虛構，不在乎情意虛偽，合乎自己心
意，精神上的『教主慾』便毫不客氣應聲全收，對號
入座。故此，最肉麻的話，竟然由這些自我要求做奴
隸，狗奴才的人親口說出，絕不臉紅耳赤。」

傻根讚好 中咗回力鏢
「熱城」中人認定這篇文就是針對狗主，就連「青

城派國師」傻根（陳云根）都讚好，其他盲粉當然更
為興奮，親「熱狗」fb專頁「廢除雙重國籍行動」在
轉載時更稱：「×你老母黃毓民，講緊你呀，講緊
你×街×家剷全家呀！×你老母落地獄啦！」
咪住先，傻根自稱「國師」，又鍾意支持者「老師

又中」、「老師神機妙算」等吹奏，如果唔係就「清
算」之；自稱「熱狗」「前首領」的狗達（黃洋
達），都係興聽肉麻說話嗰噃，其實佢哋係咪中咗回
力鏢都唔知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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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

近年多次以「學術討論」作包裝，大量發文公然鼓吹「港獨」

分裂國家，其最新出版、名為《陷共廿年》的所謂學生刊物

中，聲言「天朝中共的破壞下」，「香港已淪陷」，更揚言要

「奪回」香港。《苑論》一文更大肆散播極端言論，包括「建

立屬於我們的國度」、「不再成為中國人」。教育界人士批

評，《學苑》作為港大學生刊物，卻不斷刊登有違社會主流意

見的「港獨」文章，社會絕不能接受，更影響大學聲譽，令人

失望及憤怒。

《學苑》最新出版的所謂《陷共廿
年》刊物，封面為維港上空出現「陷
共廿年」字樣的煙花，聲言是為「呢
廿年做個淺白嘅回顧」，又謂這是貫
徹「香港喜將白事當紅事辦的習
慣」。眼見社會對「港獨」反應冷
淡，《學苑》聲言要以「在希望、幻
想破滅的同時，以文字堅守對獨立的
信念」，又稱「香港同港大，我哋會
一併奪回」。
其中，《苑論》以「靈根已斷 花自

重生——脫中獨立勢在必行」為題，
內容旨在鼓吹「港獨」分裂言行。文
章聲言要解構「多年來港人情感的錯
誤投射和操縱，終結對中國的虛妄情
懷」，又謂要「不再成為一個中國
人，真正從今代人起，建立屬於我們

的國度」、「香港不只是反中國，她
就是香港」，內容盡是口號式，「自
我催眠」「港獨」的「美好」。

陳浩天揚言大學為最後「獨」堡壘
《學苑》又訪問了民族黨召集人陳

浩天，繼續播「獨」。他聲言要鎖定
大學生為播「獨」目標，聲稱「大學
為獨派最後堡壘」。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香港回歸
20年來，在祖國的支持和協助下渡過
不少難關，「何來『淪陷』呢？說話
要有理據的！」
他批評，《學苑》的文章近年屢次
鼓吹「港獨」分裂國家的言論，已影
響了港大的聲譽，更有違社會主流的

期望，「學術文章是要持平的，單方
面刊登偏激的言論，只是騎劫了港大
學生的意見，令人很失望。」

張民炳：大學管理層應警惕
張民炳強調，社會絕不接受《學

苑》以「學術討論」為藉口煽動「港
獨」，且港大是獲得政府資助的大
學，社會亦絕不會接受以公共資源出
版這些鼓吹分裂國家的刊物。近年，
《學苑》播「獨」的情況一直未有收

斂，大學管理層應警惕。

黃均瑜：只顧活在自己世界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黃均瑜批

評，《學苑》對煽動「港獨」死心不
息，這些離經叛道的言論只是反映了
相關學生只顧活在自己世界，「他們
明知道『港獨』無前途，為何仍然要
執意散播這些荒誕的所謂言論呢？」
他指出，《學苑》若繼續播

「獨」，最終只會遭學生離棄。

學苑亂噏「奪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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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寄語香港從祖國身上汲取發展正能量

在8月9日舉行的香港同胞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68周年籌委會成立大
會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對國家目前的
發展態勢作了一次全面系統的梳理和分
析，對香港局勢出現的好轉給予高度評
價，對學習習主席七一在港期間系列重
要講話精神談了六點體會。張曉明主任
所講，具有歷史視野和國家視野，又有
大量事實做支撐，並釐清了香港發展和
國家發展的結合點，既很大氣，又接地
氣。
透過這篇講話，人們應該認識到，日

益強大的祖國，是香港未來發展最堅
強、最可靠、最持久的後盾，是「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的保障。香港，應從日
益強大的祖國汲取發展正能量。

從「三個意味着」看國家綜合國力增強
張曉明主任特別講到，習近平總書記

7月26日在省部級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
上的重要講話。習總書記在講話中說，
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
新的發展階段，不斷取得重大成就。由
此提出了「三個意味着」的論斷：意味
着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實現了
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
躍；意味着社會主義在中國煥發出強大
生機活力並不斷開闢發展新境界；意味
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拓展了發展中國家
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解決人類問題貢
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方案。
「三個意味着」具有歷史意義、時代

意義和世界意義。透過「三個意味

着」，可以看到中國綜合國力的大增
強、國際地位大提升，實現了歷史性跨
越。
其一，中國「強起來」的夢想正在變

成現實。新中國成立68年大體經歷了
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始於1949年新中
國成立，中國人的事中國說了算，不再
受列強支配，中國人站起來了。第二階
段始於1979年的改革開放，經過三十
多年的發展，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中國人富起來了。第三階段始於十
八大後的最近這5年，中國發生了歷史
性變革，不僅經濟總量不斷擴大，而且
科技創新達到甚至超過了世界一流水
平，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科技應用領
域也走在世界前列。
其二，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了巨大成

功。前蘇聯的解體，曾讓人對社會主義
制度產生了懷疑，但中國的實踐表明，
社會主義制度不但沒有消亡，而且讓國
家越來越強大。因為中國人在「社會主
義」前面加上了「中國特色」。「一國
兩制」從構想變成現實，正是得益於
「中國特色」的政治智慧，如此一來，
使社會主義獲得了新生。
其三，中國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

樹立了標杆。發展中國家要快速發展，
只有集中力量辦大事，才能有事半功倍
的效果。如果各個國家的政黨長期爭論
不休，相互掣肘，凡事議而不決、決而
不行、行而不果，看似民主成分很濃，
實則效率很低，蹉跎歲月，錯失機遇。
這也是西方民主模式移植到某些發展中

國家並不成功的原因。近40年來，中
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堅決落實人民意
志，抓大事、辦難事，埋頭幹、不爭
論，帶領國家一步步走向了強大。這種
國家治理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從「兩個確立」中看國家凝聚力提升
張曉明主任特別講到，習近平總書記

在「7．26」重要講話中指出，中共十
八大以來，中國發生了「歷史性變
革」。這些變革包括綜合國力和國際影
響力空前提升，全面深化改革聲勢浩
大，依法治國長足發展，全面從嚴治黨
言出必行、令行禁止，文化軟實力日益
增強，治理環境污染、推進生態文明建
設動了真格，脫貧攻堅的力度和成效前
所未有，等等。總之，解決了許多長期
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
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
中國發生如此巨大的歷史性變革，原

因何在？是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中
共中央勵精圖治、領導全國人民奮鬥的
結果。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形成
了具有重大意義的「兩個確立」，一是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中央、在全黨的核心
地位的確立，二是以習近平總書記治國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主要內容的
黨在新時期的指導思想的確立。
擁有8,000多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是

全世界最大的黨，擁有13億人口的中
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一個大
黨，一個大國，最大的隱患是什麼？是
「大而散」、「大而弱」、「大而

亂」，如同「大公司病」， 如果人心
不齊，不能形成合力，相互掣肘，則成
事不足敗事有餘。西方有個著名的「塔
西佗陷阱」的理論，指的是民眾一旦對
政府失去信任，無論政府說什麼、做什
麼，哪怕政府是對的，民眾都會反對，
社會因此而陷入無序、無效、無政府的
狀態。中共十八大以來的5年來，習近
平總書記在黨內贏得了最大信任，中共
在民眾中贏得了最大信任，黨的凝聚力
大大增強，國家的凝聚力同樣大大增
強，中國正在成功跨越「塔西佗陷
阱」。
近代史上，列強曾經有「把中國大卸

八塊」的方案，並且實施過這個方案，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就是其中一部分。歷
史的事實證明，凡是中國被分裂的時
候，都是中國人命運最悲慘的時候。如
今，中國凝聚力越來越強，這是國家之
幸、民族之幸，也是香港之幸！張曉明
主任的講話，用大量事實進一步證明，
「兩個確立」將有助於13億中國人民
團結奮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

從強大祖國汲取實踐「一國兩制」正能量
張曉明主任特別講到，對於香港社會

來說，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繼
續成功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目前最
重要的就是學習貫徹好習近平主席在香
港期間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只要大家
都按照習主席講話中的指引去做，就一
定能為香港「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增添正能量。張曉
明主任再次深刻闡述了他學習習主席講
話精神的六點體會。包括：增強國家意
識、增強法治意識、增強團結意識、增
強發展意識、增強與國家同發展的意
識、增強關愛下一代的意識。

習近平主席七一在
港期間系列重要講話
高屋建瓴、內涵豐
富。從習主席的講
話、從日益強大的祖
國，我們應該汲取實
踐「一國兩制」、推
進香港繁榮穩定發展的正能量。
一是堅定實踐「一國兩制」的信心。

在香港，曾經有一些「中共赤化」、
「中央要把香港變成另一個北京、上
海」的說法。習主席在港期間的系列重
要講話清楚地表明，「一國兩制」不會
變、不動搖，國家日益強大，會讓「港
獨」勢力沒有生存空間，「一國兩制」
走樣、變形的概率越來越小，港人應保
持這個自信。
二是借助國家戰略發展香港經濟。國

家正在推動「一帶一路」戰略，規劃實
施「大灣區」建設，香港應該加強與內
地的交流合作，發現機遇，做大機遇，
用好機遇，借力國家戰略發展香港經
濟。
三是依靠國家力量提升香港發展空

間。港人應該明白「水漲船高」的道
理，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地位日益提
升，不會「矮化香港」，只會提升香
港。以「中國香港」的身份，香港可以
更廣泛地參與各類國際合作組織，拓寬
發展空間，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鋪路
搭橋。
「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

家」，這是習主席在香港系列重要講話
中的強大自信理念。張曉明主任的講話
寄語香港社會各界，胸懷這個強大自信
理念，從日益強大的祖國汲取發展正能
量，從香港的優勢中開掘新機遇，從港
人務實勤勉的傳統中激發新動力，香港
的明天一定會更美好！

張曉明主任8月9日講話語重心長、意義深遠：從「三個意味着」可以看出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影

響力的增強，從「兩個確立」中可以看出國家凝聚力的提升。日益強大的祖國，是香港未來發展最

堅強、最可靠、最持久的後盾，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保障。香港應從日益強大的祖國汲取發

展正能量。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港區上海市政協常委

教界批播「獨」損校譽

在立法會選舉落
敗後，「青城派國

師」傻根（陳云根）即刻話自己提
出嘅政綱「永瀆（續）基本法」係
「貨真價實」嘅「港獨」。近日，
佢喺《熱血時報》登文，話「港
獨」是尋找宿主的病毒，黐埋激進
「本土派」搞死對方後，就「感
染」其他反對派採取「公投自決」
的類似激烈立場來搶奪票源，又揶
揄最終這些「左膠」都會感染病
毒，死清光云云。
傻根篇文唔通要打倒昨日之我？非
也，佢只係繼續清算「本民青政

狗」，口中聲稱這些人所做的，都是
「共產黨」的陰謀云云。大家無妨笑吓
佢FF無極限，「又唔記得食藥。」不
過，撇除部分咩「中央陰謀」等等嘅瘋
言瘋語，佢對「本民青政狗」所為嘅觀
察，睇完後又的確係有啲啟發嘅。

第一波「本土」第二波「泛民」
他在文中稱，「港獨」是尋找宿主

的病毒，「他們靠激進的『港獨』口
號，在原本的社運陣營寄宿，之後吸納
支持者和行動者，害死他們之後，向金
主領取酬勞。……第一波的宿主是城
邦派、『熱血公民』和『普羅政治學

苑』，奪取支持者和行動者之後，
『青年新政』騙得的兩個立法會議
席，之後在宣誓自殺，激起香港人及
大陸（內地）人對『港獨』乃至『本
土陣營』的反感，害死了『本土陣
營』這個宿主。」
他續稱，「港獨」第二波宿主就劍
指「泛民」：「本土民主前線」發言
人獨琦（梁天琦）高調號召「港獨」
加入「泛民」圖感染之，「泛民」為
選票遂一方面「扮本土」，一方面指
使「香港眾志」的黃之鋒與羅冠聰、
「自決派」的朱凱廸與劉小麗、「人
民力量」陳志全等「左膠公投自決

派」，與「台獨」議員組成聯盟，
「挑戰中國主權，觸動中共的神
經」，但他相信「泛民」的結果亦逃
不過「被『港獨』粘住，感染病毒，
死清光」。
佢咁講，大家點睇？相信最多人都
係當笑話睇算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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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根的帖子。
網上截圖

■《學苑》最新出版的刊物《陷共廿
年》封面。 《學苑》截圖

■《苑論》內容旨在鼓吹「港獨」分
裂言行。 《學苑》截圖

■劉天賜在fb以《教主慾》為題撰文。 fb截圖

■「熱城」中人認定劉天賜的文章是針對狗主。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