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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殺「獨人」：我們是中國人，你也是

中大女學霸 掃「獨」撕海報
一口流利英語震懾「獨」生 強調宣「獨」違法清走無不妥

未獲邀嬲嬲豬
傻根大鬧學生會

中文大學學生會公然
鼓吹「港獨」，前日仲
搞論壇話要「堅拒中大

政治審查 捍衛學子言論自由」，同樣鼓吹
「港獨」嘅「城邦派國師」傻根（陳云根）理
應好高興，但竟然掉轉槍頭喺學生會個face-
book發炮，其實咪就係因為個論壇冇請佢而請
咗佢對家囉。「熱青城」班人更衝上學生會
fb，聲稱發現傻根嘅留言俾人刪咗，於是就火
力加倍咁去鬧爆學生會自己帶頭打壓言論自
由，一人一句洗版浸死學生會。
不過，有疑似中大學生就反擊話傻根佢哋未
食藥，叫佢不如自己開壇問下佢個神點解學生
會唔請佢出席論壇喎。

論壇邀對家 黃毓民有份
中大學生會前日喺校園搞論壇去為佢哋鼓吹
「港獨」嘅行為請外援支持，嘉賓包括「香港
民族黨」發言人周浩輝、「本土民主前線」召
集人偉哥仰（黃台仰）、「普羅政治學苑」創
辦人黃毓民、「自決派」立法會議員朱凱廸，
同盛傳會參選嘅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張秀賢等。
咁樣嘅陣容，唔使講都知佢哋會一致「捍衛
學子言論自由」啦，咁就俾人鬧一言堂啦，但
鬧佢哋嘅唔係其他人，而係傻根。傻根以中大
校友身份，衝咗上去留言鬧學生會「毫無學術
廉恥」，質疑佢哋話要「港獨」係為錢、為議
席、為補選搭雞棚咁話。
佢仲狠批︰「論壇的主題是言論自由，言論
自由最重要的是評論意見的制衡，這個論壇全
部是『港獨』、『自決派』，有什麼言論自由
可言？言論制衡不是要什麼人都請，但必須請
一兩個意見對立的或不涉及利益的局外人上
台。」佢仲鬧爆學生會公然「違背道德」，搞
到論壇成個「內部黨派會議」，越鬧越嬲就話
埋學生會係「共匪」。
冇幾耐，「熱青城」班人就聲稱發現學生會

刪咗傻根嘅留言，於是一班人就大舉上去開鍵
盤戰啦。

刪留言引發「青城派」打鍵盤戰
「陳洛生」就話︰「陳雲在這個post留言，

但你地（哋）中大學生會竟然刪post？你地
（哋）仲夠膽話自己捍衛言論自由？係笑話嚟
的嗎？大學生就有光環做乜都得？」
「John Tam」揶揄︰「言論自由喎， 誓死

保衛你嘅發言權喎。」「Samuel Lam」亦話︰
「學校覺得你地（哋）嘅言論唔啱聽就撕走你
地（哋）嘅海報橫額，你地（哋）覺得陳雲嘅
言論唔啱聽就刪走佢嘅留言，中大學生會嘅學
生學野（嘢）學得咁快手，果然係一表人材
（才），社會棟樑。」
其後，「陳洛生」聲稱︰「陳雲個post hide

（隱藏）完post又開返。應該係見勢色唔對。
估唔到中大學生會咁陰濕！」「Marco Chan」
就摷返之前學生會選舉醜聞出嚟講︰「中大學
生會現莊『山鳴』只係（前會長）周竪峰用卑
鄙手段捧出黎（嚟）嘅下莊。學生報嗰面照使
橫手結果被左膠收拾埋，×到敗走（敗走完就
返咗myradio）。」
不過，大學生鬧交都唔弱㗎，「Isaac Ho」
直言︰「『青山派』就真係意氣用事啦，由敗
選到依（）家日日怨婦上身！接受唔到少票
過（工聯會）鄧家彪呀？」
「Ka Hei Li」就寸嘴問︰「老師，又話移民

海外『建國』，幾時走？」「Liu Ka Hin Ed-
mond」亦揶揄︰「返去神壇問下你個×神點解
冇人邀請你參加論壇，只可以係到（喺度）打
飛機好過啦！廢老。」
鬧吓鬧吓，前晚就有傻根信徒謝同學去中大

學生會嘅民主牆度貼文鬧學生會，話佢哋
「Hide咗陳雲唔洗（使）講，論壇嘉賓一言
堂」。
不過，學生會噚日朝早就話，有關字樣已被

「不明人士撕去」，又話自己已「盡力保護民
主牆上的字樣，可惜最後未能及時阻止」，仲
話為此致歉喎。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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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中文大學一名內地女

生眼見激進搞手校園播「獨」，出於義憤撕下民主牆

上的「港獨」宣傳海報，獲不少愛國愛港的學生和普

羅大眾讚好。有網媒就訪問了該名女生，她對有人在

校園內貼「港獨」海報感到氣憤，強調「香港是中國

的一部分」是常識，有關海報違法，「光天化日之下

貼這種違法的東西，確實不是很好。」對於有人抹黑

其撕民主牆上的「港獨」海報是「不文明」的行為，

她強調，民主牆貼的東西需署名及寫上日期，但有關

海報並無相關資料，故清除海報並無不妥。

網民留言摘錄
Albert Yung︰真正的人民英雄。

Georgie Han︰支持撕單張的女學生！遇見違法行
為敢於制止，該出手時就出手，勇氣可嘉。

Jay Wong︰讚，有理有利有節。

Chun Wong︰我是中大校友，支持撕「港獨」海
報女生！

Raymond ML︰為國家尊嚴必須要做！此同學日
後必成大器！讚！

Chun Kau Wong︰支持你小姑娘，好樣的，香港
大多市民是反「港獨」的，「港獨」份（分）子
遲早有牢獄之災。

Sandy Sin︰勇敢的女生，加油！因她往後還要面
對那班無知的「港獨」生。

董禮霖︰睇完片後，學生會的李（朱）安妮的英
文真是渣，不及內地好學生。高下立見。原來現
在學生會的代表不是品學兼優，而是讀書渣的代
表了。

資料來源︰網上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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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港獨」分子嘗試攻擊撕
「港獨」海報的女學生，並與一
眾激進網民在網上進行鋪天蓋地

的謾罵，但不少網民都對女學生路見不平的行為留言點
讚，表揚她勇於對抗歪風，該出手時就出手，亦敢於面
對中大學生會幹事的質問，英文能力更是比有關幹事更
勝一籌，顯示出有理有節的正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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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講民主，尊重言論自由，但其實都係得個
講字。中大「民主牆」被「不具名者」貼滿鼓
吹「港獨」的單張，學生會視而不見。民建聯
東區支部昨日以「學生會．洗版式民主」為題
發帖，揶揄中大學生會口講「民主牆」可容納
不同意見，事實上卻「洗晒版」，「說好的一
百種不同聲音呢？」帖子又引用了反對派最喜
歡引用的電視劇《天與地》中，由佘詩曼飾演
的葉梓恩說的「名句」：「和諧唔係一百個人
講同一說話，和諧係一百個人有一百句唔同說
話之餘，又互相尊重。」同時標註道「一百種
不同聲音」、「應該唔包括可以有觸犯法律的
聲音」、「口講民主」、「其實好多時就係最
唔民主」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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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日前中文大學有內地女學生路
見不平出手撕去「港獨」海報後，
昨日珠海學院有內地生主動𠝹走校
內民主牆海報上的「港獨」字眼。
其後，幾名內地生再貼上歌詞「寒
葉飄逸灑滿我的臉，吾兒叛逆傷透
我的心」去遮蔽鼓吹「港獨」的言
論。其間，有本地生拿着手機拍

片，質問他們「港獨」違反基本法哪一
條法例時，一名讀商學院二年級的內地
生就表示︰「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對吧？」淡定回應令
「港獨」學生語塞。

珠海生：淡定對待質問
面對「港獨」分子明目張膽在校內播
「獨」，以學生會名義、霸佔民主牆去
作宣傳，內地生有人氣憤撕下有關海
報，亦有人幽默、創意地去反擊應對。
昨日，3名就讀珠海學院的內地男學
生，就用民主牆表達自己對近日「港
獨」言論的意見。他們以「寒葉飄逸灑
滿我的臉，吾兒叛逆傷透我的心」去遮
蔽民主牆上的「港獨」言論，並以「你
的祖國母親」為下款。
有「港獨」學生不滿上前拍片對質，
但3名內地同學亦禮貌應對。當「港
獨」學生問他們為何拒絕「獨立」時，
他們表示︰「因為『港獨』是違反基本
法的。」「港獨」學生隨即稱自己不太
清楚，追問「港獨」違反基本法哪一
條，內地生一開始着他自己上網查，但
他仍窮追不捨，其中讀商學院二年級的
內地生就表示︰「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吧？」
該「港獨」學生一時霸氣盡失，轉

問︰「所以你們就貼在上面嗎？」內地

生淡定回應︰「對啊，民主牆我們也可
以貼啊。」該名「港獨」學生其後又
問︰「你們是中國來的嗎？」他們則回
應︰「我們是內地來的。我們是中國
人，你也是。」連番回應秒殺港生的質
問。

教大生：嬉笑怒罵應對
除了珠海學院，不同院校都開始出

現學生對「港獨」言論的創意反擊。
其中，教育大學就有學生在「抗議教
大校方政治打壓 擅自清除民主牆」上
加上「笑話一則」四字，並在「香港
獨立」中間加上「不」字，變成「香
港不獨立」。中大民主牆上則出現
「表情包」圖案，再配上「你還鬧，
哥哥對你的愛就沒變過」、「給你三
秒鐘認錯」等嬉笑怒罵的語句去回應
「港獨」主張。

對於有人質疑那些學生憑什麼把自己
的大字報貼在「港獨」海報之上，並上
升至「不尊重言論自由」的「高度」去
抨擊他人，有學生就貼上大字精警回
應︰「妳都貼滿了讓別人怎麼貼。」

中大生：三問能否團結
此外，有學生認真質問學生會憑什麼

利用民主牆播「獨」，例如有中大學生
就貼出《三問中大學生會》，質疑播
「獨」行為是否能「團結同學」、「該
立場代表誰」等。有學生則表示「中大
學生會唔代表中大學生，我拒絕被代
表！你地（哋）唔代表香港，也唔代表
中大！」「每位中大學生每年為CUSU
（中大學生會）繳納200萬（元）港幣
會費。然而，你們濫用權力而非服務大
家！」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甘瑜

9月5日，中大校園民主牆被貼滿「港獨」宣傳海報。一名內地女生
出於義憤撕下海報，兩名「港獨」學
生見狀即刻上前阻止，並用廣東話勸
阻，女生表示聽不懂後，他們改用不
太流利的英語稱：「這是我們的民主
牆。」
結果遭女生用流利英語霸氣回應：
「如果你講民主，你可以貼上去，我
也可以移除，你說你是代表中大學
生，但我也是學生之一，我不同意
（『港獨』）這件事！」
女生又指：「我也不同意學生會的
所作所為，你們沒有權力這樣做！因
為這不是學生們的心聲！」
《觀察者網》昨日刊出與該名女生
的訪問對話，主要談到女生撕海報的
原因和所面對的「獨派」攻擊。該名
女生表示自己來自內地北方，但為免
被「人肉搜索」（起底），所以未有
透露更多資料。

鄰桌女生對播「獨」氣憤
她憶述，自己當日在飯堂吃飯，才
知道有關「港獨」海報已貼了一段時
間，鄰桌的女同學其實亦對事件感到

氣憤，「我當時就想，你們既然生氣
了，為什麼不去把海報撕下來？為什
麼不做點什麼？我很生氣，就對朋友
說：『我待會兒要去把海報撕
了。』」
不過，隨着其撕海報的短片在網上

流傳，「港獨」分子立即攻擊她撕民
主牆上的海報行為「不文明」、「不
尊重言論自由」云云。
該名女生指出，學校已表明不可張

貼有關海報，也曾派保安去撕，但他
們仍要在民主牆上張貼有關海報，
「按道理，如果他們好好貼，在底下
聲明這個東西是誰的，並寫上出處，
我們是不應該撕的。貼上海報，並寫
上什麼時候可以被撕掉，一個月之內
沒被撕，才可以去清理。他這樣既沒
有出處，也沒有人說對此事負責的，
更沒有說要貼到什麼時候，就是貼在
那裡了。」
她說，有關「港獨」海報明顯出自

學生會之手，「學生會過來阻止我，
但其實學生會一開始是不敢站出來
說，這個東西是他們貼的。其實大家
都明白，一夜之間學校裡各個角落都
是這種東西，只有學生會能夠幹出這

種事情來。」

貼違法「獨」品「確實不好」
該名女生強調，「香港是中國的一

部分」是常識，「港獨」主張違法，
「光天化日之下貼這種違法的東西，
確實不是很好。」
她又指，雖然「港獨」在校園內目前

未有暴力衝突，但有關言論亦如「鯁在
喉、眼中釘」，令人看着不舒服。
事後不少網民都對女生路見不平的

行為點讚，她亦說身邊的所有人都認
同其行為。對於有學生組織「中大學
生會不代表中大學生」的行動，她表
示理解同學的好意，認為大家都站出
來後，可以分擔一些事情。

■傻根支持者所貼的大字報遭撕去。
中大學生會fb圖片

■淡定回應港生質問的珠海學院商學院二年級內地生。 網上圖片

■有傻根支持者到民主牆貼大字報鬧中大學生會一言
堂。 「中大校園電台」fb圖片

■撕走「港獨」標語的中大女生。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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