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

重  要  新  聞

■責任編輯：謝孟宜

2017年
2017
年 9 月 13
13日
日（星期三
星期三）
）

青年學界請願反「港獨」
促律政司警方嚴正執法 譴責少數「獨人」妖言惑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本港多間大專院校民主牆被不當使用，公然宣揚「港獨」言論及出現喪
失人性的冷血標語，令香港青年學界極為悲憤。昨日，「青年學界反『港獨』請願行動」約 20 名青年學
生到香港警察總部請願，強烈要求律政司和警務處就有學生散播「港獨」言論的違憲違法行為嚴正執法，並
強烈譴責「獨」言惑眾的學生，及駁斥其對「言論自由」的歪曲。請願的青年強調，播「獨」學生只是極少
數人，並表明支持中文大學反「港獨」內地女生，認為內地與香港的青年「並非對立」，而是「不分彼此、
目標一致」，反「港獨」毋須感到畏懼、孤單。

「青年學界反『港獨』請願行動」昨日到
灣仔警察總部外拉起「校園『港獨』

標語違憲違法 要求律政司及警務處嚴正執
法」的橫額，高呼「『港獨』違反基本法 青年
學生齊說不」等口號，表達要警方依法嚴懲
「港獨」分子的強烈願望，其後警方代表接過
請願信。

展示「港獨」標語涉犯煽動罪
行動召集人謝曉虹表示，「港獨」標語違反
基本法第一條，又引述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所
指，展示「港獨」標語的行為，有可能干犯
《刑事罪行條例》第九、十條有關的煽動罪，
認為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十四條，警方有
權移走煽動刊物。

「獨人」以「言論自由」作擋箭牌
她強烈譴責張貼「港獨」海報及冒犯字句的
人士，批評部分人圖以「言論自由」為擋箭
牌，包庇他們散播歪論「簡直歪理連篇」，反
問「人性泯滅，道德淪喪，談何民主自由？」
她又質疑鼓吹「港獨」學生已「毒上腦」，口
出狂言，質素低劣，「絕不能代表香港青年。」
謝曉虹認為，播「獨」學生只是一小撮人，
此次行動就是向社會表示，「香港青年學生絕不
同意他們的行為，堅決反對『港獨』！反對學生
會利用大學作為宣揚『港獨』的平台」，又強調
校園不是搞政治的地方，而是讀書的地方。
就早前勇敢地於中大民主牆撕下「港獨」
歪論的內地女生曾明言擔心遭「港獨」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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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謝曉虹指，其實有很多香港青年都支
持該女生的行動，又強調「香港學生和內地
學生並非對立，反『港獨』無分彼此，目標
一致」，而「中國人就應該反『港獨』」，
希望「反『港獨』青年毋須感到恐懼、孤
單。」
她續指，言論自由應有底線，而民主牆非學
生會私物，是校方交予代為管理，「『港獨』
單張違反基本法和校方一貫立場，要求清除的
做法有根有據」，更直斥學生會「霸道一言
堂」，「管牆」極其雙重標準，縱容違規「港
獨」單張填滿民主牆，對於規格稍有偏差的反
「港獨」意見，即馬上清理。

冀港青團結 共建港促繁榮
在港土生土長、現於深圳創業的青年曾先
生，昨特意從深圳趕回港參加請願，「香港是
我的家，我真的很不希望見到香港再這樣下
去。」他不希望錯誤的思想不斷在校園蔓延，
「分裂國家是完全錯誤的思想和行為，對香港
的未來沒有任何好處，希望香港年輕人團結一
心，一起建設香港經濟繁榮。」
同樣參與請願的 90 後青年李先生認為，教育
工作者首先應秉持一個信念，學生不應該參與
任何違法活動，並強調自由並非沒有底線。
另外，青年民建聯副主席張思穎昨日強
調，「 『港獨』更是違反基本法，損害香港
法治精神。」
她呼籲新一代年輕人不要因為目前工作或
學業不順或困境而走向悲觀，或傷害他人。

團體請願促檢控校園
「獨」
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多
個民間團體昨日向律政司請願，要
求檢控大學校園的違法「港獨」分
子。示威者強調，「港獨」違反基
本法和國家憲法，大學校園公然
「播獨」，令學生們喪失家國觀
念，將違法行為視為所謂「民主」
和「公義」，長此以往危及香港穩
定和市民安全，亦辜負家長們希望
學校培養孩子守法守禮、品學兼備
的初衷，故強烈要求執法部門和司
法部門盡快依法檢控播「獨」的
「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中大學
生周竪峰、袁德智和區子灝等。

舉報周竪峰袁德智區子灝

不能坐視「港獨」壯大蔓延
示威者在請願信中指出，9 月 4 日
大量「港獨」海報和橫額在中大文
化廣場和民主牆上出現，9 月 6日港
大、理大、城大、教大、樹仁民主
牆均出現支持「港獨」、支援中大
的海報和標語，顯示「港獨」分子
肆無忌憚入侵校園、挑戰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公然踐踏基本法，令
市民不寒而慄。

■政研會舉報「港獨」違法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根茂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10 多名市民到警察總部請願，拉起「『港獨』違反基
本法 撕裂國家要誅殺」橫額。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近日香港多所
大專院校又現「港獨」歪論，禍校禍港，令市
民忍無可忍。昨日多批市民、團體先後到灣仔
警察總部、中區警署請願並報案，舉報「港
獨」分子於大專院校散播違憲違法言論。
約 15 名市民昨日下午自發組織到警察總部請
願並報警。他們拉起「港獨違反基本法 撕裂國
家要誅殺」橫額，高喊「搞『港獨』 遺禍
港」、「假民主 害香港」口號，強烈要求警務
處長及律政司司長嚴正依法處理高校出現的
「港獨」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冷血歪風自
「佔」
始 何君堯
「吶喊」
討戴妖
革走戴耀廷」吶喊大會。（見圖）他
呼籲市民蒞臨支持，向他們表達「反
『港獨』、反冷血、反偽學」的決
心，為香港撥亂反正。
何君堯在 fb 指，最近大學校園大規
模出現「港獨」思潮及文宣行動，不
單在校園裡大肆宣傳「港獨」、其中更
涉及惡意侮辱及人身攻擊，如此「港
獨」及冷血的風潮，均受違法「佔領」
所影響，而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就是導
致這場風潮的罪魁禍首。

偽學之首 不能不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中大
和教大的民主牆近日分別出現「港
獨」標語以至侮辱教育局副局長蔡若
蓮喪子的冷血標語，社會各界紛紛強
烈譴責。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認為這股

歪風始自違法「佔領」，「佔中三
丑」之首的戴耀廷難辭其咎。他昨日
在其 fb 網頁號召香港市民參加他與一
眾好友及組織於周日（17 日）舉行的
「反『港獨』、反冷血、反偽學——

他批評，戴耀廷作為大學法律教
師，知法犯法，慫恿學生、青年及市
民不斷衝擊本港來之不易的法治精
神，破壞社會安寧和秩序，是香港偽
學之首，不能不除。

「獨」論禍校禍港 市民舉報促「誅」

昨晨10時許，20餘名市民在高等
法院律政司辦公室樓下示威。
他們表示不滿違法「港獨」在
大、中學橫行，「獨害」港人子
弟，因此成立「我有嘢講平台」，
決心督促司法機構依法檢控違法
「港獨」分子。他們其後遊行至警
察總部請願並集體報警，舉報涉嫌
推動「港獨」的中大學生周竪峰、
袁德智和區子灝。

信中續指，「佔中」已快 3 年，
推動「港獨」的推手們大部分逍遙
法外，發起者、公然倡議違法「港
獨」的戴耀廷仍在港大「獨害」學
子。市民已忍無可忍，不能坐視
「港獨」壯大蔓延，更不能坐視香
港走向沉淪，因此強烈要求執法部
門和司法部門盡快依法檢控所有
「港獨」分子。
下午 2 時許，30 餘名「同心護
港」成員亦到高等法院和警察總部
請願，要求依法檢控大學內「煽
獨」的違法者。
示威者指出，「港獨」勢力近日
在多間大學懸掛、張貼大量鼓吹
「港獨」的橫額及海報。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長子不幸墮
樓身亡，這些天性涼薄者竟張貼冷
血奚落字句，在正承受喪子之痛母
親的傷口上撒鹽，顯示「港獨」在 ■律政司代表接受「同心護港」請願信。
外部反華勢力操縱下，企圖「佔
領」大學校園播「獨」。
他們續指，國家主席習近平已明
確警示，「港獨」是對國家主權安
全底線的觸碰，絕不允許。學校應
是教書育人的地方，不能容忍違法
「港獨」肆虐，否則會衝擊校園和
社會秩序、加劇社會撕裂，給學校
和社會都帶來極大困擾。「港獨」
明顯違法違憲，亦觸犯本港法例
「煽動叛亂」相關罪行，本港是法
治社會，「豈能有法不依？」
昨日還有包括學生、市民在內的
多批示威者往警總請願及示威，要
求檢控違法「港獨」，將「港獨」
趕出校園。律政司代表接收了各示
■「我有嘢講平台」示威者遊行往警察總部。
威團體的請願信。

本周日「三反」促革走戴
為此，何君堯與一眾好友及組織擬
在 9 月 17 日（周日）下午 3 時至 5 時
於金鐘添馬公園海濱長廊，發起「反
『港獨』、反冷血、反偽學——革走
戴耀廷」吶喊大會，並呼籲市民到場
支持，為香港撥亂反正。
不少組織和網民紛紛響應。「保衛
香港運動」、「幫港出聲」等都轉發
了有關消息。「保港運動」的傅振中
更留言道：「我們『保衛香港運動』
都會參加。」網民「何淑蓮」也說：
「等候舉辦這個活動很久，對這個
『佔中』搞手利用教學身份播放『港
獨』，多年來滲害年輕人思維，破壞
香港秩序與安寧，我們要齊心站出，
發聲怒吼革走偽學者戴耀廷。」

「港獨」違基本法 無討論空間

代表此批市民報案的黃先生表示，「港獨」
違反基本法，沒有任何討論空間。參與行動的
鄧先生表示，在基本法之下，香港言論自由得到
保障，社會尊重言論自由，但言論自由應有底
線，並強烈質疑：「能在校園討論違法的事情
嗎？」他又指，社會會包容年輕人犯錯，但年輕
人必須要接受教訓，並且道歉和承擔責任。
香港政研會一行 6 人昨日亦手持「嚴防校園港
獨化 言論自由有底線」標語，到中區警署請
願。該會主席、中大校友高志輝報案，舉報於
中大發現宣揚「港獨」涉嫌違法行為，希望警
方迅速查明涉事人身份，並要求有關方面盡快
移除違法物品。
他續說，早前特意回中大，在文化廣場親眼
看到「港獨」橫額，對此煽動「港獨」的行為
感到「萬分痛心」，認為此行為違反基本法第
一條及《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
該會聯席主席鄧德成則表示，言論自由有底
線，「社會包容青年犯錯，但不會縱容違法行
為。」
警方發言人回應指，警方是執法部門，根據
香港特區法例所賦予權力在香港執法。對於任
何可能構成刑事罪行的行為，警方定會依據法
例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