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在周日舉行「反港獨、反冷血、反偽學—革走

戴耀廷吶喊大會」上，屏山鄉事委員會主席曾樹和在台上高叫播「獨」者該

「殺」，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則在旁高呼「無赦」。反對派對此緊咬不放，聲稱這是

「刑事恐嚇」。何君堯昨日澄清，有關言論並非渲染暴力，而是表示「嫉惡如仇」

和「予以拒絕」的意思，用意是針對「港獨」分子，要「煞停」他們渲染「港獨」

的違法言論，希望大家不要將他的言論斷章取義。

「煞停港獨」非「殺人」
何君堯：無渲染暴力

反對派22名立法會議員就「殺」、「無赦」
大做文章，聲稱此言已涉及「刑事恐嚇」。

何君堯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解釋，在當日集會
上，有嘉賓發表反「港獨」言論之時，說了一個
「殺」字，其用意就是針對「港獨」分子，要
「煞停」他們渲染「港獨」的違法言論。

非鼓吹動武 係嫉惡如仇
他強調，大家必須理解，任何一種言論都必須
視乎當時的語境，不應斷章取義，更不能過分解
讀，自己所說的「殺」，應被解讀為同音字煞停
的「煞」，而非「殺人」的「殺」，「絕無
0.0001%鼓吹動武」，沒有慫恿他人使用任何武
力，「我冇壞企圖，係嫉惡如仇。」

批反對派姑息「獨人」
何君堯批評，聯署稱其當日的言論是「仇恨言
論」的22名反對派議員，將他的話「無限演
繹」，嚴重曲解他的言論。但有關人等在聽到大
學生鼓吹「港獨」、說粗言穢語、用冷血歹毒言

詞去辱罵他人，及侮辱內地學生為「支那人」時
可以默不作聲，姑息容忍，但偏偏聽了個「煞」
字，就煞有介事，是非不分。
他又質疑，參與聯署反對其言論的反對派議

員，及一些「雞蛋裡挑骨頭」的「黃媒毒素」的
中文水平和理解能力「差勁」，「如果你唔識
字，無問題，但我完全估唔到原來你嘅中文水
平，同埋如果你係真誠嘅，閱讀能力、理解能力
咁低，你點可以代表香港人做議員？如果你話我
知嘅，但我扭曲，咁你嘅態度更加係不值得做議
員，全部應該要被DQ！」
陳先生致電節目表示，理解何君堯是在「火遮

眼」的情況下才會說出這樣的話，而「火遮眼」
的情況下說出的話未必會付諸實行，希望大家理
解何君堯的無心之失。
他也認同何君堯對反對派議員的批評，指有關

人等在反對「港獨」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沒有發聲
和表態，不配做市民的代表。

實「殺人者罪不得赦」

何君堯昨日凌晨在其fb帖文中又解釋，「殺」
並非鼓吹他人暴力犯法，而是「抵死啜核」的港
式用詞。他舉例如殺校（關閉學校），殺（煞）
科（完結），殺晒（全勝），殺訂（沒收訂
金），殺出血路（創出名堂），殺個措手不及
（突襲成功），殺個你死我活（鬥得厲害），殺
人不見血（手段高超），殺雞警司（掃黃專
家），師奶殺手（萬人迷），都可以證明此
「殺」非彼「殺」。
他續說，「殺無赦」一詞，見唐柳宗元《駁復

仇議》一文，那並非指要殺人，而是指「殺人者
罪不得赦」。「別人喊一句『殺呀！』這廿二條
政棍就前仆後繼，亂打亂砌！這說明一點，我們
已觸及了他們的死穴，他們現在唯有作出垂死的
掙扎。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堅定不移，繼續作戰
到底，『反港獨、反冷血，反偽學』，撥亂反
正，再誘敵深入，然後予以一舉殲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雙學三恥」黃之
鋒、羅冠聰及周永康，及13名衝擊立法會的示威者上月
被法庭改判即時監禁，一批反對派議員即濫用「公務探
訪」制度，恃議員特權頻繁探訪「雙學三恥」及該13
人，這種利用議員身份破壞監獄規矩及擾亂懲教工作的
行為，引起各界人士譴責。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已
去信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克勤，要求委員會邀
請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到立法會討論「公務探訪」制度，
杜絕濫用的情況。
葛珮帆在信中引述近日有媒體報道，有立法會議員以
「公務探訪」制度頻密地對個別人士多次探監，此舉有
濫用特權及探監制度之嫌。

竟違規傳信 探助理黨友
她指出，據了解，立法會議員以「公務探訪」制度探
訪的在囚者，可於冷氣房內與議員面談，且過程中懲教
署人員不得在場，時間亦無特別限制，亦有議員涉嫌違
規將在囚者的書信帶出，還有議員帶同助理多次探望其
助理的黨友或朋友。
葛珮帆批評，此做法不僅對其他在囚者造成不公，
也破壞了監獄規矩，因其他在囚者的親友每月只能探
訪兩次，而立法會議員助理身份則可無時限、多次探
訪其黨友或朋友，可見「公務探訪」制度明顯有被濫
用之嫌。
她續說，懲教署會為所有在囚者制定合適的更生服
務，以助他們改過自新，重新融入社會，但個別議員頻
繁的探監，令有個別人等毋須按時工作，變相享「特別
待遇」，擾亂懲教工作，也違背判刑的目的。同時，懲
教署亦須安排額外人手處理這類「公務探訪」，導致耗
用公眾資源，浪費公帑。

要求立會委會邀官員討論
葛珮帆希望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克勤盡快安

排會議，邀請特區政府代表到立法會討論「公務探訪」
制度，杜絕有關的濫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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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派國
師」傻根（陳

云根）喺上年立法會選舉輸到
仆直，本來都話從此喺政壇上
消失定唔知乜嘢，不過近日就
姣婆守唔到寡，話喺下年3月舉
行嘅補選，「城邦本土」會積
極考慮全數參選，叫選民唔使
「含淚」投傳統反對派喎。不
過，有「離教者」就大潑冷
水，寸傻根無贏面，叫佢快啲
喺網絡幻覺抽返身出嚟，最起
碼拉票嗰陣塊面對住市民先！
傻根日前又夜媽媽喺facebook

出帖，先話補選嗰3區入面已經
有兩區唔使「含淚投票」，因
為「城邦本土」積極考慮參
選，之後仲留言「加碼」話積
極考慮3區都選晒，可以令市民
唔使「被迫選『泛民』，投票
給賣港賊殺自己」，「我們要
逐步改變香港的宿命，儘管我
們被各種勢力無情打擊，因為
只有我們才是代表『本土香港
人』的尊嚴和利益。我們要形
成自己的投票慣性，來打破
『民主黨派』的投票慣性。」
佢仲寸傳統反對派一邊鬧內

地，一邊報名做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選舉會議成員，係「小罵
大幫忙」咁喎。不過，佢無講
到佢本尊係咪去馬。

講到咁，成班「云粉」仲唔
谷上腦咩？好似「Oishi Yelu」
就叫傻根要記住上年俾「本民
青」發到圍呢個仇，更加有人
建議，如果「狗主」黃毓民參
加九龍西補選，「城邦派」要
派人同佢撞區，火藥味好濃
喎！
不過，前「熱普城」支持
者、最終俾人清算出嚟嘅「陳
大文」就唔係咁諗，佢寸傻根
似乎忘記咗「現實參選和網絡
幻覺的區別」，又笑佢「話音
風格特殊」，講嘢時鍾意垂低
頭、壓住喉嚨，全無中氣，又
唔會望鏡頭同啲人，基本上無
人能夠知道佢想講乜，質疑佢
點喺論壇同街上妥善表達政
見。

「皇天擊殺」對手自動當選
「陳大文」又話，今次補選
應該係年輕選民主導，經過去
年一役，傻根參選完全無贏
面，「即使日日吹喇叭抹黑黃
毓民又『港獨』又『泛民』又
收美國佬錢收外星人錢都無
用，陳雲不會有勝算。」
「Mui Choi 」就仲應棍：

「『國師』仲想贏？『皇天擊殺』晒
其他參選人，自動當選就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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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根難「守寡」謀補選被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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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康「適時」來港 亂港之心不息

彭定康去年底來港，在出席外國記者
協會午宴時，就抹黑香港民主在回歸20
年內發展步伐比想像中慢。翌日彭定康
在一個名為「香港管治 禮崩樂壞」的
論壇，對自己任港督期間的管治極盡溢
美之詞，對香港回歸後的民主、管治與
發展成就隻字不提。

「政治檢控」為「雙學三丑」開脫罪責
彭定康今次「適時」來港，正值律政

司就「雙學三丑」的案件提出上訴，
「三丑」被法庭改判入獄，以及大學校
園出現「港獨」標語事件。
彭定康昨日聲稱律政司就「雙學三
丑」的案件提出上訴，是一個政治決
定。事實上，「雙學三丑」的違法衝擊
行為屬刑事罪行，律政司基於法治和社

會穩定的考慮，向更高級的法庭提出上
訴，以求糾正原訟庭的判決，亦獲上訴
庭認同和支持。
香港實行普通法制度，普通法制度

中最重要的是兩個元素，第一是公
開；第二是法官的判詞有充足的理
據，而法官的理據往往是向社會交代
為何法院會作出這樣的決定。在法官
的判詞裡，解釋了為何有需要作出覆
核，原因是下級法院在量刑時出現了
原則性錯誤，所以從律政司上訴到法
院判決，當中沒有政治動機。律政司
提出上訴不是一個政治決定。彭定康
蓄意以「政治決定」攻擊律政司正當
的刑事檢控，無視「雙學三丑」的違
法事實，為違法者開脫罪責，是對香
港司法獨立的傷害。

「港獨」違反基本法 絕無討論空間
彭定康又指大學應容許討論「港獨」

問題，否則壓迫或會逼年輕人走向極
端。正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出，「港
獨」完全違反基本法，鼓吹「港獨」更
是挑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底線，是
不能容忍的，對「港獨」絕無討論空
間；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認為，絕不能
姑息「港獨」言論；大律師公會前主席
譚允芝認為，所有自由和權利必須有規
範和界線，否則不是值得崇尚的價值，
展示「港獨」標語可能已觸犯《刑事罪
行條例》第9條。
世界各國的政府和法律都不會允許學

校討論分裂國家、煽動民族仇恨。相
反，重視教育學生熱愛祖國和反對分裂
國家，這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最基本的教

育倫理和規範。
「港獨」對學生灌輸分裂國家的思

想，無異於顛覆香港的「一國兩制」，
不僅禍國禍港，也會毀滅青少年的個人
前途。而且，「港獨」言論早已不是單
純的「討論」，而是有實際的組織、政
綱、人員去操作落實。

以「討論」為名 實替「港獨」張目
「佔中」之前，港大學生會刊物《學

苑》為「佔中」提供理論基礎和行動指
南，甚至公然「探討」所謂「武裝獨
立」的可行性，結果在「佔中」行動
中，激進分子策動了多次暴力衝擊行
動；旺角暴亂中暴徒喊出「香港建
國」、「香港不是中國」的口號，也是
「港獨」言論的產物。試想如果不是
「港獨」言論的散播、對青年的荼毒，
「佔中」和旺角暴亂事件會發生嗎？
維護國家統一、主權完整是國家的根

本利益，也是港人的根本福祉所在。
「港獨」不是一個可以在學校討論的問
題，正如鼓動恐怖主義的問題不能在學

校討論一樣。在學校討論「港獨」會荼
毒青少年，在他們的心靈播分裂國家、
撕裂社會、仇視同胞、暴力衝擊法治的
種子，戕害學生的心靈，扭曲學生的人
格。
彭定康鼓吹香港的大學應容許討論

「港獨」問題，請問彭定康，英國是否
允許大學討論打倒英女王、是否允許讓
北愛獨立？彭定康應該去問一問美國政
府，會否容許在校園內大講白人至上的
種族主義，去問一問德國政府，會否容
許在校園內讚揚美化邪惡的納粹。彭定
康指大學應容許討論「港獨」問題，完
全是別有用心，是以「討論」為名，實
替「港獨」張目。
彭定康最無資格評價香港的民主和管

治。英國人當年管治香港一百多年，並
未曾給予港人民主。當年彭定康被英國
選民拋棄，才被英國政府派來香港，他
應該感到慚愧。香港已回歸20年，一
切按基本法辦事，香港的繁榮穩定舉世
公認，彭定康無權力也不應再干預香港
事務。

「末代港督」彭定康又「適時」來港，發表刺激、偏幫反對派的言論，又對香

港事務指手劃腳，企圖混淆是非，搞亂香港。今次彭定康已是香港回歸後第八次

訪港，他每次都經過精心策劃，都不外乎為反對派撐腰，抹黑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顯示其亂港之

心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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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生活即政治」，
就連月餅廣告都關政治
事。有月餅公司近日推出

富懷舊色彩的廣告，但有「熱城」中人就指背景
的淡黃色似「披麻戴孝」，更以宣傳海報中的
「彼岸花」，揶揄個廣告係「度亡廣告」喎！本
來呢啲笑吓就算，但「熱城」中人就喺網上瘋狂
發動攻擊，點解？因為該餅家一家分店曾在一次
激進「本土派」的所謂「光復」中，因受騷擾而
無奈張貼「因暴動，暫停營業」的標語，而廣告
的製作人，原來又是「青年新政」的支持者，咁
大家就知道咩事啦？

廣告被踩似「披麻戴孝」
話說一家月餅店在港鐵推出今年的月餅廣告及
推出了新的廣告片。在海報中，男女主角均身穿
民初雅淡服裝，還配上「石蒜」（又稱彼岸花、
蔓珠莎華）及白色的荷花等。「青城派國師」傻
根（陳云根）就發帖，稱兩人身上的服裝色調
「近乎披麻戴孝」，又稱「彼岸花」是「諸佛升
天成道之兆，到彼岸去，放在俗人身上，就是瓜
老櫬（襯）×家×矣」，又稱圖中的白蓮花「白
中帶瘀黑」，「乃接引亡魂，度亡之兆」云云。
有人認為有關說法完全是「搵嚟拗」：背景淡
黃色是走淡雅、文青風（做得好唔好係另一回
事），而「彼岸花」的花語，在亞洲不同國家和
地區都不相同：在中國（內地），「彼岸花」代
表着吉祥的意思，花語是「優美純潔」，代表美
麗、動人；在韓國，彼岸花代表着相思，花語是

「相互思念」，又有「分離、傷心、不吉祥、死
亡之美」的意思；在日本，「彼岸花」代表着分
離、死亡，花語則是「悲傷回憶」。
不過，有關帖文仍在「熱城」群組瘋傳。「手

作達人」吳斯翹（Billie Ng）就在fb揶揄此圖十
足《大鬧廣昌隆》，她更到該餅家的fb留言，揶
揄：「以廣告效益來說是勁的，可以由七月十四
賣到清明。」
鄭松泰議員辦事處阿公岩社區主任的黃敬業，和

「資深熱狗」吳淑儒，及「熱城」支持者「水晶姥
姥」李婉文、「藍鳳凰」等等分別發帖揶揄。
自稱為有關廣告片的創作人、據指真名為歐陽

嘉謙的「歐陽粗」，在有關餅家的fb留言話：
「如果有咩意見，可直接PM我。如果是全職打
手，你們也未免過時了。謝謝指教，本人定當虛
心學習。」佢又貼出維基百科嘅資料，話「開啟
民智」喎。咁樣話人，尤其是玻璃心嘅「熱
城」，梗係難逃狙擊嘅興趣啦。

餅家曾因反暴標語「跪低」
咪住先，本來只係風波裡的茶杯，點解會搞到

「咁大件事」？除咗「陽粗」太寸嘴外，看看
「熱城」支持者在該餅家的「回帶」，就反映這
某程度上是「清算」的一部分：原來在2015年，
近百名激進「本土派」以「光復」名義到沙田一
個商場搗亂，聲稱要抗議水貨客「入侵」沙田，
其間商場內的該餅家的分店一度落閘，貼出「因
暴動暫停營業」的標語，結果當然被激進「本土
派」批評啦，最終要道歉。
不過，咪以為冇事，現在一樣俾人攞個廣告來
玩，唔講係私怨都冇人信。

粉絲被踩 Cheap禎竟加多腳
仲有，睇吓引起罵戰嘅「歐陽粗」，佢個fb非

但反映佢撐「青症雙邪」，仲係「香港中箭（眾
志）」的支持者，「熱城」一直對兩個組織深深
不滿，梗係加多兩錢肉緊踩啦。雖然「痴心一
片」，但「雙邪」的Cheap禎就當「歐陽粗」黐
咗線，喺fb揶揄佢「中二病」，真係情何以堪。
所以呢，一吸「獨」，唔單只自己受害，仲會

殃及池魚，放縱佢哋，最終受害都係自己。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熱城」狂插月餅廣告 原來有牙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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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ap禎竟然揶揄自己粉絲係「中二病」
喎！ fb截圖

■「歐陽粗」曾發帖為「雙邪」不獲傳統反對派支持
「叫屈」。 fb截圖

■傻根日前喺fb出帖大談「補選大計」。 fb截圖

■曾樹和當日高叫播「獨」者該「殺」，何君堯
則高呼「無赦」，即被反對派攻擊。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