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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

風、周子優）本港大專界濫用

「自由」的情況極為嚴重，繼

早前有人借所謂「言論自由」

在民主牆張貼違法的「港獨」

標語，多間大專學生會編輯委

員會日前更以所謂「出版自

由」為名，出版「港獨」特

刊，肆意抹黑特區以至中央政

府，包括「妖魔化」政府推動

國民教育，將國家與香港之間

的互助關係扭曲成「經濟恐

嚇」，又煽動極端及暴力思

維，稱抗爭應加入「武力元

素」，鼓動讀者「自焚明

志」，及準備犧牲「尺布裹頭

歸」。有教育界人士狠批編委

會借所謂「學術討論」胡作非

為，促請大學管理層與教育局

必須警惕，勿讓大學淪為宣揚

恐怖主義的「溫床」。

《港是實言》內文節錄
■「台灣人民的對於抗爭的決心比香港人徹

底……比如說致力爭取『台灣獨立』的鄭南
榕，為了捍衛表達支持『台灣獨立』的言論
空間，而引火自焚。」

■「較徹底的決心和勇於犧牲的精神，會令抗
爭的手段更多元和激進。所以，不少台灣的
抗爭運動都有武力元素，不像香港『和理
非』抗爭。」

■「我們應該學習台灣人民，要做好思想上的準
備，對於抗爭要擁有『無慚尺布裹頭歸』的決
心。」

■「對香港『本土運動』而言，學生運動更形
重要。香港的學生領袖也應該思考如何把學
生運動帶到普通學生層面，加強學生會與學
生的連結。」

資料來源：《港是實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該冊所謂「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年
特刊—《港是實言》」，參

與編委會包括城大、恒管、嶺大、
理大、教大、公大及中大學生報出
版委員會。特刊聲稱要梳理香港過
去廿年發生大事，從而「為前途問
題帶來一點啟示」。惟其闡述事件
之態度極盡偏頗，顛倒事實，包括
誣衊政府推行「姐妹學校」等措施
是「服務政治手段」，提出相關資
助就是「利誘」學校遵從。
特刊又稱，香港的經濟「過於依賴
中國」，把國家的支持扭曲成「命根
子被緊握」，危言聳聽稱國家一直是
以此作為困阨本港的「枷鎖」。

同時，特刊還嘗試剖析所謂「抗
爭」至今失敗原因，指台灣的抗爭有
「武力元素」，不像香港「和理
非」，更列舉所謂維護「台獨言論自
由」而引火自焚的鄭南榕與「無限期
絕食」的施明德兩個「台獨」分子為
例，聲言台灣人的「抗爭」決心較港
人徹底，奉勸讀者要效法台灣，隨時
作好「暴力」甚至於犧牲性命「尺布
裹頭歸」的思想準備。

抗爭套「光環」洗腦煽暴力
特刊最後還不忘為「學生抗爭」套

上「光環」，給學生「落藥」稱大學
校園是「本土」或「港獨」的最後堡
壘，灌輸學生應承擔「播『獨』責
任」，參與暴力抗爭行為。
觀塘區家教會聯會創會主席奚炳

松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
評，繼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近
年多次大量發文，公然鼓吹「港

獨」分裂國家後，是次多間大專院
校學生會編委會再以「學術討論」
為藉口煽暴播「獨」，令人失望。
他批評「獨」派學生在文中聲言

「台獨」值得香港借鏡是完全罔顧香
港的實際情況，「香港是一個好幸福
的地方，他們根本不知道所謂『港
獨』的後果及壞影響」，有違社會對
這些被稱知識分子的「大學生」的期
望。

奚炳松促大學管理層警惕
奚炳松並強調，多所大學都是獲

得政府資助，社會絕不會接受以公
共資源出版這些鼓吹分裂國家的刊
物。
他又批評大學管理層對學生會的

放縱令學生有恃無恐，播「獨」的
情況一直未有收斂，強調大學管理
層應警惕，在有需要時教育局亦要
出面協調。

■多所大專院校編委會聯合出版特刊，宣揚「港
獨」違法思想。 《港是實言》特刊截圖

■特刊專門邀
請激進分子採
訪。特刊截圖

■特刊常以
「沉淪」等字眼
危言聳聽。

特刊截圖

大專「獨」刊煽「自焚明志」
鼓吹武力抗爭準備犧牲 教界批借「學術討論」宣暴

加泰羅尼亞舉
行 「 獨 立 公
投」，香港嘅

「獨派」隨即借題發揮，趁機宣
「獨」。「青症雙邪」嘅Cheap禎（游
蕙禎）前晚深夜喺facebook發文，引述
相關新聞稱所有人都有「為自己決定
前途和未來的權利」，再咒罵為政權
護航的人下場「最為坎坷」喎。唔少
網民望住呢個爭落周身債嘅「已
完」，都留言叫佢「顧掂自己先
啦」。成日話要「自決」嘅「中箭」
（「香港眾志」）等人噚日亦出文話
實踐「自決權」係「公民基本權
利」，有網民一針見血地反駁︰「咁
加泰有冇尊重其他西班牙人民嘅聲
音？唔好咁自私啦！」
Cheap禎前晚深夜發文，借加泰羅尼

亞公投一事宣「獨」，聲言︰「所有
人、所有族群都有為自己決定前途和未
來的權利。無關民主、無關理想，僅僅
是如溫飽一樣的基本人權。為政權護航
的利益集團，自以為在政權護蔭之下可
撈到半點油水，卻從不屑一瞥人類歷
史，不知充當暴政棋子的人下場最為坎
坷。」
你有你覺得「港獨」冇問題，好多

網民就唔係咁睇。「吴承俊」就話︰
「此次事件已經充分證明，沒有一個
國家的中央政府會容許分裂國家的行
為。」
「Chan May」亦指︰「飲茶都唔可以

自己決定想坐邊就邊啦，上大學又可以
自己決定讀邊間讀邊科？排公屋你可自
己決定住邊條村（邨）幾樓？精神科藥
都唔可以你自己決定食幾多就幾多，話
停就停啦！發傻呀你！你決定幾時回
水？」

網民寸無說服力 翻賬促回水
有唔少網民都叫佢回水同顧掂自己

先，「Tang Wa Lam」更寸爆表示︰
「一個欠債唔還嘅人，講句嘢，都特別
有力。」「Shenlan Lee」就模仿Cheap
禎的造句︰「為政權護航的利益集團，
自以為在英狗護蔭之下可撈到半點油
水，卻從不屑一瞥人類歷史，不知充當
『港獨』棋子的人下場最為坎坷—我
們拭目以待。」
有唔少人仲記得「青症」叫人衝、自
己鬆嘅特色，「Tatfai Choi」就話︰
「『獨立』要死人流血，你地（哋）只
會得把口。叫你去死就縮曬（晒）沙
啦……講『獨』你就識。」

唔止「獨派」乘機也文也武，「中
箭」同「自決派」立法會議員朱凱廸、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噚晚都
出咗聯合聲明，話要「回應加泰羅尼亞
自決公投暴力事件」。
佢哋話譴責「加泰羅尼亞警方對選民
採取武力的行徑」，又學Cheap禎講
「自決權」係「公民基本權利」，再畫
公仔畫出腸話︰「不僅在香港，以至世
界各地，人民的聲音都需要被聆聽、承
認和尊重。」
「廖健」留言話︰「管的（得）有
點 多 吧 ？ 輸 到 你 譴 責 ？ 」 「Lok

Wong」就反問︰「咁加泰有冇尊重其
他西班牙人民嘅聲音？唔好咁自私
啦！」「Wai Ming Poon」更話︰「有
膽就去西班牙示威，響（嚮）香港得
把口。」
「Alexander Yau」就挑剔佢哋嘅聲明

話︰「獨立公投都唔敢講，『自決』定
『自閹』呀？」唔少網民就寸佢哋連事
實都搞唔清，明明係西班牙中央政府嘅
警察，就講成當地警察。
其實班「自決派」、「獨派」只係抽

水啫，你估佢哋真係關心咩！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加泰羅尼亞鬧「獨立」，香港
一眾反對派中人均異常「興
奮」。「青城派國師」傻根（陳

云根）就唔知未食藥定食咗藥，話自己去年立法會
選舉時講過，一旦他們所謂的「變相公投」失敗，
「我會武裝革命。我是認真建國的，……是押下生
命的。」
「熱狗」之一的七叔近日發帖，稱「加泰隆那

（加泰羅尼亞）的經驗，更顯香港城邦身份和憲政
基礎珍貴。情非得已，實不應廢憲，武力建國，然
而獨立公投一旦通過，就要拼（拚）死一戰，不成
功便成仁。願天佑加泰隆那（加泰羅尼亞）」云
云。

聲言武裝革命 盲粉瘋狂吹奏
呢段話唔知挑起咗傻根邊條筋，在轉發有關帖文

時稱：「一旦五區總辭要挾永續基本法的『變相公
投』失敗，我會武裝革命。我是認真建國的，即使
是『變相公投』，我都不是開玩笑的，是押下生命
的。……我期望皇天擊殺香港，香港人與中共一鑊
熟。」
識笑其實好好笑，尤其是班云粉瘋狂吹奏「國師

英明」，並瘋狂詛咒所有香港人之時。「Cho Chi」
稱：「舊年香港人肯聆聽自己良心選擇陳雲，今日
香港已成第二個Catalonia。」「Leo Wan」也稱：
「我見好多人投左膠，寧信空泛口號的主張！繼續
投比（畀）關鍵時刻出賣港人既（嘅）『泛民』！
投完仲講到大局為重，好自豪咁！」

遇真心「請教」露底車大炮
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網民「詹次郎」就留言

「請教」：「敢問老師，『五區公投』失敗後武裝
革命的主張是什麼？是以武力逼『中共』取消基本
法年限嗎？」傻根似乎唔知亂噏都會撞着真心膠，
只得答道：「方法講出來做什麼？」
「Alan Fok」即時附和傻根：「講出來讓中美破

壞嗎？就算有第二次永續基本法的機會，都不會話
你知。」「Louis Cheung」也「認真」道：「所
謂的支持者居然想陳雲說出具體行動，這可是通敵
啊！我可不想看到近代史重現，見機不密會害死陳
雲的。」大家點睇？笑住睇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眾志」、社民連等激進派組織，聲
稱為國慶「贈慶」，前日發起所謂
「反威權大遊行」，肆意抹黑政府官
員以及挑戰特區政府管治威信。「香
港眾志」常委周庭昨日在接受電台訪
問時，聲言要「累積」社會運動的
「能量」，在多條「戰線」與政府對
抗。出席同一個節目的港大學生會會
長黃政鍀則繼續抹黑法庭就「雙學三
丑」等人所作的判決。政界人士強烈
譴責他們的言論。
周庭昨日聲稱，要求律政司司長袁國
強下台只是一個「短期目標」，日後會
在「一地兩檢」、言論自由及大學更換

校長等多條「戰線」與政府對抗。
黃政鍀也聲稱，香港已進入「威權

管治」時期，因為法律已經成為政府
「打壓」抗爭者的工具，政府以「非
法集會」、「暴動罪」等罪名「政治
檢控」抗爭者。
他還聲稱，不要因林鄭的一些「好言
好語」就以為對方手腕柔和，想「吹和
風」，又稱林鄭想修補社會撕裂只是
「假象」。無視人心思定、思和的社會
氛圍，一心只想香港陷入無日無之的紛
爭與對立，從而達到播「獨」，禍亂香
港的目的。

柯創盛：行為具政治目的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昨日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修補社會
撕裂是各界的共同願望，林鄭月娥上
任後已加強與反對派溝通，算是釋出
了善意。
不過他強調，修補撕裂不能以法治為
代價，不能為了修補撕裂而容忍一些違
法行為，尤其一些反對派的年輕政客近
年來不斷鼓吹「港獨」，煽動市民仇恨
政府，背後無非為求一己的政治目的，
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洪錦鉉：破壞溝通氣氛
民建聯副秘書長、觀塘區議會副主席

洪錦鉉表示，「威權管治時代來臨」的

說法除了讓他們自我洗腦外，香港市民
是不會相信的。倘特區政府真的是「威
權政府」，他們兩人就不可能在電台上
發表這種罔顧事實的言論。
他強調，林鄭上任後確實有誠意修
補社會撕裂，與反對派開誠佈公的溝
通，但某些人一直通過抹黑政府官
員、挑戰法律底線等方式破壞良好的
溝通氣氛。
洪錦鉉重申，「港獨」屬違憲違法行

為，絕無容忍空間，並勸喻鼓吹「港
獨」者倘真心為香港好，就應該修身養
性，促進社會平和安定，與廣大市民一
齊反對「港獨」，而不是通過遊行示威
或在電台網絡上鼓吹「港獨」。

中大民主牆因早前出
現「港獨」文宣引起社
會關注，學生會與個別

人等不時妄想有人干預民主牆，危言聳聽
稱本港言論自由「岌岌可危」。現職教協
總幹事的前中大學生會副會長馮家強，近
日在其facebook貼出一張民主牆上裝設
了閉路電視的相片，煞有介事地問「幾時
開始中大學生會民主牆有閉路電視？」暗
示校方因「港獨」事件「箝制」言論自
由，卻被踢爆實情是學生會於本年2月自
行裝置，是非不分貽笑大方。
因應多間大專院校接連出現違法「港

獨」文宣，包括中大在內10所大學校長
聯署反「港獨」，中大校長沈祖堯更公開
促請學生會盡快拆除標語。有反對派傳媒
當日訪問馮家強，他稱以往學生在民主牆
提及所謂的「公民抗命」，雖然被指鼓吹
違法，但校方不會干預，聲稱這是中大
「首次干預民主牆言論自由」。
馮家強昨日就在facebook貼出一張民

主牆上裝設了閉路電視的相片，附註留言「幾時開
始中大學生會民主牆有閉路電視？」有網民隨即
「會意」，圍爐附和「影到支持『一國一制』就唔
攪（搞），影到獨立屋就攪（搞）」，暗示閉路電
視是校方所為，目的是針對張貼「港獨」文宣者。

實情：學生會自行安裝
不過，若仔細查看該張相片，壁報板上除了釘

有「CUSU IS NOT CU（中大學生會不代表中
大）」海報外，旁邊貼有一張黃色通告，清楚寫
明「由於民主牆上的紙張常遭人無故撕毀，幹事
會現已於民主牆上裝設24小時閉路錄影系統，以
作調查之用……」有精明網民甚至給馮家強找來
通告出處，「溫馨提示」有關系統早於2月已經
實施。
「老屈」校方不成的馮家強面對鐵證顯得相當

「無癮」，只得留下一句「嗯……」為自己遮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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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根「玩命」建國？
發噏風得個殼

借加泰公投抽「獨」水 Cheap禎抽着「火水」

周庭揚言「集氣」多條「戰線」搞事
■傻根聲言武裝建國，仲話會押下生命，真係唔知
佢未食藥定食咗藥。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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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家強老屈校方在民主牆安裝閉路電
視，卻被踢爆實情是學生會於本年2月自
行裝置。 馮家強facebook圖片

■「中箭」等人跟風出聲明譴責。
「香港眾志」fb截圖

■Cheap禎乘機宣「獨」，俾網民叫佢顧
掂自己先。 游蕙禎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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