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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人再噓國歌 雜物掟保安
球迷憂損港形象 各界：證須速立國歌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傅航、鄭治祖）香港對巴林足球友誼賽昨晚在旺

角大球場舉行。在播放中國國歌時，一批「港獨」分子狂噓，部分人沒

有站立、背對球場以至離開座位。有人未待國歌播放結束就開始擊鼓，

更在國歌一完結即高叫「We are Hong Kong」，其中夾雜粗言穢語，有

人舉起不文手勢，有人更以雜物投擲在場記者。足總指會否連累香港足

總再被罰則要視乎場監的報告，並擔心港隊會因球迷噓國歌的行為被罰

閉門作賽甚至扣分。各界人士均指，有關人等的行為，證明特區政府必

須盡快就國歌法立法，阻止這種肆無忌憚的惡意行為（見另稿）。

市民鬧爆辱國小丑
Yu Sunny：呢D（啲）球迷黎（嚟）
既（嘅）咩？我唔覺囉！

Rita Li：呢班人係「港獨」學生
會嘅，次次都有心搞破壞！

Ng Alex：擺明係害香港，咪亂
叫自己做香港人。

Ko Keung：噓國歌呢班根本不
是球迷！只是一班不負責任嘅廢
物！以後香港隊作賽可能要閉門
作賽，或改在深圳比賽！

Chi Ho Yu：正常做法，世界足
協可以罰香港隊永久閉門作賽。

Rachel Hung：一班辱國小丑，羞
辱國家同時亦羞辱緊你自己，呢
種德行，相信沒有人會尊重你的，
總有一日，你們會嚐到苦果。

資料來源：網上討論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旺角大球場昨晚上演
香港對巴林足球友誼

賽，再次發生噓國歌事件，令人關注香港足球
總會會否再次被罰。此外，香港足總已兩度因
球迷在球賽噓國歌，被罰款約12萬港元。
2015年，由於有人認為中國足協就世界

盃亞洲區外圍賽所推出海報的香港版本屬
種族歧視，故於同年6月11日主場對不丹
及6月16日主場對馬爾代夫時，均有港隊
球迷在賽前奏起國歌時發出噓聲。事件令
國際足協向香港足總發出警告信。
同年9月8日，世界盃外圍賽港隊主場對

卡塔爾，因再有本地球迷噓國歌及向球場
投擲雜物，國際足協認為香港足總須為此

不當行為負責，罰款5,000瑞士法郎（約4
萬港元），更警告若有再犯，將面臨更嚴
重處罰。
同年11月17日，世界盃外圍賽港隊主場

對國家足球隊，在播放國歌時再有不少本
港球迷噓聲四起，國際足協判處香港足總

罰款1萬瑞士法郎（約8萬港元），金額較
上次多一倍。
今年10月10日，在香港大球場上演的亞

洲盃外圍賽賽事，港隊主場迎戰馬來西
亞，國歌奏起時又有噓聲。亞洲足協事後
向香港足總發出嚴厲警告，指若再違規，
將判處更嚴重處分，或要求港隊閉門作
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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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港對巴
林的足球友誼賽再次有球迷噓國歌，香港社
會各界對此嚴厲譴責，批評他們「衝動無
腦」，數典忘宗、毫無羞恥心。他們指出，
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故意作出蔑視國家的
不文明行為，顯示他們冥頑不靈、屢勸不

改，唯有特區政府盡快就國歌法立法，才能
阻止這種肆無忌憚的惡意行為。

陳永棋：不要做錯事累港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永遠榮

譽主席陳永棋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

評，噓國歌者「衝動無腦」，「香港人要有
腦，這是自己的國家。」
他直言：「在（國歌法）本地立法前，無

可避免會有（噓國歌），但我希望年輕人做
事不要衝動，更不要因為做錯事而連累了自
己和香港。」

王國強：知法犯法難容忍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香港

中華總商會副會長王國強批評一些人頑固至
極，明知可能觸犯法律依然故我，實在難以
接受容忍，「希望特區政府盡快展開國歌法
本地立法工作，將那些不尊重國家的人繩之
以法，否則他們唔識驚，反而是肆無忌
憚。」

王惠貞：立法前應設「死線」
全國政協委員、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

貞強調，不能姑息和縱容這些球迷的行為，
「因為立法前不設追溯期，令一些別有用心
的人乘虛而入，致令惡意行為不斷發生，建
議特區政府在立法前先設某個日期，直至立
法後，在這段時期內作出的任何侮辱國歌的
行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

簡松年：數典忘宗無恥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創會主

席簡松年律師批評，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
以不文動作來蔑視自己的國家，數典忘宗，
毫無羞恥心，行為令人失望。「既然苦口婆
心的勸喻是無用的，特區政府就應該加快國
歌法本地立法程序，唯有法律才能阻止惡意
行為。」

鄧清河：冥頑不靈屢勸不止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會長

鄧清河批評部分球迷冥頑不靈，屢勸不
止，再次證明特區政府有必要盡快進行國
歌法本地立法程序。「議會內不停拉布，
估計本地立法起碼需時半年至一年，加上
政府早前表明不會有追溯期，所以有些人
才敢亂來。」

各界嚴厲譴責 盼立法止惡行

香港足球代表隊昨晚與巴林進行友賽，
為下周二亞洲盃外圍賽主場迎戰黎巴

嫩的賽事備戰。比賽開始前，警方在球場
外加強部署，四處都有警員巡駐，包括軍
裝及便衣探員。球場的保安亦明顯加強，
大會人員逐一檢查入場觀眾的物品，而場
內球迷區及非球迷區均有便衣警員駐守。
看台每個區域同時有兩三名保安維持秩
序。
儘管香港足總在比賽前已多次呼籲，當
主持在球賽正式開始前表示將播放中國國
歌時，雖未見有人再高舉「港獨」旗幟及
標語，但現場的「港獨」分子再次噓國
歌，夾雜着粗言穢語。部分人背向國旗，
有人以毛巾掩面，有人高叫要「去廁所」
而離開座位，有人更高舉中指。在國歌播
放完畢後更一度發生混亂，有球迷向看台
下的記者及保安投擲物件。

多數球迷反對辱國歌
是次比賽有約20名球迷手持中國國旗及
香港區旗入場，他們表示入場是為了對中
國及香港足球表示支持。香港文匯報記者
現場採訪所見，普遍球迷對不當行為表示
不以為然。有球迷強調不應噓國歌和做出
侮辱國歌的行為，擔心影響香港的國際形
象，更會令足總受進一步的處罰。
有球迷則坦言，控制不到其他人噓國
歌，惟大家一心支持港隊，入場就應支持
港隊，希望球迷不要做出但求發洩的自私

行為，否則或會對港隊不利，例如被亞洲
足協處以閉門作賽等更嚴重的懲罰。
有球迷明確表示入場目的是支持港隊，

不認同將政治帶入球場：「最不希望港隊
因為這種事被罰，如被罰扣分或閉門作賽
對港隊影響很大。」而對於國歌法本地立
法在即，有球迷表示只要自律立法與否也
不成問題，希望大眾將焦點回歸體育比賽
上。
到場觀賽的「港獨」分子、「新民主同

盟」區議員譚凱邦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則聲
言自己「唔同意呢個政權」，並稱自己在
播放國歌時不會肅立，但不會噓，並聲言
國歌「違反基本法」，「香港人係可以噓
國歌、唱國歌，唔唱又得，係自由嘅。」

貝鈞奇憂被罰閉門賽
足總副主席貝鈞奇表示，奏國歌時，有

部分觀眾發出噓聲及沒有肅立，已是意料
中事。他賽前已擔心港隊會因球迷噓國歌
的行為被罰閉門作賽甚至扣分。亞洲足協
早前就港隊上月對馬來西亞的亞洲盃外圍
賽賽事，有球迷噓國歌，對香港足總發出
警告，指若再發生，將會受到更嚴重的懲
罰。
據亞洲足協有關紀律指引第六十五條，

主隊足總需為球迷不當行為負責，而附件
則訂明，如球迷發表侮辱性言詞或聲音，
罰則要「視乎事件的嚴重性」（subject to
the gravity of the offence）。

噓國歌被罰事件簿
球賽日期

2015年9月8日

2015年11月17日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室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賽事

世界盃外圍賽香港對卡塔爾

世界盃外圍賽香港對國家隊

罰款額

5,000瑞士法郎（約4萬港元）

1萬瑞士法郎（約8萬港元）

■鄧清河 資料圖片

■昨晚香港對巴林足球友誼
賽，一批「港獨」分子再度
出現噓國歌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簡松年 資料圖片■王惠貞 資料圖片■王國強 資料圖片■陳永棋 資料圖片

■場內亦有球迷舉起國旗支
持國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攝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港台節目《議事論
事》提到，本屆政府面對修補社會撕裂、改
善行政立法關係的艱巨挑戰，開局「好艱
難」，但她有信心「雨過會天青」。香港社
會撕裂的很大責任在於反對派為反而反，林
鄭月娥上任以來，以誠意和善意推動社會和
解、修補撕裂，但亦堅持「一國兩制」原則，
不作無底線的和解，這一點市民很理解和支
持。只要林鄭持續推動經濟發展、改善民生，
做對香港整體利益有利的事，始終可在民意的
背書下，促進社會和解，推動香港前行。

林鄭月娥談及的「艱難」，主要指過去數
月發生的反對派議員喪失議員資格、部分案
件刑期覆核、「一地兩檢」和修改議事規則
等事件，令行政立法關係和社會氛圍持續緊
張。雖然林鄭做了很多工作，主動改善與反
對派的關係，但反對派仍然以泛政治化的手
段挑起爭拗，在立法會內「無所不用其極」
地拉布，甚至以踐踏新聞自由作為阻礙施政
的武器，令市民大失所望。

香港政爭太盛，各界渴望和諧社會，但是
有些原則和底線不能為了和諧而放棄，否則
香港將永無寧日，社會更加撕裂。

和解首先需要有底線意識。瀆誓議員喪失
議員資格是因為違反基本法，律政司對部分
案件提出刑期覆核是維護司法公義的應盡之
責，高鐵「一地兩檢」符合基本法、有利於
經濟民生，修改議事規則是讓議會恢復正常
運作的必要之舉。這些問題涉及是否堅持
「一國兩制」，或是否尊重法治，本來毫無
爭議，但是反對派歪曲事實、顛倒是非，散
播各種危言聳聽、誤導市民的謬論，不斷激

化矛盾、撕裂社會，企圖破壞香港和內地的
關係，在這些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特首
和政府不僅不能妥協，更要肩負起維護「一
國兩制」的責任。

反對派策動非法「佔中」、縱容「港
獨」，一再挑戰中央對港的管治權力，是造
成社會分化對立的根本原因。林鄭曾強調，
和解也需要有底線，依法辦事就是她的底
線，猶如父母亦不會鼓勵子女去吸毒一樣。
如果為了和解而不分是非對錯，無原則的和
解就等同走上歪路，為基本法和「一國兩
制」所不容。

和解還要政府在經濟民生上取得明顯成
果。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了發展智慧
城市及創新科技，重建市民置業階梯等政
策，得到各界好評。有關政策需盡快落實，
讓市民分享到更多發展的紅利，民心思穩，
凝聚保持和諧的強大民意。

和解更要市民的積極參與和踴躍發聲。港
人不要做沉默大多數，要一起對破壞香港和
諧與發展的激進勢力說「不」，推動社會回
到客觀理性的軌道。

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
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積極作為，團結帶領
香港、澳門各界人士齊心協力謀發展、促和
諧，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序推進民主，維護
社會穩定，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的憲制責任。本屆政府上任以來有心有
力有承擔，帶領香港開創新局面，如今國家
邁進新時代，帶來新機遇，香港各界必須支
持特首和特區政府集中精力謀發展，努力促
進和諧，共同建設更美好的香港和國家。

堅守原則克服挑戰 重建和諧雨過天青
昨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美國

總統特朗普舉行大、小範圍的會談，取得許多共識，
兩國企業更簽署金額高達2500多億美元的合作協議。
中美關係不單影響兩國人民的福祉，亦涉及世界的繁
榮穩定，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共贏才可以通
向更好的未來。中共十九大勝利召開，描繪了中國未
來發展的宏偉藍圖，也為中美關係發展注入新動力，
帶來新機遇。特朗普此次訪華增進了兩國元首及民間
的感情，充分顯示兩國合作的利益和需要，遠遠大於
競爭和分歧。中美關係穩定發展，不僅符合兩國利
益、契合兩國人民期待，也是維護世界和平發展的應
有擔當，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特朗普訪華是十九大勝利閉幕後，中國接待的首位
外國元首來訪。兩國元首的歷史性會晤，對於推動新
時代中美關係穩定向前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
義。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中國要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推進大國協
調和合作，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框
架。昨日的記者會上，習近平指出，中美的共同利益
遠大於分歧，應該尊重彼此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尊重
彼此對發展道路的選擇和彼此的差異性。只要始終採
取建設性的態度，雙方就能求同存異、聚同化異、推
進合作。

中美作為對全球影響最重要的兩個大國，在經濟發
展、國際安全等多個領域有着廣闊的合作空間和共同
利益，雙方完全可以通過加強合作解決矛盾，形成建
設性互動的局面，共同維護和促進地區及世界的和平
繁榮。

昨日的中美元首會談，習近平和特朗普同意繼續通
過多種方式保持密切聯繫，及時就共同關心的重大問
題交換意見。雙方同意充分用好中美外交安全、全面
經濟、社會和人文、執法及網絡安全4個高級別對話機

制，共同努力推動對話機制取得更多成果。雙方同意
加強兩軍各層級交往和對話，加強執法及網絡安全領
域合作。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此次中美兩國企業達成2500多
億美元的「奇跡大單」，既創造了中美經貿合作的紀
錄，也刷新了世界經貿合作史上的新紀錄，不僅為兩
國未來經貿合作順利開展奠定了良好基礎，也為亞太
乃至全球經貿合作增添了信心，並更加證明，儘管中
美在很多領域存在摩擦和競爭，但合作雙贏依然是美
中關係主流，雙方有巨大的潛在市場和發展空間，兩
國的互動合作對鞏固中美關係和推動全球發展至關重
要。

眾所周知，國家元首保持良好的友誼和交情，對兩
國關係平穩發展有加分效應。特朗普在就任總統一年
之內就訪問中國，充分顯示了美方對華關係的高度重
視。而特朗普此次訪華，獲得中方超高規格的款待。
習近平在故宮為特朗普洗塵，寶蘊樓茶敘、暢音閣觀
京劇、三希堂夜話，又在建福宮設宴款待，兩國元首
互動頻頻、氣氛融洽，今年四月海湖莊園建立的交情
和互信進一步昇華。特朗普接連兩天通過社交媒體盛
讚中方款待，以「享受每一分鐘」來形容與習近平的
相聚。特朗普還表示，對習近平的感覺親切，有很好
的默契，相信雙方可以解決中美以至世界之間，包括
威脅和安全等問題。

中美元首外交促進了兩國最高層的相互理解和信
任，增加兩國民間彼此好感，將給今後數年的中美關
係注入積極因素。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特朗普總統對
中國的國事訪問是一次成功的歷史性訪問，此次兩國
元首會晤為今後一個時期中美關係的發展明確了方
向、規劃了藍圖。中方願同美方一道，按照雙方達成
的共識，推動中美關係取得更大進展，更好造福兩國
人民和各國人民。

中美合作唯一正確選擇 共贏通向更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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