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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隊迎戰黎巴嫩 有人做不文手勢

「獨人」滋事 又噓國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傅航）再有滋事分子噓國歌。香港足球代表
隊昨晚迎戰黎巴嫩，賽前奏起中國國歌時，又有個別滋事分子不顧
港隊或會被罰的風險，其間發出噓聲、背對球場，甚至做出不文手
勢。香港足總對此感到無奈，並指會在國歌法完成本地立法後，檢
討是否有需要協助警方執法。各界批評噓國歌行為肆無忌憚，質疑
這是利用國歌法尚未在本地立法的空檔期，破壞國家尊嚴，促請特
區政府盡快立法（見另稿）。

昨晚是港隊於亞洲盃外圍賽的最後
一場主場賽事，在香港大球場迎

戰黎巴嫩。足總賽前已表明場地保安會
加強管理，警方亦會在現場增派人手，
而亞洲足協會派人前來監場，呼籲球迷
不要再噓國歌。

背向球場 向保安擲物
大球場附近有大批警員佈防，銅鑼灣
往大球場方向，沿路有機動部隊警員站
崗，球場內亦有多名便衣警員在場戒
備。大會設有多個安檢區，檢查入場人
士的隨身物品，禁止㩦帶任何容器進
場。
現場所見，有大量穿着紅色球衣的入
場者為港隊打氣，部分人揮舞寫上「奮
戰 」 的 旗 幟 ， 更 大 叫 「We are Hong
Kong」，但當數十名坐在南看台的球迷
展示手持的國旗及區旗時，有個別入場
者向他們發出噓聲。

球迷反對：應尊重國家
比賽開始前奏起兩隊國歌，先奏黎巴
嫩國歌，一批入場者發出歡呼聲及鼓
掌。但隨後播放中國國歌時，該批人立
即改為發出噓聲，當中有人背向球場，
更有人做出不文手勢，甚至向看台下的
媒體記者及保安指罵、投擲物件，無視

現場職員揮手阻止。
不少球迷都反對噓國歌的行為，他
們認為應該尊重自己的國家，奏國歌
時應該肅立，不應發出噓聲，政治歸
政治，體育還體育，兩者不應混為一
談。亦有球迷指出，不希望噓國歌影
響到其他球迷觀賞球賽和港足的發
展，又認為政治和球賽應該分開，擔
心因球迷噓國歌而令港足受罰，希望
球迷自律。
有球迷更直言，其他人不應噓國
歌，因國歌值得大家尊重，故他支持
立法。
足總副主席貝鈞奇對噓國歌事件感到無
奈，指已預料昨晚會有人執迷不悟地繼續
噓國歌，但噓聲比上次港足對馬來西亞時
細聲，更看不見有提倡「港獨」的標語和
旗幟，認為或與亞洲足協會派人監場有
關。
他預計，國歌法完成本地立法後，一
般球迷應不會以身試法，足總亦會檢討
在法例生效後，是否有需要協助警方執
法，包括將拍攝到有人噓國歌的影片，
交給執法部門跟進。
上月中旬，港隊在亞洲盃外圍賽主場
對馬來西亞，有球迷噓國歌，亞洲足協
向香港足總發出「嚴厲警告」，表明若
果再犯會重罰。

■昨晚個別滋事分子繼續噓國歌，有人更做出不文手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傅航 攝

■工作人員勸阻滋事分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傅航 攝

各界狠批害死港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亞洲盃
外圍賽昨日晚上在香港大球場上演，港
隊主場迎戰榜首的黎巴嫩，在奏國歌環
節，再度有球迷噓國歌、展示不文手
勢，以及背向球場。香港各界人士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這些球迷肆無
忌憚噓國歌，形容有關行為是害死香港
足球隊，質疑這是有組織利用國歌法尚
未立法的空檔期噓國歌，破壞國家、民
族尊嚴。他們並促請，特區政府應盡早
完成國歌法的立法工作，社會也要教育
年輕一代要有尊重國歌的基本禮儀。

盧瑞安：立法急不容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指出，國歌
是國家的象徵，噓國歌是非常錯誤的行
為，對此必須要嚴正譴責。他又認為，
這也顯示了國歌法在港立法的工作是急
不容緩，否則只會有更多人藉足球賽事
等公眾場合播放國歌時進行叫囂、侮辱
等行為。

梁美芬斥肆無忌憚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批評，球迷
肆無忌憚噓國歌，形容是害死香港足球
隊，「他們的敵人是否足球界？可不可
以收斂一些？足球業界已經被他們累
死，無人會鍾意這些噓國歌的人。」

她又憂慮，這些行為或令國歌法立法
環境有改變，不排除全國人大常委會下
次開會時頒佈額外要求，例如可能提出
國歌法應於何時在香港正式生效，故再
次呼籲大家不應作出這些損人不利己的
事。

■港隊昨晚迎戰黎巴嫩，賽前奏起中國國歌時，又有滋事分子發出噓聲、背對球場，甚至做出不文手勢。

張曉明：中央從未收緊「一國兩制」

葛珮帆：應灌輸尊重國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評，這些
所謂球迷不斷利用足球賽事、國際賽事
製造事端、挑戰國家，「我都好懷疑這
些人是否球迷，是否真的想幫香港足球
隊。」
她認為，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做好國歌法
的立法工作固然重要，但各界也應該教育年
輕一代要有尊重國歌的基本禮儀，「必須尊
重一些場合，這是國民的應有操守。」

王國興：損國家民族尊嚴
「廿三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認為，
再次出現噓國歌是事出有因，質疑這是
有組織利用國歌法尚未立法的空檔期噓
國歌，破壞國家、民族尊嚴，且製造市
民對國歌法的恐慌。他認為，特區政府
必須盡早完成國歌法的立法工作，有關
方面也要把這些行為記錄下來，讓日後
可一併考慮如何做好立法及執法的工
作。

「一國兩制」。李飛則在會見
中重點討論了國歌法和「一地
兩檢」問題，林定國引述李飛
之言說，「一地兩檢」方案符
合基本法，澳門對國歌法立法
並無爭議。
林定國表示，訪京團在與張
曉明會面時談及如何充分溝
通，尋找最符合基本法原意解
決香港社會發展中所需要處理
問題的方法願望。在會面中，
張曉明重點解釋了十九大報告
■張曉明（右）會見大律師公會訪京團。
涉港澳內容，特別強調，中央
國務院港澳辦圖片
十分重視香港「一國兩制」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香 度，亦有決心堅持「一國兩制」制度，「張
港大律師公會2017訪京團昨日在北京先後拜 主任在講話中強調中央從來未有收緊過『一
會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全國人大常委 國兩制』。」
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訪京團團
李飛：
「一地兩檢」符基本法
長、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定國昨晚對傳媒
表示，張曉明在會見中強調，中央從未收緊
在與李飛會面時則集中討論三個事情，

「腦殘」噓國歌 靠法律「管教」
昨晚香港對陣黎
&0 巴嫩的亞洲盃外圍
賽中，又有一群「腦殘」球迷噓國歌，丟人
現眼，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醜態。儘管他們
不當自己是中國人，但就算是他國的國歌也
應尊重，更何況他們明明就是中國人，如此
行為根本連做人的基本尊嚴和人格都不具
備，根本就是一群政治爛仔。
說噓國歌者「腦殘」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首先，國家不會因他們的幼稚無聊行為有任
何損失，而他們自己不但無所得，反而令自
己陷入法網，兼暴露了自己的膚淺無知。這
種有害無益的行為，智商稍微正常的人都不
會做，更像是小孩耍無賴，沒有糖吃就毫無
顧忌地發洩情緒。但凡理智的家長都不會因
此就範，反而會更嚴厲地管教，這些「腦
殘」球迷也需要好好管教一下。
其次，這種「腦殘」行為只會害了香港
隊，根本沒有資格做球迷。上周香港對巴
林的比賽，也有一群「腦殘」球迷噓國
歌，亞洲足協已經對香港足總發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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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周又再發生同樣的事，更嚴厲的懲
罰已是預料中事，估計下次主場賽事可能
被罰閉門作賽。
眾所周知，球迷是場上的第十二人，球迷
的打氣對球員的表現有莫大作用，沒有了球
迷的支持，香港隊的表現難免打個折扣，對
於爭取亞洲盃的參賽資格十分不利。
最後，這種「腦殘」行為反而會加快國
歌法的本地立法步伐。國歌法已納入基本
法附件三，正有待本地立法，反對派已經
摩拳擦掌準備搞破壞。本來，有反對派
「阻住地球轉」，國歌法立法恐怕難以一
帆風順，現在多得這班「腦殘」球迷，反
而顯得反對派理不直氣不壯，更證明了國
歌法有立法的迫切性，必然能夠獲得更多
香港市民的支持。
「腦殘」球迷每次噓完國歌後，都有不
少人或嚴肅批評，或好言相勸，但很明顯
他們兩者都聽不進去，既然如此，那就只
能等待法律來醫治他們的「腦殘」症狀
了。
■趙興偉

包括去年人大釋法、「一地兩檢」和國歌
法。林定國指出，訪京團談及「一地兩
檢」在香港引發相關爭議，有關法律程序
將會展開，希望可以就爭議展開理性討
論；關於「一地兩檢」方案如何符合基本
法，也有深入研究過。他指，李飛並未就
法律的程序和「三步走」的關係表達任何
意見，主要談及基本法第十八條並不適用
方案，或會運用到基本法第二十條，但也
是初步討論，未有定論。
關於國歌法問題，訪京團表示希望本地立
法釐清市民什麼事情可做，什麼事情不可
做，並且釐清立法同言論自由之間的關係。
李飛在會面中表示，澳門對國歌法立法並無
爭議。李飛還重點介紹了國歌的歷史背景，
並強調許多國家都有類似法律，要求市民尊
重國歌法。
林定國還指，張曉明和李飛兩人在會面時均
強調，中央會繼續堅持「一國兩制」，希望港
人對「一國兩制」充滿信心。

「一地兩檢」料今過關 林鄭籲勿阻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
森）立法會今日恢復辯論由特區政府
提出的「一地兩檢」議案，由於議員
發言已經於早前的會議結束，官員今
日會作總結發言，之後表決。特首林
鄭月娥昨日預料，議案今日會獲得通
過，呼籲反對派無謂阻延。另外，灣
仔區議會昨日大比數通過議案，支持
實施「一地兩檢」，全面發揮高鐵效
益，並促請特區政府加強向市民解
釋。
林鄭月娥昨出席行政會議前預料，今
日的立法會會議將可以通過「一地兩
檢」議案。她指出，按照議程，立法會
今日復會後首先完成口頭質詢，其後將
直接進入「一地兩檢」的辯論，屆時會
先邀請官員發言，而官員發言後便會進
入投票，「所以時間『有數得計』，應
該很快可以完成。」
她重申，特區政府的「一地兩檢」方案
是務實的方案，也得到大部分市民支持，
呼籲「非建制派」支持議案通過，「如果

他們不通過都無謂阻延，議會裡大
部分議員都支持方案，通過後我們
便會進入『三步走』的跟進工
作。」

灣仔區會大比數通過
另外，灣仔區議會昨舉行大
會，當中討論「支持在香港落實
『一地兩檢』」書面動議，內容
除 支 持 在 高 鐵 西 九 龍 總 站 實 施 ■灣仔區議會昨討論「支持在香港落實『一地
「一地兩檢」，全面發揮高鐵效 兩檢』動議」，獲 11 比 1 的大比數通過。
益，並促請特區政府加強向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解釋「一地兩檢」的具體操作安
排。
何官員出席感到不解，認為官員到場可
提出動議的黃宏泰表示，部分人對 向有憂慮的議員解釋。
「一地兩檢」的「擔心」似是而非，強
運房局以書面回覆動議，指鑑於立法
調若不實行「一地兩檢」，就要乘客 會正辯論「一地兩檢」議案，政府必須
「落車又上車」，並不方便，希望政府 集中力量推展「一地兩檢」的相關工
可以對市民更充分解釋，以釋除誤解。 作，務求如期落實，以發揮高鐵最大的
民建聯鍾嘉敏就表示，早前多個民調顯 運輸、社會和經濟效益，為乘客帶來最
示大部分人贊成落實「一地兩檢」，因 大的便利。
此支持動議，但對運輸及房屋局無派任
動議最後獲得11比1的大比數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