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乜嘢花生可以食足成個禮拜？一係就

防腐劑夠勁，一係就長炒長有夠晒香脆！

而靠畫火柴人抽政治水起朵嘅「一個人」

單挑全行呢單嘢，肯定係屬於後者。話說

「一個人」上個禮拜畫咗幅「大作」，講

到有條友畫功水皮但專注內容，開拓到一

片「藍海」而成為漫畫家，另一條友死鋤

畫功最後突圍唔到。結果，呢幅「大作」

辣㷫全行咁滯，大家都覺得佢踩低人哋嚟

抬高自己，唔少職業漫畫家都畫火柴人恥

笑返佢，包括黐開「熱狗」嘅「咳神」盧

熾剛，而「熱狗」過氣「首領」狗達（黃

洋達）亦都抽水，有網民就覺得「熱狗」

係借頭借路攻擊支持開「本民青」嘅「一

個人」。本來「一個人」都刪 post（帖

文）諗住算數，不過佢啲粉絲周圍辣火

頭，寸人玻璃心，佢本人亦都自稱「小網

民」諗住卸責，咁咪收唔到科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網民圍插「一個人」
Jeff Luk：你自己都無乜畫功，何來放棄
畫功追求內容？仲要明寸人哋。

Ho Hin Fishman：本身畫得唔靚橋又無
都出到書都已經夠晒黐線，𠵱 家仲要將畫
畫畫得靚嘅人醜化，以為自己真係好威？

張同學：漫畫嘅內容大意：成班 loser
（失敗者）唔該唔好再上論壇唱×我畫功
差，我畫火柴人都出到書出名過大部份
（分）所謂畫功好嘅人，你哋反省吓啦×
頭。

William Lai：專注內容嘅極致：刪post
（帖文）！

Rick Sanchez Sanchez：你寫乜內容都
好，首先你唔好自認係畫家漫畫家先，大
媽又係跳舞唱歌，舞蹈家歌唱家又係唱歌
跳舞，你會唔會話大媽係舞蹈家歌唱家？

ManLing Mimosa：其實你唔係有內
容，只係食正條水，大家鐘（鍾）意敢批
評政府的人。

Ho Ming Yam：無事就漫畫家，有事就
小網民，精彩呀。

Donald Choi：同梁天琦一樣，出咗事就
話自己係普通大學生，完全係卸膊。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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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早落實二十三條立法 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

李飛主任此次演講，進一步闡述十九
大報告的精神，說明國家憲法和基本法
的關係、香港和國家的關係，明確指出
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統一是憲制
責任和政治倫理。

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香港有人散播「港獨」思潮，少數激

進分離分子仍伺機而動，播「獨」情況
屢禁不止，日益說明香港進行二十三條

立法具急迫性。事實上，落實二十三條
立法，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
益，根本是香港的憲制責任，同時順應
民情民意。根據報章最新民調顯示，有
80%網民認為應該盡快就二十三條立
法，認為「不應該」者只佔19%，無意
見者佔1%；79%人認同李飛的說法，
不認同者佔20%，無意見者佔1%。盡
快落實二十三條立法，符合香港憲制現
狀及主流民意，更能幫助香港社會各界

認清「一國兩制」的本源，認清香港在
國家的地位和角色，社會各界需共同完
成這一重任，不容拖延。
李飛指出，香港特區必須承擔四方面

的責任，包括尊重國家憲法，維護國家
憲制秩序；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
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維護國家發展利
益；以及維護香港本地長期繁榮穩定。
簡而言之，香港所要承擔的責任，在於
自覺維護國家主權與統一，不容任何

人、以任何藉口衝擊「一國」的大前
提。而二十三條立法正是從本地立法的
角度去落實這一點。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明確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
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
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
的行為……」這對於香港遏止「港
獨」、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具有
重要的現實意義。

助年輕一代建立正確國家觀
反對派以種種藉口拖延、阻礙二十三

條立法，一談到二十三條立法就推說
「時機未成熟」，稱「立法的適合時
機，是香港人對當權者有信心、有普選
的時候。」反對派頑固反中亂港，逢政
府必反，根本不可能有「對當權者有信
心」的時候；二十三條立法和普選根本
是兩件事，把兩者混為一談，甚至把普

選作為二十三條立法的
前提條件，不過是為二
十三條立法設置難以逾
越的障礙。
近年來香港在反對派

的政爭干擾、違法暴力
的影響下，導致發展停
滯不前，社會穩定受到
衝擊，甚至連作為香港基石的法治都受
到衝擊，違法「佔中」、旺角暴亂、宣
誓風波，亂象層出不窮，正正反映二十
三條立法應盡快落實。
預防勝於治療，二十三條立法兩者兼

備。香港屬於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在國家發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香港回
歸已經20年，是時候要堵塞保障國家
安全的法律漏洞，同時從法律及教育的
層面幫助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建立正確
的國家觀及價值觀。

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基本法研討會上發表主題演講。他

強調，香港作為國家的特別行政區，有維護國家憲法尊嚴、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憲制責任，也需

要配合國家的發展戰略及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港獨」「自決」言行荒謬違法，香港各界應毫不

猶豫予以抵制和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遲遲未立法的不良影響有目共睹，香港進行相關立法責無

旁貸，宜早不宜遲。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早已存在，強調與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更是全面準確

落實「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一個人」辣㷫行家
狗達抽水插「本民青」

真名何卓賢嘅「一個人」，上個禮拜
發表叫做《一個關於藍海的故事》

嘅「大作」，唔少人不滿「一個人」自我
吹噓，仲要貶低同行，紛紛反擊。
其中三國漫畫《火鳳燎原》個facebook

專頁，就好落力咁抽乾「一個人」個「藍
海」，先摷返作者陳某早年畫嘅火柴人漫
畫，話如果《火鳳》用呢種畫風出書，
「故事一早已經畫到三國歸晉了，但我不
擔保會不會有人看」；再分享埋行家林競
開畫嘅「火柴燎原」，搞到啲花生友笑到
有腹肌。
就連台灣嘅行家都頂「一個人」唔順，
當地插畫家「安東尼」贈佢兩幅嘢揶揄佢
畫功：「為什麼要畫這個嗎？呀，你知道
的，對吧？『某個人』。」

表面認衰仔 粉絲盲撐讚好

幅「大作」搞到犯眾憎，「一個人」仲
唔知驚咩，於是佢就喺第二日刪post，話
幅嘢「內容不恰當」，自己都反省緊，之
後更加跪低講「對唔住」，希望網民大人
有大量。
不過個專頁有成7萬幾個like（讚好）
嘅佢，竟然形容自己只係「一介小網
民」，令到啲真網民更加扯火。
而佢啲粉絲亦唔生性，周圍寸人，好似

「Dai Mic La」就話：「邊Q個咳神呀？
唔Q識佢喎！佢做到唔用畫功唔用內容創
作都有7萬 fans（支持者）嘅成就先算
啦！玻璃心！」
身為職業漫畫家咳神，俾啲嘍囉咁講

法，再見到「一個人」竟然讚好盲撐自己
嘅留言，即時扯火話：「𠵱 家連我朋友都
被佢啲支持者侮辱埋，句句什麼玻璃心什
麼垃圾，我朋友係我認識之中對畫畫最有

上進心同熱誠嘅人，冇必要俾你咁樣公開
辱罵，係呀，睇你嘅回應同like comment
（讚好留言）我係入埋你『一個人』
數。」
狗達亦都開咪講呢單嘢，先笑「一個

人」啲畫功，覺得單嘢係佢失言，「佢都
唔係畫畫，只係講嘢再加啲火柴人」，話
佢幅嘢埋藏否定努力同追求細緻嘅意思，
而《熱血時報》上個星期亦都有節目專講
呢單嘢。

「黑人」批「熱狗」趁機抽水
「熱狗」咁多動作，有人就覺得佢哋係

特登搞支持開對家「本民青」嘅「一個
人」。好似被「熱狗」視為叛徒嘅「黑
人」「Takki Ma」就話：「『熱狗』無晒
政治能量，打唔到毓民，搞『一個人』就
有勝算。件事係咳神純天然誘發，『熱

狗』只係利用已發生的人抽水。」
黐開「熱狗」嘅網上遊魂「藍鳳凰」，
噚日就出post護主：「枉黑人仲話自己係
行內人，猛烈批評『一個人』嘅係行內嘅
插圖師，聽聞台灣插圖師都有加入，呢啲
人幾時係『熱血』啲人？雖然素聞黑人出
名冇料扮四條，之前又暴露自己畫功奇
差，同『一個人』係同一類人，不過唔係
弱到連行內大事件都要扭曲事實咁肉酸
呀？」
至於「一個人」，直到前日都仲耍緊

冧：「我無意中得罪了各位努力創作的
人，是我錯了。我不是要否定努力練習畫
功的人，《一個關於藍海的故事》令大家
有這個感覺，是我不對，再次向大家說聲
對不起。」
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抽少啲水

好過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香
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近年多次
以「學術討論」作包裝，大量發文鼓
吹「港獨」、分裂國家。最新一期又
以「離經叛道」為主題，除了鼓吹
「港獨」，揚言要「將『香港獨立』
由口號變為實踐」，更煽動暴力，將
旺角暴亂等違法暴力舉動美化為「單
純出於對香港的愛」。教育界人士批
評，《學苑》作為港大學生刊物，卻
屢勸不聽、刊登有違社會主流意見的
「港獨」文章，完全背棄了巿民對大
學生的期望，令人憤怒。
《學苑》今次以「離經叛道」為

題，企圖以另類「包裝」，淡化暴力
舉動，企圖向學生「洗腦」，其中
《苑論》以「殺子時代擁抱荒謬」為

題，不乏煽動暴力的荒謬內容。內文
稱：「暴力是確保緩和意見得到聆訊
的唯一途徑」，又謂「所謂暴力，可
能只是其中一個逃離監視的渠道」。
內文又聲稱旺角暴亂的參與者「不

是意圖借衝擊體制而顯露其不義，而
是『單純出於對香港的愛』，以及
『懷着當家作主的意志』，簡單而
言，他們想贏」，進一步淡化違法暴
力罪行。文中又大肆散播極端言論，
揚言「除非將一整代人鏟除，否則以
香港為唯一家鄉的人，將會打破由荒
謬結成的真理」。

涼薄翻炒蔡若蓮喪子
其中一篇評論文章《讓我們直呼香
港獨立》，也盡是「播獨」口號，聲

言要將「香港獨立」由「口號」變為
「實踐」云云。另一篇評論文章《我
係副局長個仔（好似係）》則疑似影
射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發文者從
「副局長」長子早前墮樓身亡事件作
切入，行文極為冷血涼薄。

張民炳批再渲染暴力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昨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學
苑》已三番四次刊登鼓吹「港獨」、
分裂國家的言論，今次再渲染暴力舉
動，是執意要將歪理合理化，令人深
感失望，「到底『播獨』可以如何推
動香港進步？他們是否知道公眾對大
學生寄予厚望？」
張民炳批評《學苑》內文有疑似影

射蔡若蓮的文章，是一篇失德的文
章，難以想像《學苑》竟會刊登毫無
事實根據、憑空臆測的所謂文章。
他強調，即使政見不同也絕不能攻

擊別人的不幸，此舉絕對是泯滅人
性。

何漢權籲細想港大校訓
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亦指出，

《學苑》在撰寫上述所謂的文章時，
要細想港大校訓「明德格物」的意
思，同時要反思暴力能否解決問題，
「當他們高喊『香港獨立』時，有沒
有想過『港獨』帶來的災難性後
果？」他期望《學苑》能收斂，不要
再播負能量，以回應社會對大學生的
正面期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甘瑜）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周浩鼎，因
早前接受了時任特首
梁振英提出有關UGL
事件專責委員會調查
範圍的修訂建議，被
反對派動議譴責，並
因此成立了調查委員
會。該委員會昨日舉
行首次會議，委員會
主席石禮謙透露，會
上主要討論調查範
圍，但昨日兩小時的
會議並未完成討論，
相關會議規則及程序
的研究工作亦未完
成，有新消息會公
佈。他形容會議氣氛
良好，暫未決定下次
會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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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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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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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揚言「真獨」損公眾對大學生期望

■「一個人」暗讚自己成功開拓「藍海」，被
狠批踩低其他行家。 fb圖片

■台灣插畫家「安東尼」也不滿「一個
人」所為。 fb截圖

■「一個人」前日第三度致歉，仍未能撲熄眾怒。 fb截圖

■林競開將
《 火 鳳 燎
原 》 畫 成
「 火 柴 燎
原 」 諷 刺
「 一 個
人」。

fb截圖

■「咳神」不滿「一個人」及其支持
者所為，贈上一幅火柴人。 fb截圖

■《火鳳燎原》專頁找回作者早
年畫的火柴人漫畫揶揄。fb截圖

■最新一期《學苑》以所謂
「離經叛道」作主題，再次
鼓吹「港獨」、煽動暴力。

《學苑》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