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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為咗將自己分裂國家嘅行為

合理化，「港獨」分子經常故意

忽視歷史事實，甚至無限FF。

曾經掛住「前中央政策組全職顧

問」嘅時事評論員練乙錚因為人

氣不再，就黐咗去「獨派」度，

不時大發謬論。佢近日就在《紐

約時報》撰文，聲言香港「本來

就不屬於中國」，是在秦朝被吞

併，才成為「中國的『殖民

地』」云云。各界人士批評，練

乙錚「獨」入膏肓，圖將歷史發

展「一筆勾銷」，斷章取義地美

化分裂國家的言行，立場偏頗、

罔顧事實。

練乙錚撐「獨」歪曲港史
亂噏「港本不屬於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中文
大學新校長段崇智昨日第二日上班，在
參觀校園後會見傳媒時重申，他會以開
明、尊重、以身作則的態度為中大服
務。被問及校園若再出現「港獨」標語
會如何處理，他表示，中大有明晰立場
與明確措施處理同類事情，又強調學術
自主與言論自由是大學基石，但前提在
於理性和平討論，及尊重他人意見。
段崇智分享指，履新至今工作相當忙

碌，首日主要跟大學高層開會，商討中
大發展的現在與未來，昨日則參觀了中
大多項設施，包括電子學習創新科技中
心，知識與教育交流平台，本地及外國
學生交流場所i-LOUNGE，及賽馬會氣
候變化博物館。
他在參觀後與記者見面，笑言自己常

被問到回中大服務的原因，他解釋自己
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仔」，小時候到中
大一遊後留下深刻印象，對於能夠成為
校長，服務中大師生感到榮幸，未來數
個月會陸續與學生見面及交流。
他未來會繼續保持人文精神、通識教

育等中大傳統，同時亦會確保師生有足
夠準備，迎接未來挑戰。
就中大校園去年開學期間一度出現

「港獨」宣傳品，被問到日後若再發生
將如何處理，段崇智指出大學有明晰立
場與明確措施應對同類事件，惟未有進
一步具體說明。他又強調學術自主與言
論自由是大學基石，未來一定會鞏固這
些核心價值，「但也期望大家應以理性
和平方式討論。」過往中大曾多次表明
「港獨」違反基本法，校方絕對反對，
相關宣傳品亦需要移除。

港漫豈是池中物
葉太馬Sir幾好傾

■段崇智（右）參觀中大設施。 中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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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在其題為《香港真是中國一
部分？（Is Hong Kong Really

Part of China？）》為題的文章中聲
言，「香港人與中國北方佔大多數的漢
族人存在種族、文化和語言方面的差
別。從1842年到1997年，它既不受中
國的國民黨政府領導，也不受共產黨政
府領導，而是由英國人統治，香港已經
形成了一種獨立的宗教、法律和政治認
同。」

他又引用《淮南子》、《史記》等
稱，香港「屬於範圍更廣大的南方地
區，今稱嶺南」，是在秦始皇發起的一系
列軍事征服，嶺南才「首次被併入中央帝
國」，「香港在中華帝國的生活也是以
殖民地開始，……1997年，香港被英國
移交給中國，標誌着它至少第三次受到
中國這個中央王國的主權統治」云云。
有啲人嘅創作力同幻想真係會嚇你一

跳。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
陳勇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揶揄道：
「他（練乙錚）是否生活在 21 世
紀？」

陳勇：戀殖者應移居英國
陳勇指出，香港已回歸祖國20年，

實行「一國兩制」，但練乙錚之流的

「港獨」分子仍然迷戀「大不列顛」的
「日不落旗」年代。倘這些「獨」人拒
絕接受香港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仍然
迷戀殖民統治，就應該移居到英國去，
而非以不尊重歷史、不尊重國家地胡說
八道。

陳曼琪：歪曲事實誤導市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小型律師

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批評，練乙錚的
文章脫離事實，只切割了歷史的一小片
再大肆歪曲，試圖誤導一般市民。
她認為，練乙錚公開撰文鼓吹「港

獨」，不排除已觸犯了香港法例第二百
章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及第十條，即煽
動及意圖煽動罪行。為保障國家安全及
領土完整，執法當局應跟進調查，不要

讓這般歪風肆無忌憚地繼續蔓延。

葛珮帆：罔顧事實 何啟明：欠理性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每

個現代的國家，都是走過歷史的長
河，經歷過變化才有今天的形態，倘
根據練乙錚的邏輯，今日很多國家的
所屬版圖都應該改變。練乙錚的文章
立場偏頗、罔顧事實，只是試圖以片
面的歷史去粉飾「港獨」的違法行
為，更企圖透過外國媒體播「獨」，
意圖分裂中國的領土。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則指，練乙

錚過往的文章還算是「有紋有路」，想
不到現在變成缺乏理性、歪曲事實，又
批評練乙錚在文中美化英國對港的殖民
統治。

雖 然 「 民 主 動
力」就立法會補選
場「初選」喺今個

月14號先至投票，但係各路人馬已經
開始互爆陰毒。其中喺新界東，工黨主
席郭永健呢頭話唔要畀公共交通成為牟
利工具，嗰頭即刻俾自居「時事評論
員」嘅「林忌」起勢咁寸，又話佢個建
議小學雞，又叫佢捐晒成份糧出嚟。不
過，「林忌」出咗名黐開郭永健個「初
選」對手、「新民主同盟」咖喱飯（范
國威），呢鋪究竟係咖喱飯派打手出嚟
打擊對手，定係「林忌」自把自為剷爆
「左膠」，就只有佢兩個先知嘞。
身為史上最「短命」區議員嘅郭永
健，前日朝早落咗去馬鞍山，同民主黨
區議員李永成視察巴士班次，仲話如果
自己當選嘅話，會同新界東嘅反對派區
議員聯手解決交通問題，「讓公共交通
真正以民為本，而非成為牟利工具」
喎。

「當選解決唔到係咪自殺？」
「林忌」轉頭喺facebook連出幾個po

（帖文）鬧爆郭永健，先嚟一招指桑罵

槐：「原來工黨的張超雄以及民主黨的
林卓廷都係廢的，所以當選咗兩個立法
會議員都無法處理新界東的交通問題，
卻要郭永健當選先可以處理。咁你兩位
咪辭職退位讓畀郭永健做囉，霸晒全香
港立法會工作來做好冇？點樣解決呢？
哦，當選就可以解決，真係好有說服力
呀！當選咗解決唔到係咪自殺以謝天下

人？……中學生選學生會，咁樣政綱都
被人問到口啞啞啦小學雞！非牟利工具
真係好偉大，不如由『左膠』份糧開
始，成份糧非牟利囉好冇？」

「非牟利公交」被嘲資助水客
越講越扯火，「林忌」再出多兩個

po，質疑工黨個「非牟利公共交通工

具」建議係咪要全港免費坐車，由政府
資助水貨客，又話「左膠」要「非牟
利」嘅話，可以由自己免費接載開始，
「唔使諸多藉口要收十萬一個月先『研
究』點樣去做㗎。」對於「左膠」嚟
講，有乜嘢工可以月入十餅嘢？都係得
一份啫，咪就係碌到入立法會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疑幫咖喱飯做打手 林忌寸爆郭永健
&1��

「箍票文」得罪人多 劉頴匡被圍插
本來3月立法會
補選啲花生都係質
晒喺九龍西嗰邊，

之但係自從撐開「港獨」嘅「社區網絡
聯盟」發言人劉頴匡話有意出選新界
東、同佢舊老闆咖喱飯（范國威）打對
台之後，新界東啲花生友卒之唔使缺
糧。自稱獲得「青症雙邪」的士梁（梁
頌恆）支持嘅劉頴匡，慌死「本民青」
啲票未夠穩陣，又喺facecook打咗篇文
箍票，講到自己係「本土派」名門正宗
咁，俾「熱狗」回帶擺返佢前年幫「城
邦派國師」傻根（陳云根）拉票幅相出
嚟，而「青症」個「狗頭軍師」林浩基
更同的士梁打對台，鬧劉頴匡扮「本土
派」喎！

當「民動」的「初選」無到
自從劉頴匡出嚟話想去馬之後，辣着
咖喱飯不特止啦，一直話獲得「本民
青」支持嘅前學聯常委張秀賢亦都好唔
滿意，加上佢擺明當「民主動力」個所
謂「初選」無到，睇怕就連工黨主席郭
永健都得罪埋。

佢前日喺facecook打咗篇文，話呢個
補選議席唔單止「屬於」的士梁或者西
瓜琦（梁天琦），因為的士梁係代西瓜
琦出戰，而西瓜琦嘅每一票都是憑旺角
暴亂嘅「義士」犧牲而換返嚟，所以呢
一席係屬於「義士」以至成個「本土
派」。
佢話：「我沒辦法坐視這場因為整個

『本土派』被DQ（取消議員資格）而
產生的補選，變成一場普通的選舉。因
此，我認為『本土派』必須參與於今次
補選當中，最低限度都可以控制輿論走
向，甚至迫使『民主派』正視『本土
派』和『旺角抗爭者』的聲音。」言下
之意即係「朕即『本土』」啫！

網民鬧兩面三刀
雖然「熱狗」無話去馬玩補選，亦都
唔似會去馬，不過黐開「熱狗」嘅
「網上三國人物」「趙雲」都睇唔過
眼劉頴匡咁講嘢，質疑佢如果覺得新
東場補選係「整個『本土派』被DQ
而產生」，即係話「本土派」只有
「青症雙邪」，「睇嚟 Ventus Lau

（劉之洋名）已經對『本民靑』的票
源流晒口水。」「Marco Wong」直頭
扔咗幅劉頴匡幫傻根拉票嘅相上face-
book，鬧佢兩面三刀，「佢認同嘅
『本土』理念係乜×？」
「狗頭軍師」林浩基睇完幅相擰晒

頭，話劉頴匡明明支持「熱狗」套「永
續基本法」，仲話的士梁無約佢去
BBQ，所以反對人哋做議員，「記憶猶

新啊，𠵱 家出黎扮『本土派』，係當香
港人係弱智定自認自己係白痴（癡）
呢？我唔識分鳥（了）。」一度係
Cheap禎（游蕙禎）個「Plan B」嘅袁
健恩，亦都鬧劉頴匡講法同話西瓜琦食
人血饅頭有乜分別喎。
得罪晒幾瓣人，劉頴匡即使入到閘，

睇怕連按金都攞唔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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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馬榮成、陳家珮、葉劉淑
儀。

■有「熱狗」摷返劉頴匡（右）幫傻根
拉票幅相出嚟。 fb圖片

■睇嚟劉頴匡呢番近乎「朕即『本
土』」嘅說話幾有霸氣。 fb圖片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甘瑜）談起
漫畫，不少
人都會想到
日本，但港
漫《風雲》
的作者馬榮
成（馬 Sir）
其實亦是叱
咤 風 雲 的
「 絕 世 強
者」。新民
黨主席葉劉
淑儀昨日就
與區議員陳
家珮到馬 Sir
的辦公室，

暢談他對香港漫畫業界的發展及遇到的挑戰，及本
地文化創意產業的意見。他們均期望香港有完善的
法例保護知識產權之外，還可以有好的平台去孕育
出好的故事。
馬Sir向葉太和陳家珮表示，香港漫畫是本地獨

有文化，雖然一直被日本漫畫衝擊，但仍屹立不
倒，至今依然保持獨有的風格，然而本地漫畫近年
銷量下跌，是不爭的事實。
他續說，網上盜版是衝擊業界的一個主因，因為

很多漫畫剛出版已盡上載至盜版漫畫的網站及手機
App，令大家放棄了購買實體書。至於進軍內地去
開拓市場，馬Sir則指出內地實施嚴格的書號及刊
號制度，於內地出版，需授權予內地出版社，但內
地的版權法非常複雜，故他不敢隨便授權內地出版
社出版。
由於《風雲》出版了二十多年，作品甚有規模，

故能透過授權開發手機遊戲、拍電影及電視劇等，
但能像《風雲》般獲內地垂青的香港漫畫作品並不
多。
在政府支持方面，馬Sir指特區政府沒有為漫畫

家提供援助，就連聘請漫畫家繪畫漫畫的稿費也是
少得可憐。香港動漫聯會多年前曾向政府申請資
助，希望開設課程讓年輕人就讀，但最後因種種原
因，計劃告吹。

冀政府設平台助漫畫家
面目前年輕漫畫家都只能分散地在facebook和網

上平台發表作品，馬Sir建議政府應帶頭成立一個
平台，讓漫畫家有發表的機會，也讓全球的讀者可
以更方便地找到這些作品。
葉劉淑儀指出，自己從與馬Sir的對話中了解

到，一個好的故事能引伸出更多創意產品，諸如電
玩、電影及其他周邊作品，「然而，香港雖然有很
完善的法例保護知識產權，卻沒有好的平台去孕育
出好的故事。當香港創作人的優秀作品，都被內地
及台灣吸收了，那香港還有什麼資本去發展創意產
業呢？」

■「林忌」起勢咁寸郭永健的建議離地。 fb截圖

■郭永健話
要令公共交
通唔會變成
「 牟 利 工
具」。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