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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鬧爆反對派包庇網上號召「旺角一聚」「獨派」發文少人理

被視為旺角暴亂「禍

首」的「本土民主前

線」前發言人梁天琦被

裁定暴動罪成，反對派

不是避談就是百般辯解並美化梁天琦的暴行。多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均批評，反對派的

言論極端歪曲，直接衝擊香港的法治基石，令年輕

一代誤以為違法的反社會行為，才是一種「英雄或

浪漫」的表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暴行「英雄化」教壞下一代
政界批反對派不辨是非 盲撐梁天琦衝擊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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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天琦被裁定暴動罪成後，不少反對派中人都避談事件，
未有譴責其暴行，其中民主黨、「自決派」朱凱廸、

「人民力量」陳志全等都沒發聲，而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則在報
章撰文稱讚梁天琦「不羈」，指對方本可棄保潛逃、質疑香港
沒珍惜「胸懷理想與激情的未來主人」（見另稿）。

陳勇：博同情毋須守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認為，撇除楊岳橋的
大律師身份，他亦是政黨領導人，屬公眾人物，言行需要更加
謹慎。
他質疑，若按楊岳橋等人的理論，是否與他們同一夥，一旦
違法的話，只寫一些煽情的文章，博得公眾的同情，便毋須守
法，甚至可以無法無天。他批評，如果破壞社會秩序也可以，
那反對派就是要讓香港返回原始社會，任何事只須「靠惡」，
不用理會法律制度。

顏寶鈴：顛倒黑白誤導港青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指，旺暴案是香港回歸後第一次發
生暴亂，影響極壞，事後警方搜集的多項證據，亦證明這是一場
有預謀、有策劃、有組織的事件，既造成了多名警民受傷、商販
財物損失，又嚴重損毀了香港作為最安全城市的國際形象。
她強調，支持法官依法對事件的發動者作出公平公正的裁
決，以維護香港的法治精神，批評楊岳橋作為大律師，理應熟
讀法律條文，卻不辨是非為違法行為辯護，該篇文章更顛倒黑
白，美化梁天琦的形象，將其嚴重違法犯罪行為美化成英雄故
事，企圖誤導及煽動年輕人情緒，明顯居心不良，實在不能苟
同。

陳曼琪：「知法犯法」感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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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違法就是違法，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現反對派卻合力
將犯了嚴重罪行的人「英雄化」，此舉除了打擊香港法治制度
之外，更帶出違法也毋須負責、沒有成本，反之更可以變成被
人熟悉的「英雄」的訊息。
她直指，最諷刺一點就是擁有法律專業的反對派，提出有關
的想法，實在令人感到遺憾。

何俊賢斥「極端法律狂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批評，作為「訟黨」的公民黨，竟
然利用其專業知識，為犯下嚴重罪行的人「塗脂抹粉」，利用
煽情手法博取公眾人士的同情，把違法行為「英雄化」，將破
壞行為形容為「既浪漫、又揚名」，完全是「極端的法律狂
人」。
何俊賢指，若這種「不妥協、不合用」的風氣蔓延，甚至成
為「新潮流」，絕非香港社會之福，籲市民要主動反對這種言
論，不要「被代表」，讓反對派有機會任意妄為。

何啟明：對破壞行為毫無悔意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示，過往反對派刻意搞這麼多小
動作，說到底就是為梁天琦求情鋪路。
他批評，反對派聲稱「為香港好」其實是藉口，認為他們若
有抱負，應透過正規手段去做，而非對社會作破壞，甚至把責
任推向別人身上。反對派的言論證明他們及一眾犯事者，無論
對旺暴或違法「佔領」等破壞社會行為，毫無悔意，還視為
「英雄」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本
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在旺角
暴亂案件中，並非所有罪名都成立，
財經網站《經濟通》和免費報章《晴

報》在上周五宣判當日就舉辦網上民
調︰「（20）16年旺角騷亂事件陪
審團今（上周五）裁定梁天琦一項暴
動罪成，煽惑暴動罪不成立。你滿意
裁決嗎？」 截至昨晚約11時，共有
780 名網民投票，不滿意者佔 82%
（見圖），僅得16%表示滿意，不少
人都留言表示對梁天琦在煽惑暴動脫
罪感到不解。
網民「Nordost」就節錄了旺暴當晚

梁天琦的兩段說話，一是「你快啲叫
民主黨、社民連、『人民力量』、工
黨，叫佢哋全部出晒嚟幫拖啦，×，
好×多黨呀，仲有乜鬼嘢呀，有選舉
嘅，邊鬼個呀，佢都可以咁樣玩㗎，
叫佢快啲call 30條友出嚟保護市民

啦，×！」
二是「我哋呢度係『本土民主前
線』，如果你哋接受我哋呢個城市有
班『城管』、『公安』可以隨時趕走
人，你哋唔係香港人。如果你係香港
人，請留喺度『守護返』自己嘅城
市，保護自己嘅文化，自己嘅城市，
自己嘅街道。呢條街道係屬於香港
人，唔係屬於『城管』、『公安』。
佢哋份糧係香港人交稅出嘅，佢哋服
務嘅係香港人，所以如果你哋唔願意
屈服係『公安』同『城管』之下，就
留喺到（度），我哋『本民前』會一
直留喺到（度）。」
「Nordost」質疑，在梁天琦說了以

上說話後，發生了暴力事件，梁天琦

本人亦「瘋狂襲警」，質疑「『湖北
琦』都唔算『煽動暴亂』？」

「吹晒雞都唔係煽暴？」
「路人乙」留言說︰「佢冇煽惑暴

動？吾（唔）通市民在電視機新聞報
導（道）中，睇到個（嗰）個叫人衝
擊警方防線既（嘅）吾（唔）係佢黎
（嚟）？咁既（嘅）判決，當然係吾
（唔）滿意啦！」
「catblack」亦表示︰「吹晒雞，拍
晒片咁樣都唔係煽惑暴動？或者我要
返小學重新學過閱讀理解。」
「吡吡」亦疑惑︰「唔係梁天琦
煽，即係邊個煽呀？冇人煽，即係暴
動係大自然現象？」

正當部分反對派又在
「美化」、「英雄化」
旺角暴亂中搞事者嘅惡

行，有年輕人又再受影響，於網上號召激進
者於本周六到旺角「睇住香港」，聲言要
「聲援旺角義士，聲援未來之抗爭行動。我
地（哋），香港人，絕對會繼承旺角義士之
意志」云云。

「獨派」揚言「睇住香港」
「獨派」組織「學生獨立聯盟」昨日在
facebook專頁發文（見圖），聲稱「旺角起
義」已有裁決，「一眾『香港英雄』『大義
之舉』，竟被判為暴動罪。政府嘗試以『嚴
刑峻法』，『抹殺』港人抗爭權利。」他們
稱，梁天琦等人所受的刑責，「全部都係為
香港人而『犧牲』，佢地（哋）係真正既
（嘅）香港英雄。」
「學生獨立聯盟」又聲言，旺角暴亂始於

「保衛香港人嘅文化與空間」，質疑現時香
港的空間不斷被「侵蝕」，又拉到「一地兩
檢」上說，質問︰「到底香港仲係咪屬於我
地（哋）香港人？」
他們揚言，要為「義士」好好地「睇住香

港」，呼籲大家本周六「齊
聚」旺角西洋菜街，更稱這
是「大規模社會抗爭計劃嘅
預告」，最後更「立誓」
稱︰「香港獨立，以死相
搏！」

網民揶揄：買水槍呀？
不過，活動公佈了近一
日，截至昨晚約10時半，只
有7人稱會出席，未知最後
效果如何，但不少網民就對
這些「獨派」分子冷嘲熱
諷。
網民「戴料平」留言揶

揄︰「既然以死相博，點解
唔係（喺）解放軍軍營？係
（喺）西洋菜街買水槍呀？」「學生獨立聯
盟」竟忽然講法律地反過來問對方︰「你知
否你現在的言論有煽動的嫌疑 ？」
「Jayden Keung」亦幫忙反擊謂︰「咁集合
香港人點解會去軍營？多香港人住果（嗰）
度？交通方便d（啲）？」「戴料平」則強
力反駁︰「呢個問題真係好低能，喺西洋菜

街唔通同香港人生死相博（搏）？」
「黃得得」看透這些「煽人衝，自己鬆」

的伎倆謂︰「吹雞唔到，唔搞事嘅就死全
家！」「陳人仔」就直斥這些人「 發完夢
未」，質疑他們當中「有幾多個有正當職
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2016年係威係勢搞
旺角暴亂嘅「本土民
主前線」前發言人

「獨琦」（梁天琦）日前被裁定暴動罪
成，唔少反對派都開聲包庇，但當然就
俾人鬧返轉頭。為其中一個被告辯護嘅
民主黨游月華，前日就喺facebook出文
認親認戚，話自己係獨琦「2/3 阿
媽」，大讚獨琦「有抱負」、「有領袖
魅力」，甚至「單純」咁話，仲話自己
聽到佢罪成喊咗出嚟。有網民就質
問︰「2/3阿媽，你個×街仔覺得人命
如沙石，這是有抱負嗎？思想清晰嗎？
有領袖魅力嗎？人做阿媽你做阿媽，知
唔知個衰字點寫呀！」

「梁天琦是好人？臭味相投」
唔止呢個游月華俾人鬧爆，喺fb寫文

話「獨琦」同自己都係被捲入「政治漩
渦」嘅「中箭（香港眾志）」創黨主席
羅三七（羅冠聰），講到佢哋自己「身
不由己」、「迴避不了人生災厄」咁，
同樣俾網民cap圖點名鬧爆，但就係幫
其他「獨派」分子鬧囉。

「陳雪」就諗起之前有個叫「言某」
嘅旺暴參與者，坐緊4年幾嘅監，「獨
琦」當時都從來冇幫過手，「社運界反
骨仔梁天琦，反骨仔就係反骨仔，佢係
咪坐監都係反骨仔。如果坐監可以一筆
勾銷，你試下同殺人犯、強姦犯受害者
或家屬講，睇下佢地（哋）會唔會打×
你？」
「陳雪」仲揶揄嗰班為「獨琦」「又

感動又難過」嘅人「多口水」，形容佢
哋「收了錢場大龍鳳果然不同凡響」，
「覺得梁天琦是好人？物以類聚，臭味
相投。」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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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網民不滿梁天琦煽暴竟脫罪

反對派美化「獨琦」無棄保潛逃
旺角暴亂的搞事者相繼被裁定

罪成和負起相應法律責任後，被
視為旺暴「禍首」的「本土民主
前線」梁天琦日前被裁定暴動罪
成，正等候法院判刑。經常聲稱
要「有規有矩」的反對派，是次
大多數人都避談事件，隻字不

提。但部分人包括公民黨黨魁楊岳橋
就在報章撰文，以煽情手法把梁天琦
塑造為「政壇浪子」，又推崇梁天琦
沒有棄保潛逃云云。
楊岳橋在其撰文上，描述「沒有梁
天琦」，就沒有他，形容梁天琦「利

口捷給、眼神銳利、心高氣傲」，是
一名「高質素的對手」，令自己暗暗
羨慕云云。作為擁有大律師資格的法
律界人士，楊岳橋把不棄保潛逃形容
為難得，並說︰「本來梁天琦大可選
擇關掉手機，留在他鄉，但他選擇承
擔選擇回來香港選擇面對自己與法
律。」

楊岳橋稱讚「胸懷理想」
楊岳橋更把嚴重破壞社會治安的旺

暴罪行，全部推到管治階層的責任，
聲稱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不能單以法

律便可以解決，把參與是次罪行的
人，美化為「胸懷理想與激情的未來
主人」。
楊岳橋又稱，在梁天琦等人被判刑

的同時，旺角繼續「夜夜笙歌」，並
質疑︰「在這片歌舞昇平底下的深層
次社會矛盾，是否法律就可以解決得
了？我們常說未來屬於年輕人，但香
港又有沒有珍惜過一批又一批、『胸
懷理想與激情』的未來主人？」

譚文豪把旺暴卸責政府
同屬訟黨的譚文豪亦在其facebook

上撰文，把旺暴罪行責任推向特區政
府，聲稱特區政府對旺暴事件的起因
「心知肚明」云云。他更借題發揮，
講到部分反對派被法庭裁定喪失立法
會議員資格一事，批評特區政府不讓
人激進和參政，「香港政府想迫香港
人最終走上邊一條路？」

羅冠聰宣稱「身不由己」
而案件纏身的「香港眾志」創黨主
席羅冠聰，亦在fb撰文，宣稱自己和
梁天琦都是被捲入「政治漩渦」，又
形容為「我們這些身不由己，迴避不
了人生災厄的人」，圖為其參與旺角
暴亂、違法「佔領」等問題一一開
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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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天琦（左）於上周五由囚車載
離高院還柙候判。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