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對派肥彭唱和 抹黑公安例
美化旺暴犯為「理想」竟稱法官重判「缺同理心」

「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

被判入獄 6年，前港督彭定康（肥

彭）等外國政客，和香港反對派「不

約而同」地口徑一致，圖將暴徒漂白

成「有為青年」的形象，在引導輿論

批評法官的同時，更將矛頭指向《公

安條例》。政界人士批評，反對派與

外國勢力互相配合，企圖轉移視線，

誤導大眾，並要求他們要向即將入獄

的年輕人、其家人以至香港的司法制

度道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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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梁天琦
昨日被判監禁6年，與其他傳統反對派中
人不斷鼓吹所謂「違法達義」有直接關
係。「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在聞
判後竟稱，自己「作為一個媽媽，之前我
應會勸他留在美國不要回來了」。建制派
立法會議員批評，毛孟靜竟顛倒是非黑
白，更教唆他人違法，荼毒年輕人的心
智，實無資格擔任立法會議員。
反對派為了漂白旺暴一批暴徒，可謂無

所不用其極。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此前撰
文，形容梁天琦沒有像另一被告黃台仰棄
保潛逃一事「難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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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稱「勸他留在美國」
毛孟靜昨日在梁天琦判囚6年後於fb撰

文，稱她得知梁天琦決定從美國回香港受
審時，「他是可以選擇不回來的 — to
face the music, the consequences，對我來
說，那是出奇地年輕的人出奇地負責任的
表現，是感觸的。……作為一個媽媽，之
前我應會勸他留在美國不要回來了；作為
一個香港人，之後我只感激感動他的承
擔。」

梁天琦違法但一直拒絕承擔責任，在作
供時更將所有罪名推在其「戰友」、已潛
逃而「死無對證」的黃台仰身上，僅因為
他未有潛逃就成為「有承擔」，反對派真
係神邏輯，仲要加句話自己會勸佢拒絕應
訊，實有鼓吹違法之嫌。

冇走佬美化成「有承擔」
監警會副主席謝偉銓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不點名批評毛孟靜的講法令人匪
夷所思，「身為立法會議員，應該提醒年
輕人做任何事前都須三思，不應以身試
法，而非教人犯咗法就走佬、棄保潛逃逃

避法律責任，這是絕對不可接受的。」
身為律師的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批評，
毛孟靜試圖將梁天琦這個暴徒美化成英
雄，盲目地聲稱梁天琦冇走佬就係「有承
擔」，但事實上，梁天琦在聆訊過程中，
從來沒有承認過自己的罪行，更砌詞試圖
淡化自己的犯罪角色以逃避責任，毛孟靜
的說法已完全歪曲了是非對錯觀念，勢荼
毒年輕人的心智。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強調，香港絕不

容許任何暴力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反對
派盲目包庇、美化暴亂者，是在試圖洗年
輕人的腦，大家必須譴責此等禍港言行。

毛孟靜涉教唆潛逃避刑責

旺暴發生後，反對派政
黨扮晒嘢「譴責暴力」，
話要相信、尊重法治，但

無論喺「佔中」以至旺暴案判刑時，佢哋就
不斷話班暴徒係「政治犯」，講到佢哋應該
攞好市民獎咁，批評法官的判決，好似公民
黨黨魁戇橋（楊岳橋）就係咁。不過，喺
「獨琦（梁天琦）」昨日判刑後，「港獨」
分子就回帶返佢當年喺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時
同「獨琦」爭位時，在一選舉論壇上話香港
有獨立嘅法治制度，所以「有險可守」嘅說
話鬧爆佢。
反對派口講話要尊重法治，認為唔應該批

評法官判案，覺得唔公平可以上訴，但當判
決唔啱佢哋聽時，佢哋就非常「勇武」咁批
評法官嘅判案。近日，佢哋就對參與旺暴嘅
「港獨」分子呵護有加，讚到佢哋天上有地
下無。「獨琦」昨日判刑，戇橋亦都幫佢講
說話。無他嘅，所謂政治，喺佢哋眼中其實
係計數：明年就係區議會選舉，佢嘅如意算
盤係就算吸納唔到呢班「港獨」分子，都可
以避免佢哋到時阻手阻腳吖。

口講尊重司法又包庇暴徒
喂阿哥，之前又係你話要尊重司法制度，

鬧吓法官判決都唔啱，仲喺補選期間同「獨
琦」對壘時，話「香港仍有希望，因為香港
有獨立的司法系統。如果有人想搞佢，Over
my dead body！」個噃，現在又改口，將龍
門搬上太空，到底你邊句先係真？
唔少網民都不滿佢包庇暴徒，仲攞返佢曾

經喺反東北發展案時話「入獄的13人都因為
案底而令人生變得更精彩」嚟恥笑佢（見圖）。

「Lee Yan」就話：「真開心！呢班人渣，終
於享有你條契弟所講嘅……精彩人生！期待
佢哋出獄之後，繼續做啲傷天害理嘅事……
繼而再入返去確保餘下一生都繼續精彩！」
就連戇橋想吸嘅「獨」，都唔買佢賬噃！
鼓吹「自決」嘅「香港眾志」前主席羅三七
（羅冠聰）就喺fb發帖話：「達官貴人說要
相信法治，相信制度，相信基本法，相信
『一國兩制』。抹了一額汗，我們，還有甚
（什）麼能夠相信。」河童（黃之鋒）亦喺
轉發該帖時亦特登highlight咗呢一句，擺明
係一巴巴打到戇橋啪啪聲。

「有險可守難聽過粗口」
一直撐「獨」嘅演員杜汶澤更「直線抽

擊」，爆粗道：「有險可守，×過粗口！」
網民「Jeremy Lui」就攞返戇橋喺立法會辯
論「一地兩檢」時去咗美國威威一事：「當
佢既（嘅）黨羽同儕喺立法會『浴血奮
戰』，真正『守險』果（嗰）陣，佢死左
（咗）去邊！原來去左（咗）老美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戇橋想吸「獨」反被回帶鬧爆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大
家都係食「人血饅頭」，就不用分
得那樣細啦！社民連的「長毛」
梁國雄，昨日在梁天琦判囚時拉
起橫額到現場抽水，「港獨」分
子即刻古思堯上身，大罵：
「喂！喂！喂！企開啲啦×你老
母！」職工盟清潔服務業職工會
組織幹事杜振豪就發帖反擊，話
成班「獨派」大佬網上凶狠，但
梁天琦判刑時就冇晒影：「如果
『本土派』組織過來法庭回應事
件，邊輪到社民連講？」
長毛昨日去高等法院外示威做

騷，話旺角暴動係「名副其實的
『政治審判』。」不過，「獨派」
當然唔領情。「無待堂堂主」盧斯
達就發帖話：「你社民連從來就不
斷打壓梁天琦，個副主席周諾恆就
話『樂見本土派領袖一個一個向法
庭認錯』，梁國雄聽幾次審就覺得
好威威去問人點解唔劫獄。食『人
血饅頭』，借梁天琦來幫自己上
鏡，要做到最後一秒啊。」

網民譏神速：訂場都嫌慢
「Chris Yip」亦話：「長毛你真

係×街到一個極點！當日你第一個
割席，今日你好意思×出嚟？」
「Sword Lam」道：「冇幾個月前
就大肆嘲笑梁天琦求情，今日就出
黎（嚟）博鏡頭搶fo，果然人性的
契弟！」「翼雙飛」也揶揄：「行

船爭解纜，饅頭佢食先，Book場都
嫌慢，法院門口食。」
「Fong Kwun Shing」 則 道 ：
「講開又講，暴動時唔見佢（長
毛）幫手嘅？」「Sam Law」就
話：「呢啲粗重嘢梗係留返畀後生
啦！小麗（旺暴當晚曾喺fb呼籲小
販到旺角擺賣的『瀆誓四丑』之一
劉小麗）咪一樣早走！」
「左膠」杜振豪就發帖反擊：

「見到有啲『本土派』又批評社民
連抽水。心諗，如果『本土派』組
織過來法庭回應事件，邊輪到社民
連講。社民連唔去聲援，連呢啲基
本立場都出唔到傳媒呀陰公。」
佢仲對「獨派」事事追住傳統反
對派嚟咬表達不滿，質問道：「梁
天琦的選舉造勢大會台下，有幾多
『本土派』的意見領袖，到今日還
對梁天琦不離不棄。黃毓民和陳雲
的惡言相向不計，鄭松泰是唯一一
個現時還得益『本土派』興起的
人，他的割席比起『泛民』是否更
應優先處理？」
杜振豪仲揶揄梁天琦嘅拍檔黃台

仰：「梁天琦被宣判當日，未見黃
台仰在海外現身宣佈成立『香港臨
時政府』或『香港解放陣線』，那
他的出走暫時只能視作單純的潛逃
而已。……如果正如好些梁天琦支
持者所講，香港人不配擁有梁天
琦，那我想反問一句，香港的『本
土派』值得擁有梁天琦嗎？」

長毛法院抽水 搶食「人血饅頭」

在得悉判刑結果後，英國組織「香港觀察
（Hong Kong Watch）」即引述彭定康

稱，《公安條例》對「非法集會」的定義「模
糊」，更「很遺憾」條例被「政治性地」用以
「針對支持民主的人及其他異見者」。保守黨
人權委員會主席布魯士聲言，梁天琦的案件並
非個別案件，反映香港政府「打壓」支持民主
的活動及表達自由云云。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竟和彭定康口徑一致，稱

「社運界」自回歸後一直對《公安條例》的引
用「保持着最大的警惕」，而是次判決反映
《公安條例》已「成為對付異見者的工具」，
呼籲特區政府檢討往後對條例的引用。
身為資深大律師的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則稱是
次法官的判刑較重，「缺乏同理心」，沒有考
慮梁天琦作出有關行為是「不為私利、而為理
想」。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也稱，是次判刑是「打壓
年輕人心聲」，並將問題掃入地毯底，不能真
正解決問題。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則聲稱
判刑「過重」，質疑法官的裁決「不公道」，
聲言法官將已經被裁定不成立的煽惑暴動罪中
所涉及的證據，考慮在暴動罪的判刑中。

湯家驊批侮辱司法制度
資深大律師、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對部分政
客以政治立場顛倒是非、盲目「批評」特區法
庭「濫用」法律「用作政治用途」深感憤怒和
不安︰「現在我們所用的暴動罪定義，對不
起，並不是由特區政府定出來，更加不是共產
黨定出來，而是英國普通法定出來。梁天琦行
為在電視上眾所周知，如果你說判刑重，我可
以理解；如果你說法官濫用法律程序，將梁天
琦定罪，完全是顛倒黑白的說法。」
他強調，香港市民從電視直播中親眼目睹被
告犯案過程，判決亦是經陪審團仔細考慮後的
結果，完全有事實根據。「如果彭定康認為有
政治訴求犯案便無罪，無政治訴求犯案便有
罪，這才是切切實實的濫用法律，更是違反法
治之為！前兩天，我們的首席大法官馬道立說
的，以政治立場來批評判決，正是彭定康之流
今天的行為。這種指鹿為馬的行為，不但侮辱
了我們的法官、侮辱了我們的陪審員、更侮辱
了我們的司法制度！」

陳曼琪：條例由港英引入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強
調，是次案件的性質是集體的暴力違法，和人
權無關，外國政客不應再誤導甚至利用港人，
以達到其個人的政治目的。事實上，《公安條
例》就是英國當年引入香港，彭定康最無資格
批評，更不應以「語言偽術」、政治手法去淡
化「港獨」分子的嚴重罪行。

梁美芬：須設身處地思考
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經民聯梁美芬表

示，外國政客不應對香港的事務說三道四甚至
煽風點火，而是應設身處地思考，類似的嚴重
暴力事件倘在英國發生，他們會否說出同一番
話來。她亦相信，旺角暴亂仍有「幕後黑
手」，煽動年輕人暴力抗爭，希望執法部門徹
查。

陳健波：應為荼毒人道歉
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健波批評，反對派不應
以「合自己利益就接受，不合自己口胃就大肆
踐踏」的態度攻擊司法機構，更不應以各種花
言巧語，包括說什麼「坐監令人生更精彩」、
「違法達義」等公然破壞香港法治、荼毒年輕
一代。他們的言行，已經玷污了香港這個法
治、文明的社會，應當對因他們誤導而入獄的
年輕人、他們的家人及香港的法治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川）反對派中人由違法「佔
中」以至旺角暴亂前後都一直
鼓吹所謂「違法達義」，但他
們的子女無一參加過類似的
「抗爭」。近日，民主黨創黨
主席李柱銘的兒子李祖詒，與
莎莎國際控股主席郭少明幼女
郭詩雅拉埋天窗，有網民就惡
搞兩人的婚禮照，將昨日判囚
的梁天琦的頭像key到李祖詒
身上，還發文道：「如果你係
我（李柱銘）個仔，我又點捨
得要你衝（坐監）。」
此帖引起不少網民共鳴。

「Joe Lee」就向梁天琦話：
「受苦的你永遠記住，推你
哋去死的政棍。你（李柱
銘）的獨仔娶百億新抱，別
人仔女坐監無前途！」
「Chan Wing Kin」就話：
「佢個仔，果（嗰）啲日子
一定係（喺）屋企，保護到

實一實，邊會去衝咁傻
仔？」
「Kau Choy」就恥笑：

「人家新婚洞房、你就入監
房。」「Yunsing Tang」慨
嘆：「年輕人，清醒一下，
多用腦。牠（他）們榮華富
貴，你們孭足一世。」但
「Pui Pui Ng」唔同意班暴徒
值得同情：「『民主派』搵
笨×，但香港竟然有傻仔比
（俾）佢哋揾笨×，怨得邊
個？」「王忝」話：「傻仔
入哂（晒）獄，老千在外面
嘆世界，最諷刺是傻仔認為
老千係救世主！」
「Stanley Ting」則直言：
「天理循環，報應不爽。班
政渣時辰未到，夠鐘每一個
都無得走！包括所有『佔
中』/『佔中旺』攪（搞）手
同參與者，一個不漏！全為
地獄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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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竟指法官無考慮梁天琦等是為「理想」而參與暴動。
圖為暴徒向警員擲物。 法新社

■■李柱銘兒子李祖詒與莎莎太子女郭詩雅日前拉埋天窗李柱銘兒子李祖詒與莎莎太子女郭詩雅日前拉埋天窗，，有網有網
民將梁天琦的頭像民將梁天琦的頭像keykey到李祖詒身上到李祖詒身上，，還配上還配上「「如果你係我個如果你係我個
仔仔，，我又點捨得要你衝我又點捨得要你衝（（坐監坐監）」，）」，來揶揄李柱銘來揶揄李柱銘。。 fbfb圖片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