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人咒法官「死全家」反對派縱容沆瀣一氣

獨琦罪有應得 禍首豈容逍遙
各界促將煽暴黑手繩之以法 免青年淪「炮灰」

法院前日就2016年農曆新年旺

角暴亂案作出判決，梁天琦被判入

獄6年，盧建民入獄7年，黃家駒

則入獄3年半，社會各界均對判決

表示支持，並批評參與暴動者目無

法紀，獲判入獄是罪有應得，又相

信事件能為青年人帶來啟示，明白到違法暴動不得人心，應以合法合理的

方式表達政治訴求。遺憾的是，在幕後煽動暴亂的反對派中人仍逍遙法

外，各界希望執法部門跟進，將其他煽暴禍首繩之以法，不容他們繼續毒

害年輕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摯、繆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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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在fb撰文，指在多名暴徒中，
反對派唯獨「聲援」梁天琦，是因為對方
仍有利用價值。 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本土民
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暴動和襲警被
判刑，一眾反對派竟為他「呼冤」，全國
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就在facebook撰文
點破，在多名暴徒中，反對派唯獨「聲
援」梁天琦，是因為對方仍有利用價值，
並批評梁天琦所謂的「唔會放棄香港」，
說穿了就是其「港獨」主張，亦反映他並
無就其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悔改。
梁振英在文章開首就反問，除了梁天

琦，前日還有兩個人被判刑，其中一人的
判刑更重，「『黃媒』為什麼不同時為這
兩個人呼冤？答案很簡單，梁天琦在政治
上有剩餘利用價值，其他兩人沒有。」
他指出，梁天琦3年來遭「黃媒」和反

對派玩弄，「反覆被棄、被寵；被踩、被
捧」，「每次反覆，都不是路線和立場問題，是利
益和利用價值問題……年輕人玩反對派政治要擦亮
眼睛。」
就辯護律師為梁天琦塑造「高大形象」，稱梁天琦

「仍答應港人，絕對絕對唔會放棄香港」，梁振英提
醒大家應當反問︰「唔會放棄香港咩（乜）嘢？」

批「獨琦」拒收斂「遑論悔改」
他直言，梁天琦的主要政治訴求是「香港獨

立」，而他在網台上也承認自己用的手段是借故聚
眾，有不同計劃企圖衝擊警察，想「搞大佢」，反
映梁天琦在旺角暴動後沒有收斂，「遑論悔改。」
梁振英強調，警方仍在追查旺角暴動案，不排除
有更多涉案者被捕。《蘋果日報》明碼實價大手筆
犒賞讀者，針對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爆相爆片，他質
問道︰「如果這些爆相爆片關乎『社會利益』，那
為什麼《蘋果日報》不懸紅，請讀者協助緝拿黃台
仰等棄保潛逃人士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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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鼓吹
「港獨」的「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
梁天琦因旺暴案被判入獄6年，其他
「港獨」分子隨即狙擊該案的主審法官
彭寶琴，在網上嘲弄其亡夫為警司，是
「報應提前來」，更有人詛咒她「家人
逐個前往地獄報到」。立法會建制派議
員批評，「港獨」分子肆意對法官人身
攻擊，言論冷血、卑劣，妄圖向法官施
壓，破壞香港的法治精神，而口口聲聲
稱要「維護法治」的反對派，對此不吭
一聲甚至縱容，反映他們沆瀣一氣。

配圖「哈哈笑」喪夫痛灑鹽
《蘋果日報》前日起底旺暴案主審法
官彭寶琴的個人資料，包括她曾在律政
署（現律政司）任職至副首席政府律

師，其丈夫、水警總區總部（行政）警
司歐陽國基在2016年底疑因隱性心臟
病突發在住所猝死等。一直鼓吹暴力的
「港獨」組織「勇武前綫」昨日就引用
《蘋果》的資料在facebook上發帖，大
字標題稱彭寶琴「原來是警嫂」。
該帖圖中還寫上其亡夫猝死一事，更

配上「哈哈笑」的符號，並寫道︰「原
來報應會提前來的？」一眾「獨派」網
民隨即留言附和，侮辱道「寡婦好大怨
念」。其中，「Vnh Sam Tse」聲稱：
「佢有無後代呢？報應好快系（喺）隻
臭肥×後代度，睇下（吓）佢點死。」
「勇武前綫」惡毒地回應︰「有都養唔
大。」
自稱「台灣國民黨」成員的阮彌亨更

詛咒彭寶琴：「家人逐個前往地獄報

到，最後百病纏身不得好死」，疑似在
渣打銀行任職的「Jackel Lam」刻薄地
稱：「死老公皆因『佔中』。」

陳恒鑌批梁家傑始作俑者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港獨」言行卑劣、
冷血。他強調，法官依法判案，必須遵
守及尊重，而非合心水就支持，不合心
水就肆意人身攻擊。
他並點名批評身為資深大律師的公民

黨主席梁家傑，公開聲言法官「沒有同
情心」，完全是刻意貶低香港的司法制
度。這些人一方面口口聲聲地稱「不容
干預法治」，令一方面卻肆意抹黑法
官。
他指，「港獨」分子自以為「大條道

理」，言行越來越放肆，梁家傑等實為
始作俑者。

郭偉強指不反思反諉過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指出，

「港獨」分子的言行反映他們一貫的
行事作風，不但未因梁天琦等被判囚
而反思，更繼續諉過於人，且通過人
身攻擊試圖向法官施壓，毫無道理、
道德可言。

邵家輝：詛咒顯冷血無恥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強調，旺暴的事

發過程、梁天琦的參與程度，全港市民
有目共睹，而法官是根據法律並通過公
開、公平、公正的程序判刑。
「港獨」分子對法官人身攻擊，十分

冷血及無恥，並呼籲經常將「維護法
治」掛在嘴邊的反對派，應好好警示其
支持者，令他們真正地尊重香港的法治
制度。

■「勇武前綫」狙擊彭官，發圖在其喪
夫痛上灑鹽。 fb截圖

差別待遇引熱議
許微：可憐的他，現在啲什麼梁家傑，淘緊身（涂謹申）都
係幫梁講說話，何曾有替佢（盧建民）講—句話，七年都冇
話佢判得重啦！

Jeff Räikkönen：D（啲）人鍾意睇明星。可悲。唔出名，
判10年都當睇唔到。

Anna Belle：琦哥曾經租住鰂魚涌一間月租二萬多元，酒店
服務式住宅，幾豪呀！

Siu Ki Wu：袋錢最多那位（黃台仰）……已取錢潛逃到它
（他）處，歎緊世界！傻仔慢慢坐！

Edwin San Sin：你唔游埋去，佢哋點用到你？這陷阱這陷
阱，你鐘（鍾）意遇上！

Yoyo Tam：藉藉無名嘅爛頭卒，比湖北琦仲要坐多一年，
真係喊都無謂，只怪自己蠢，人衝你衝，終於就衝咗入監
房。

Sakayitanaka Tanaka：總之精人出口，笨人出手，所有政
棍的仔女都從沒有出來，係你班傻仔被人利用。

Wai Wong：坐幾年出嚟，年紀又大，又無一技之長，死路
一條。多謝啲政棍狀棍推佢哋去死！

Barry Ho：呢條光明（盧建民）唔好扮傻仔啦，每見有遊行
集會都帶班馬出嚟抽水向警方挑釁，今次求仁得仁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
梁天琦被判入獄6年當日，「議會陣
線」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忽然母愛氾
濫，稱自己作為一個媽媽，早應勸對
方留在美國不要回港。本身是律師的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曼琪批評，毛作
為議員卻視法律如無物，應該馬上辭
職。
陳曼琪昨日強烈譴責毛孟靜的言
論，批評對方再沒有資格當立法會議
員，「她這種說法，即是告訴別人
『你去犯法吧，你犯法之後不要緊，
你走佬，不要再回來』。」
陳曼琪直言，毛孟靜這樣鼓吹別人
逃避罪責，視法律如無物，而這番話
更是出自一個立法會議員口中，她應
該向公眾道歉並馬上辭職。

咩 叫 「 一 將 功 成 萬 骨
枯」？咪就係梁天琦呢種
囉！高等法院前日裁決，梁
天琦坐6年，而另一被告盧

建民被判7年，但成班「獨派」以至傳統反對派
中人就淨係對梁天琦喊苦喊忽，判刑更重嘅盧建
民就睬你有味，都咪話唔世態炎涼。唔少網民都
慨嘆「同人唔同命」，人哋坐監都風光過人，你
班卒仔就「死咗」都冇人知。不過，有人就話班
反對派錫住仔女唔叫佢哋衝叫你衝，你竟然真係
衝，點講都係抵死嘅。

盧建民曾呻待遇有差別
梁天琦及盧建民判囚後，雖然後者坐監仲耐過

前者，但喺「港獨」分子同其他反對派中人眼
中，兩個人好明顯有差別待遇。「獨派」以前有
搞過所謂「抗爭者基金」，但似乎啲錢去晒梁天
琦度囉！盧建民此前喺接受「壹傳媒」訪問時，
已經呻自己生活淒慘，特別是事後沒有任何人幫
他和其他寂寂無名者，「我們這些沒有政黨幫助
的，因為我們被定性為激進的，沒有政黨肯幫我
們。加上我們不是梁天琦，他就有很多人幫手，
我們沒有的。」
正如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話，梁天琦喺反對

派眼中仲有利用價值吖嘛，點同你呢啲卒仔呢？

唔少網民都喺網上熱烈討論（見表）。

狗達寸反對派搶「琦」抽水
一直唔妥梁天琦嘅「熱狗」前「首領」黃洋達

就發帖揶揄：「個個都係（喺）度講（梁天琦
囚）六年、六年……明明判得最重嗰位（盧建
民）係判左（咗）七年，仲要同一日判，大家都
一樣可以無視……」
佢仲揶揄其他反對派中人不斷借梁天琦抽水：

「當抗爭還有希望時，大家就當件事係猛獸，拖
後腿、砸石頭、扼殺；當運動已經死去時，大家
就拿牠的獸皮，來為自己裝飾，要來做皮草，要
來做手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
聯會理事長王惠貞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旺角暴動為香港社會帶來很大
傷害，法官是次作出有警戒性的裁決並帶來
啟示，就是當事人自己以為合理就可以任意
妄為，將無法維持社會秩序。

王惠貞：判決體現法治

她續說，市民都普遍批評梁天琦蓄意煽動
旺暴，倘不入罪，將為社會帶來錯誤引導，
造成不良影響，是次裁決體現了香港的法治
精神，提醒大家要遵紀守法。

蔡毅籲青年勿有樣學樣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

長蔡毅表示，梁天琦等發起暴動，影響社
會，帶來不良影響，是罪有應得的，而法院
的判決合情合理，希望是次事件可令年輕人
明白到，不理性的違法抗爭行為絕不可取，
不要「有樣學樣」。
他並批評，戴耀廷及反對派議員等煽動暴

動者，鼓吹違法行為，嚴重誤導青年人，向
社會散播負能量，同應受到社會的譴責。

顏寶鈴：暴力必受制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表示，旺角暴亂

影響惡劣，既造成警民受傷，更嚴重損毀了
香港作為最安全城市的國際形象，故支持法
官依法對梁天琦等人判刑，認為此舉彰顯了
社會正義、維護了香港法治精神。
她認為梁天琦判囚6年，對香港年輕人是
一個警示，並強調任何政治訴求都應通過合
法合理的途徑去表達，訴諸暴力傷人傷己，

必將受到法律制裁。

陳勇：不能破壞法治核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

表示，當日旺角暴亂的情節嚴重，後果可
以變得「好恐怖」，所以現時的判刑合
理，亦讓大家認清楚所謂的動機高尚不等
於沒犯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論政
治理念如何，不能破壞法治核心才是根
本。
陳勇同時為涉案的年輕人感到遺憾，因為

真正的幕後黑手現時仍逍遙法外，「他們只
會叫年輕人出來抗爭，怎麼不見他們叫自己
子女出來，這分明是在害人子女！」他冀香
港的法律能將他們繩之以法，以保障青少年
不要再成為「炮灰」。

施榮懷盼禍首速「落鑊」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

會會長施榮懷表示，法庭的判決公正合
理，給予滋事犯罪者應有的懲罰，可惜賠

上了幾位年輕人的前途，希望可以提醒年
輕人，任何人都需要對自己所做的事負
責，不是一時衝動、有政治訴求就能為所
欲為。
他認為，幕後煽動青年人參與違法暴動者
是罪魁禍首，毒害了不少年輕人，但至今仍
未「落鑊」，令人感到十分奇怪，此次裁決
希望他們能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

簡松年：判決具相當阻嚇力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創會主

席簡松年歡迎今次判決，並認為判刑反映了
涉案人於當日事件中的暴力行為及後果，實
屬合理，同時具有相當的阻嚇效果。
就有反對派認為判刑過重一說，簡松年

指責他們自以為只要是為「社會民主公
義」發聲就可以做任何事，更不會理會是
否涉及暴力，但事實上法庭的首要考慮是
社會安寧與穩定，「如果之後一有『民主
抗爭』就要擲磚，這明顯是危害人身安
全，大家怎能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香港娛
樂圈有不少「獨」藝人，在梁天琦判監
後紛紛蒲頭。有人聲言是次判刑是對
「有理想的年輕人」趕盡殺絕、「置諸
死地」，有人更乘機「清算」在立法會
新界東補選中打敗梁天琦的公民黨黨魁
楊岳橋。有網民就睇唔過眼，話如果佢
哋認為暴徒當日所做嘅係啱，何以當時
唔見佢哋出現？有人更批評如果被打、
被磚掟中者係佢哋或佢哋家人，現在就
唔會講咩呢啲風涼話。
歌手黃耀明喺佢fb發文，話梁天琦被

判監係「打壓異見者」，「當權者繼續
自以為是，完全不去反省誰是始作俑
者，甚（什）麼原因將人推向街頭，只
會將更多懷著（着）愛有理想的香港人
趕盡殺絕，逃離這個城市」云云。歌手
何韻詩則聲言，「已經唔止（只）政治

逼（迫）害，簡直係要將年輕人置諸死
地，永不超生。面對只有國家任務沒有
良知嘅政府，仲可以講咩？」
原名柯翠婷嘅「100毛偽人」盤菜瑩子

就回帶發帖，話自己「我由第一眼見到，
已經非常非常非常討厭楊岳橋」。現在同
佢拍檔嘅演員杜汶澤就留言話：「我第二
眼。……三件頭九粒褸垃×圾。」

「原來犯法唔應該坐監？」
唔少人就批評呢批「偽人」。「Roy

Choba」就寸爆何韻詩：「當日你嘅觀點
係唔支持本土以武制暴架（㗎）喎。點解
而（）家喺度哀悼梁天琦？」
「Hon-tai Hung」也質疑：「妳認為梁
天琦的違法行為是正確？如果正確的話，
點解暴動當晚唔見妳出現掟磚嘅？」
「Jason Wong」批評道：「原來犯法

唔應該坐監？！暴動中受傷嘅市民、警務
人員、消防員、被毁壞嘅店舖、設施邊個
去負責？判六年實在太輕！」「Luke
Wong」直言：「不如你去試下（吓）俾
（畀）磚頭掟。」「Cheng Ka Lun」則
「求」佢哋唔好再出來害年輕人。

「獨琦」落鑊爭住呵 棄卒重囚無人理

毛婆煽違法後「着草」
陳曼琪批失格議員

撐「獨」藝人搶光環 網民批抽水攞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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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達在fb撰文，指梁天琦搶盡「光環」，即使
盧建民被判重囚，卻被人無視，佢仲揶揄其他反
對派中人不斷借梁天琦抽水。 fb截圖

■黃耀明（上）和何韻詩（下）在fb發
文抽水。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