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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挺禁「獨」 修例防流毒
保安局局
使《社 團 條
例》賦 予 的
權 力，禁 止
鼓吹「港獨」
的「香港民族黨」運作，各「獨」組織
紛 紛 聲 言 會「 聯 成 一 線 」， 繼 續 播
「獨」，包括加強滲透校園。香港各
社團首長及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和全國政協委員表示，「民族黨」
與其他圖謀分裂國家的組織結盟，
圖謀分裂國家，更滲透到中小學校
園，嚴重危害香港公共秩序及社會
安寧，故堅決支持保安局局長防微
杜漸，依法取締「民族黨」，完善相

■江蘇旅港同鄉聯合會等代表昨日到灣仔警察總部請願，支持政府取締「香港民族黨」。

江蘇旅港同鄉聯合會及屬下 23 個屬會代
表，昨日到灣仔警察總部請願，支持特區
政府為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取締「香港
民族黨」及其圖謀分裂國家的行為。
江蘇旅港同鄉聯合會一行約 20 多人，包
括會長馬忠禮、常務副會長兼江蘇義工團
團長姚茂龍、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曹曉
燕、常務副會長吳玉平等，昨日到警察總
部遞交立場信。

能讓「港獨」分子和組織繼續不斷蔓
延、滲透，危害香港和國家的整體
利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摯、鄭治祖

盟」等組織採取行動，「學動」召集人鍾翰
林聲言，他們不會改變組織綱領，包括支持
「港獨」，及支持「勇武抗爭」在內的一切
有效抗爭，又稱已聯絡不同「獨派」團體如
「香港民族陣線」等，探討未來如何合作。

鼓吹「建國」違法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
良好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居
民享有很多自由，惟不能有鼓吹「港獨」、
分裂國家的自由。
他批評，「民族黨」不單公然鼓吹建立
「香港共和國」，更滲透到中小學校園發展
「會員」，到大學搞「港獨」講座，頻繁勾
連「台獨」、「藏獨」、「疆獨」分子，嚴
重危害國家安全，違反基本法和《刑事罪行
條例》、《社團條例》等條例，因此堅決支
持保安局局長依法取締。

斥危害秩序安寧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聯
會理事長王惠貞表示，「民族黨」是非法社
團組織，在背後從事勾結「台獨」、「藏
獨」等分裂國家的行為，特區政府不能繼續
任由它滋生蔓延，以「言論自由」為幌子妖
言惑眾。她支持保安局局長執行《社團條
例》禁止其運作，以防微杜漸，制止一切危
害社會的行為。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港
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施榮懷強調，香
港社會對「港獨」零容忍，「民族黨」公然
鼓吹「港獨」，更與其他圖謀分裂國家的組
織有緊密聯繫，其行為已嚴重危害香港公共
秩序及社會安寧。保安局局長有責任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更應履行職責依
法取締違法的社團。

批勾結諸「獨」害學子

■聯會代表向警員遞交請願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他們批評「民族黨」招募會員，滲透學
校，公開鼓吹「港獨」，更勾結「台
獨」、「藏獨」、「疆獨」等外部勢力圖
謀分裂國家，特區政府必須依法取締。
江蘇旅港同鄉聯合會聲明說，成立以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保安局擬禁
止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黨」運作，
社會各界一呼百應，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取
締該黨。

一直堅持愛國愛港的宗旨，支持香港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與旗下 23 個屬會代表，堅
決支持保安局依法禁止「港獨」組織「香
港民族黨」運作。
參加請願的社團代表來自太倉同鄉會、
江陰旅港同鄉會、江蘇吳江（香港）同鄉
會、江蘇省泰州市旅港同鄉會、江蘇省泰
興旅港同鄉會、江蘇省靖江旅港同鄉會、
香港南京總會、香港南通同鄉會、香港海
安同鄉會、香港連雲港同鄉聯誼會、香港
揚中同鄉會、香港武進同鄉會、香港常州
商會、香港張家港同鄉會、香港蘇州總
會、香港鹽城商會、揚州（香港）同鄉
會、無錫旅港同鄉會、溧陽同鄉會、鍾山
有限公司、鹽城旅港同鄉會、香港啟東同
鄉會、香港鎮江市同鄉會。

作家籲教界排「獨」 護學子免遭洗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永臣）香港社會
近年一直內耗，而在校園內更瀰漫
「港獨」
歪
風，可惜社會無力遏止，任憑其散播開去。
各界人士昨日在書展一論壇上，一致嚴詞批
評
「港獨」
思想。
專欄作家屈穎妍會上批評，校園充斥
「黃」
思想的老師，一直教壞學生，希望社會能阻
止這股歪風傳播。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
楊志剛則強調，校園內不能容忍「港獨」等
違法思想。

姑息縱容 助長歪風
亞洲週刊、零傳媒及明報出版社昨日於書
展期間，為《香港超越內耗》新書舉行論
壇，15位作者包括屈穎妍、楊志剛、何漢權
等出席。
屈穎妍提到校園內近年掀起的「政治
風」。她指出，香港部分教育界中人對校園
內有問題的學生及風氣，普遍都沒有直接指
斥他們的是非對錯，更沒有適時糾正學生，
以致對社會的造成遺害，包括滋生了
「港獨」
思潮。校園內的「黃絲」老師，更向學生灌

■ 15 名 作
家在書展的
發佈會上呼
籲教界排
「獨」
。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輸錯誤思想，社會有必要想辦法阻止這股歪
風。
她認為，社會上的權威人士都需要就社會
問題及時指明對錯，包括現時的「港獨」問
題，令這些問題不會禍延下一代。

無任何學校容播違法思想
楊志剛在發言時則指，校園內對言論自由
的限制應比校園外更大。校園內有言論自由
的目的，是要保障不同思想能百花齊放，但
並不包括一些「臭草」和「雜草」，例如

袋巾
「吹水論」
庇
「獨」
頌雄寸：訟黨齋吹？

促防利用漏洞註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
陳勇表示，社區早有聲音反映政府應依法制
止「民族黨」反中亂港的行為，現在保安局
局長考慮行使《社團條例》賦予的權力予以
禁止，希望政府嚴正執法，馬上「止血」，
減低對社會的危害。
他強調，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容忍國
內存有勾結分裂勢力、圖謀獨立的社團組
織，希望特區政府完善相關法例，以防任何
鼓吹「港獨」的組織或個人利用漏洞註冊社
團。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表示，堅決支持
保安局及警方引用《社團條例》第八條，禁
止「香港民族黨」運作，取締「港獨」組
織。他批評，「民族黨」企圖分裂國家，鼓
吹「港獨」歪風，觸碰國家安全的紅線，且
有組織地搞亂香港，甚至與「台獨」、「疆
獨」、「藏獨」等組織聯絡，製造及散播不
穩定的因素，對香港整體發展有害無益，已
遠超越言論自由的界線，故希望特區政府嚴
厲執法。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會長鄧
清河批評，「民族黨」是一個打正旗號搞
「港獨」，又與「台獨」、「藏獨」等分裂
勢力同流合污的社團，就像黑社會一樣胡作
非為，是徹頭徹尾的違法社團，故他支持保
安局局長採取強硬態度予以禁止，讓公眾特
別是年輕人明白「港獨」的危害。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江蘇同鄉聯會請願 促打擊分裂圖謀

關法例，維護國家領土安全，絕不

有消息指，繼「民族黨」後，政府未
就來將對「學生動源」與「學生獨立聯

「港獨」
組織「學
生動源」
及「學生獨立聯盟」，在民
陣翼護下昨日公然叫囂要
「脫支」，立法會建制派議
員指出，有關人等過去一段
時間的所作所為，都證明了
「港獨」主張已成功入侵校
園，情況嚴重，反映特區政
府擬取締「民族黨」回應了
當前的事態發展，凸顯採取
必要行動是合情、合理的。
民陣昨日邀請了「學動」
等「港獨」組織參與遊行，
更高呼「港獨」口號，立法
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成員、民
建聯議員葛珮帆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學
動」等打着學生旗號的「港
獨」組織，曾號召全港中學
生在校園組成「關注組」甚
至參選學生會，要將「港
獨」聲音打進校園每個角
落，更獲逾 20 間大學及中學支持
「港獨」學生的協助，再度展開「播
『獨』文宣」攻勢，這都證明了特區
政府確有取締「民族黨」的必要。
她續說，「港獨」違憲違法的本質
一目了然，不容狡辯，9 間大學學生
會提出的所謂「譴責」，是「獨」文
宣攻勢的延續。所謂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港獨」各組織已成為了香港
未來的計時炸彈。青少年稍一不慎，
不幸受到這些偏激、仇中及仇視政府
的言論影響，有可能作出激進行為而
招刑責，自毀前程。
葛珮帆強調，特區政府絕不能縱
容、姑息這些在校園內播
「獨」
行為，
倘有關人等涉違法行為就必須果斷採
取適切行動，不可讓學校成播
「獨」
場
所，否則有關人等只會愈趨猖狂。

&

長正考慮行

執法 排

「獨」蔓延擾校 港府須遏止

依法取締
「民族黨」警惕
「獨」
滲透校園

「港獨」等思想，因為這些都是違法的思
想，即使是美國的大學，對違反憲法的言論
都不予容忍。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指出，「港獨」是沒有
市場。對比過去百多年所受的屈辱，今日國
家改革開放40年的成果非常可貴，不明白為
何這班親美親日的年輕人仍然提出「港
獨」：「這班人真是醜，如何對得住實實在
在的歷史。」
他並批評，公然提出「港獨」的人，是完
全違背了身為中國人的國民身份。

網民：難怪訟黨亂噏唔負責
黃詠欣：公民黨嘅存在原來就係吹下
水，唔怪之得講野（嘢）咁唔負責
任 ，明晒。
Sung Wing Yiu Raymond： 我 地
（哋）可唔可以組織專門宣揚殺人搶
劫的社團，同樣道理，是不可能批
准。甘（咁）簡單道理都要顛倒是
非，混淆視聽。

■話唔定訟黨又真係覺得齋吹就賺九萬六
就係人生贏家嘅。
now新聞截圖

■組埋黨都話吹吓水，這番言論有助了
解某黨本質。
now新聞截圖

傳統反對派中人為
淡化「香港民族黨」
等「獨」派組織的違
法言行，費盡心思為他們辯護。公民黨主
席梁家傑（袋巾），在一個電視節目上就
聲稱「民族黨」只係「吹吓水」，不會威
脅到國家安全，故特區政府不應取締。同
場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即時秒殺：
「咁唔通你哋搞公民黨又係吹吓
水？……組黨已經唔係吹水，而是有組
織、有策劃嘅實質行動！」
陸頌雄同梁家傑早幾日同場接受一個
電視節目訪問。在節目中，梁家傑聲稱，
「民族黨」只係「齋講吓『港獨』」，而

黨員亦只得數十人，「國家安全又點會受
到威脅呢？」
陸頌雄即時反駁：「組黨都叫吹水？
咁唔通你哋搞公民黨又係吹吓水？玩吓泥
沙？組黨已經唔係吹水，而是有組織、有
策劃嘅實質行動！唔係幾個人食飯，飲大
兩杯（醉酒）講吓笑。梁家傑唔好用『吹
吓水』去淡化『港獨』問題。」
陸頌雄其後將片段上載自己的 fb，並將
之形容為
「涼瓜傑嘅邏輯」
：
「如果
『港獨』
組
黨都叫吹水、冇實質行動，咁
『公民袋』
組
黨即係小朋友碌泥沙玩口水啦？真係人唔
笑貓都叫。」
唔少網民睇片後都大讚陸頌雄
寸得應（見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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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 Lam：如果有人齋講下如何去打
劫和殺人，仲有時間表，有方法計
劃，有對象（例如梁差杰（梁家傑）
家人），咁呀梁狀棍都會話無問題？
王世松：梁家傑梗係忘記咗，有句說
話叫做星星之火，佢係咪傻咗呢。
鍾載比：組黨人少，並不代表唔存
在！存在始終都是對國家有威脅！更
何 況 佔 中 前 ， 亦 用 同 樣 說 法 …… 講
吓！到後來結果又如何呢？
Ken HO：違法即是違法，違法就算一
個人以上都屬於違法！
資料來源：網上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何啟明：嚴峻事態證應取締
中文大學校董會成員、立法會教育
事務委員會成員何啟明表示，雖然政
府已多次解釋擬運用《社團條例》審
核「民族黨」的合法性，但這些已被
洗腦的「獨派」組織未有因此而收
斂，反而變本加厲，是明知故犯，更
足以證明「港獨」已成功入侵校園，
更逐漸擴大，形勢嚴峻，證明了政府
擬取締「民族黨」的決定是正確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陳浩天煽「武力建國」
今無恥訛稱非暴

■成堆網媒都報過你要武力「建
國」噃陳浩天。
網上圖片
所謂
「講大話唔
眨眼」，「香港民
族黨」
召集人陳浩
天近日在接受BBC訪問時聲稱，
「
『民
族黨』
從來沒有鼓吹使用暴力」
。事實
上，在警方文件中，詳列了陳浩天多
次公開煽動暴力搞
「港獨」
的言論。
陳 浩 天 在 BBC 節 目 「World Update」的訪問中聲稱：「我們沒有鼓
吹暴力，我們也從來沒有涉及暴力。
我們十分和平，我們只派發傳單和在
網絡上推廣我們的主意。」
不過，根據警方文件，口中聲稱
「沒有鼓吹暴力」
的陳浩天，曾多次聲
言要
「武力建國」
，包括
「即係對個政權
呢，就應該要，即係用啲武力㗎
嘞」
；
「若果要真係流血先至能夠得到
自由嘅話，或者令到香港繼續保存落
去嘅話，咁無辦法就要流血」；「如
果佢（政權）唔肯傾嘅，咪用下其他
方法，可能要用拳頭或者用磚頭，再
勁啲，咁打到佢肯傾為止」等等。
不過，陳浩天之前就大玩語言偽術
話，佢哋鼓吹「武力」唔係「暴力」
喎，真係人無恥就無敵。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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