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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昨日續有
多個民間團體請願，支持特區政府禁止「港
獨」組織「香港民族黨」運作，並促請政府
盡快取締其他「港獨」組織，以及盡早為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保障國家安全。
「愛港之聲」和「市民自發群組」一行
25人昨日早上在金鐘港鐵站外集合，手持
「速立二十三條 治標又治本」、 「『港
獨』是禍根 斬草要除根」、「國法家規齊
管治 剷除『港獨』衛家園」等橫額，先後
遊行至高等法院及政府總部。
「市民自發群組」召集人唐因批評，「港

獨」是違反憲法和基本法，嚴重挑戰中央和

特區政府的底線，「民族黨」及其召集人陳
浩天三番四次播「獨」，甚至勾結香港外國
記者會（FCC）作「港獨」演說，煽動分裂
國家，強調任何「港獨」組織或分子均應受
到法律制裁，更形容禁止「民族黨」運作是
為香港市民打下強心針，「（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雷厲風行，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
運作，實在大快人心。」
不過，她擔心其他「港獨」分子繼續借
屍還魂播「獨」，希望保安局與律政司多
作研究，除了依法取締其他「港獨」組
織，更應考慮以《刑事罪行條例》檢控
「港獨」分子的煽動罪行，以免「『獨』

風吹又生」。

促盡快為二十三條立法
「愛港之聲」一行20人昨日亦到政總外

請願，他們手持「支持保安局局長命令
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橫額，及「徹
底割除『港獨』腫瘤」、「二十三條立法
起訴『民族黨』」、「維護香港 抵制『港
獨』」等標語牌，大喊「支持警方嚴厲執
法」、「支持保安局取締『民族黨』」、
「陳浩天可惡，『民族黨』可恥」等口
號。
該團體認為，「港獨」嚴重違反國家憲
法和基本法，危害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
指出特區政府禁止「民族黨」運作合情、
合理、合法，促請政府繼續以嚴正、強硬
的態度取締其他「港獨」組織。
「愛國愛港關注組」一行10多人就在昨

日下午遊行到政總外。關注組召集人陳先
生批評，「民族黨」及陳浩天一直鼓吹
「港獨」，更勾結FCC播「獨」，煽動分
裂國家，嚴重違反憲法和基本法。他指，
關注組和市民早就促請政府禁止「民族
黨」運作，促請特區政府履行憲政責任，
盡快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遏止「港
獨」的蔓延。

多個團體請願促剷除「獨」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陳文敏日前接
受報章訪問時，聲稱自己「不支持
『港獨』」，但縱使「港獨」違法
也應容許「討論」，因「港獨」越
禁就越「神秘」。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昨日強調，既然分裂國家是
錯的，為人師表者應該拿出譬如反
對吸電子煙、作弊、偷窺、高買的
立場和態度，明確反對年輕人「討
論『港獨』」，而不應該只說「不
支持」。
梁振英昨日在facebook發帖，表

示要與陳文敏就怎樣「討論『港
獨』」商榷。他提到昨日有報章就
電子煙作大篇幅報道，訪問醫學界
人士、政府委員會委員和過來人，
大家眾口一詞指出吸電子煙的壞
處，而報道沒有訪問吸電子煙的
人，也沒有報道認為吸電子煙有
「好處」的人的觀點。

以吸電子煙為例確立是非觀
他贊同報道手法和內容，因為吸

電子煙危害健康，是錯的，而如果
有人主張吸電子煙，青少年要「討
論」是否吸電子煙，社會就會引
導、規勸甚至責難，故沒有人會用
陳文敏的話說「恐電子煙越禁越神

秘，年輕人越以為正確」。「電子煙的例子
說明我們對問題有是非觀，有是非立場、有
是非態度，不會以青少年人的自由為名，任
之由之『討論』。」
梁振英重申，吸電子煙是錯的，分裂國家

更是錯的，至今更沒有現職的大學校長、老
師和現任的立法會議員公開說「港獨」是對
的，「既然大家有了是非對錯立場，年輕人
要『討論』『港獨』，為人師表者就應該拿
出一如反對吸電子煙、反對考試作弊、反對
偷窺、反對高買的立場和態度，在年輕人
『討論』的時候，明確反對『港獨』，而不
應該只說『不支持』，說『恐「港獨」越禁
越神秘，年輕人越以為正確』。」
他又提到，陳文敏訪問中表示「不支持
『港獨』」，大家也希望他在港大學生「討
論『港獨』」時，可以明確地引導和規勸主
張「港獨」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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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 余韻）特區政
府依法禁止「港獨」組織「香港民族
黨」運作，教育局遂於剛過去的周一發
信予全港中學校監及辦學團體，提醒學
校要警惕學生切勿參加該非法組織活
動。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強調，「港
獨」議題於校園不應該有任何宣傳或推
廣的言行，如果學生有不了解的地方，
校長及教師有責任向其解釋或分析，為
何「港獨」在是非、法理或實際上都不
可行；而有關討論結果只有一個，就是
「港獨」是不可行的。

冀校方把關禁「獨」進入

楊潤雄表示，由於「香港民族黨」已被
定為非法組織，所以局方發信提醒學校，
在包括租場及其他行政工作上必須要小心
留意，亦要知道最新的發展情況。他重申
整個特區政府的看法一致，就是「港獨」
不符合基本法，在憲制及法理制度下「港
獨」不應存在，所以局方向學校發信及呼
籲，學校必須要教導學生正確認識基本
法，亦要防止任何「港獨」的宣傳進入學
校，期望學校會繼續嚴格推行有關工作。

被問及會否向學校發指引應該如何跟進，
楊潤雄指，局方近日所發的信件已經十分清
晰，說明在「港獨」問題上對學校的期望，
及覺得學校要注意的地方，例如在日常工作
方面，學校管理層要留意什麼，確保校園內
不可出現任何推廣「港獨」的活動。他又清
楚表明，「港獨」在是非和法理上是一件很
清楚的事，學校在幫助學生理解時，必須令
他們清楚理解「港獨」是不可行。
楊潤雄昨日與過百名教育界人士啟程前

往北京，參加一年一度的香港教育界國慶
訪京交流團，並會以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年
為主題進行交流，交流團預計會獲國家領
導級別人員接見，表達對香港教育工作的
關心及支持。

楊潤雄：校園不應宣「港獨」議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鄭治祖）
「香港民族黨」被禁止運作，政界歡迎特
區政府決定，並強調「港獨」對香港百害
而無一利。原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認
為，包括港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都不會從
「港獨」中取得好處，只有外來勢力在背
後開心。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就建議，
透過讓港人分享國家發展成果，增加年輕
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自豪感，令「港
獨」沒有滋長的土壤和養分。
范徐麗泰昨日出席活動後表示，贊成
政府取締「民族黨」，因「港獨」違反基
本法，將「民族黨」定為非法組織完全合
理，又指「港獨」會影響香港發展以及與
內地的關係，對香港百害而無一利。
她質疑「港獨」對誰會有好處、誰會在背
後開心，相信絕對不會包括港人在內的全體
中國人，極可能是一些外來勢力，他們千方
百計想令香港亂、經濟不好，無法貢獻中國
發展，再乘機打擊中國。她強調，港人立場
最重要是可以安樂生活、經濟發展，下一代
有更好前途，而「港獨」正是一劑毒藥。
對於是否應取締「自決派」組織，范

徐麗泰強調，「港獨」不應該是香港未來
的其中一個選項，「自決派」不能模糊過
關，必須解釋清楚。

劉業強：不存在討論空間
劉業強在鄉議局一個公開活動上強烈

譴責一切「港獨」言論，因基本法已清楚
列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港
獨」亦不存在任何討論空間。
他指出，香港需要抓緊國家發展的機遇，

排除干擾，勿再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
所以要把握「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帶來的機遇，讓港人能分享國家高速發展
帶來的成果，令年輕人從中受惠，得到更
多、更大的發展空間。他深信，只有增加年
輕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自豪感，「港
獨」思潮自然沒有滋長的土壤和養分，「港
獨」勢力自然不成氣候。
立法會下月復會後，將展開國歌法的

本地立法工作。劉業強表明，鄉議局必定
全力支持，絕對不容許有人以歪曲、貶損
的方式奏唱國歌，讓莊嚴國歌和國家尊嚴
得到法律保護。

范太：此「獨」猶如彼「毒」

乜家陣反對派連人
哋發聲反「港獨」都可
以鬧到人哋收聲咁惡

嘅？自稱走「中間路線」嘅醫學界立法會
議員陳沛然，喺特區政府宣佈禁止「香港
民族黨」運作當日，同另外34個建制派議
員一齊聯署，支持政府做法，跟手就俾成
班業界「黃絲」圍剿嚇到腳仔軟，先係發
聲明「深表歉意」，最後仲索性退出埋聯
署，呢鋪真係白色巨塔入面嘅白色恐怖！
話說反對派組織「杏林覺醒」成員黃

任匡喺facebook「火山爆發」，不滿陳沛
然埋建制派堆反「港獨」，仲喺個po
（帖文）度加咗堆「你唔係好叻中立㗎
咩」、「詐肚痛走囉」、「唔出聲冇人話
你啞㗎喎」、「成日群埋晒啲壞人」嘅標
籤（hashtag）。佢話一早知陳沛然「騎
牆」，亦都知極少醫生會撐「港獨」，
「我哋係嬲你Pierre（陳沛然）做乜一面
話自己中立乜乜乜，一面又衝出嚟簽埋啲
咁嘅嘢啫嘛。」

先深表歉意再退出埋聯署
陳沛然之後發聲明，話當日的確有建

制中人搵佢要求聯署，而佢本身都反「港
獨」，所以「倉促同意」聯署，對引起部

分同業疑慮「深表歉意」，又重申會維護
香港核心價值同埋港人權利、自由，監督
政府唔可以「藉打壓『港獨』之名遏制不
同異見人士」𠻹。佢仲特登喺黃任匡個
po度留言，慌死佢睇唔到。
人哋篇聲明已經用晒反對派啲「關鍵

詞」啦，不過黃任匡仲未收貨：「究竟係
咪『西環』有人叫你簽，你睇都唔睇吓就
簽咗，然後𠵱 家知道內容喇，先發覺中
伏，係咪咁樣樣？定係你真心覺得應該簽
份咁嘅嘢？如果係前者，就應該出份公開
信，退出聯署，以正視聽；如果係後者，
冇嘢喇拜拜。」
陳沛然又真係聽佢講，前日喺facebook

宣佈退出聯署，重申反對「港獨」，但要捍
衛港人人權同自由喎，真係應該送套超人衫
畀佢笠上身扮中間超人。呢個時候反對派終
於貌似收貨，「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葉建
源留言話「Great（很好）」，黃任匡就話
佢「知錯能改」，不過要睇定啲先。
有人同我哋講陳沛然當日點忙點「倉

促」法：朝早接受傳媒專訪，中午同出新
書嘅「金刀梁」梁智鴻食飯傾醫療政策，
晏晝就趕去接老婆同個囡慶中秋。又係
嘅，左右逢源係忙啲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陳沛然俾反對派夾到「跪低」

獲主辦單位邀請的「香港民族黨」召
集人陳浩天昨日沒有出席集會，而

陳家駒就率領多人出席，他及「學獨」發
言人呂俊賢更上台發言。陳家駒聲言，中
央若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可「要
求回到回歸前的情況」，香港屆時就有可
能「獨立」，更與出席者高叫「香港獨
立，以死相搏」口號。不過，集會就小貓
三兩隻，僅有百多人出席。

促政府盡快採取適當行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陳家
駒等人在集會中高舉「港獨」旗幟，足證
當日所謂的「和平佔中」是「港獨」的前
哨，主事者實際上就是要推動「港獨」，
破壞國家領土完整。他又指，特區政府剛
取締「民族黨」，隨即就有人夠膽高舉
「港獨」旗幟，反映「港獨」分子相當猖
獗，政府須盡快採取適當行動，絕對不能
輕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曼琪強調，「港
獨」必定是違憲、違法的行為，任何人協
助提供宣「獨」的平台也屬違法。她又慨
嘆，違法「佔中」發生至今已經4年之
久，但主事者仍然逍遙法外，「拖延得實
在太耐，也是不合理的時間」，更重要是
現時只有9人遭檢控，但當日一手將「佔

中」推到台前根本不止這9人。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表示，違法「佔

中」令香港經濟、民生均受到影響，市民
怨聲載道，大家對當時情況仍記憶猶新，
根本無「紀念」的需要，加上反對派在這
4年的行為，包括如何包庇「港獨」，市
民都有目共睹，為免令「港獨」蔓延，當
局必須採取適當行動。

指懲處才能根除「佔」禍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違法

「佔中」造成社會撕裂，「違法達義」等
歪論更荼毒不少青年，令他們因而墮入法
網，前途盡毀，可見貽害深遠，然而不少
「佔中」搞手仍逍遙法外，有的更大搖大
擺搞「港獨」，勾結外部勢力，有的就假
借「自決」擦邊球，掩飾「港獨」主張，
當局需盡早依法作出適切的懲處，才能根
除「佔中」禍害。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認為，市民

經過4年的反思，對於反對派的主張已逐
漸失去支持，尤其是看清楚反對派打着
「自決」口號，實際推動「港獨」，而這
也突出反對派只貪圖政治利益，不惜愚弄
市民，在「港獨」議題上開闢戰線。他強
調，中央、特區及兩地人民的共同底線一
直是國家安全，從沒後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中」引發「港獨」歪風又添

鐵證。反對派昨日舉行所謂「紀念」「佔中」4周年的集會，「港獨」

組織「學生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駒率領多人出席，其間揮動「港獨」

旗幟，陳家駒聲言要「以死相搏」，更揚言不怕會步「香港民族黨」後

塵被特區政府取締。各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佔

中」實屬「港獨」歪風的前哨，是次更凸顯反對派一再包庇「港獨」分

子，促請執政當局密切留意，必要時採取行動維護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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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港獨」」旗幟旗幟。。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攝

■「市民自發群組」與「愛港之聲」到政總請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