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67歲的練乙錚曾任中央政策組
全職顧問，但在2004年7月被政府勒
令即時休假至約滿為止（變相革
職）。在離開政府後，練乙錚的言論
變得更加激進，也多次公開發表支持
「港獨」的言論，近年，他更多次在
「港獨」組織的集會中發表撐「獨」
言論，並發表文章支持非法「佔中」
發起人戴耀廷。而香港文匯報記者也
發現，練乙錚曾多次與「港獨」分子
秘密見面。

「法理港獨」理論被引用
練乙錚多年前已提出多個「港獨」理
論，當中亦有不少與戴耀廷的講法相
似。他的「法理港獨」理論中便提出
「國祚已盡」的觀點，大肆污衊中國政
府，與戴耀廷多次提及的「支爆論」是
異曲同工。

在今年九十月間，練乙錚與戴耀廷、
羅冠聰等人到比利時及倫敦播「獨」
時，他們的觀點亦非常相似，其中在比
利時與「歐洲議會」成員座談時，練乙
錚便引述一批海外反華分子毫無根據的
言論，危言聳聽，與戴羅兩人一唱一和
唱衰香港，其後他們亦一起到倫敦發表
相似言論，以圖為「港獨」爭取支持。
除發表「港獨」言論外，練乙錚亦

多次高調出席撐「獨」活動。在2016
年8月，梁天琦、陳浩天等「港獨」
組織頭目被DQ後，練乙錚高調參與
「獨」派在添馬公園的「抗議」集
會，更為他們站台演講。去年6月，
練乙錚與陳浩天及李卓人在香港大學
出席一個反華論壇，練乙錚更是多番
為「港獨」辯護。香港文匯報記者亦
發現，去年9月初練乙錚約梁頌恆、
游蕙禎、劉子禮等「獨」人在中環一

間餐廳秘密見面。在「本民前」頭目
梁天琦入獄後，練乙錚亦多次到監獄
探望，每次都會向「獨」派分子轉達
梁天琦的訊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A1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陳竟新 ■版面設計：美術部

本疊內容：文匯要聞 香港新聞 文匯論壇 中國新聞 神州大地 台海新聞 國際新聞

雲報紙 Android

早安香港

文匯報微信

文匯網

Apple iOS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練乙錚練乙錚近年撐「獨」言行
▶▶▶2016年 8月5日

梁天琦、陳浩天等5名「港獨」分子被取消立法
會參選資格後，在添馬公園舉行集會，練乙錚
是唯一上台發表撐「獨」講話的學者

▶▶▶2017年 6月4日

與陳浩天、李卓人等人在港大出席反華論壇

▶▶▶2017年 9月2日

練乙錚與梁頌恆、游蕙禎、劉子禮等「獨派」分
子在中環一間高級咖啡室見面

▶▶▶2018年 9月30日

與戴耀廷、羅冠聰等人到英國及比利時與當地
政客見面，練在發言中大肆吹捧「港獨」行為

■■ 今年今年99月月，，練乙錚練乙錚（（右右))與與羅冠羅冠
聰到英國唱衰香港聰到英國唱衰香港。。 張得民張得民 攝攝

「 香 港 民 族
黨」自上月初被香
港特區政府取締

後，曾是該「港獨」組織頭目的陳浩天
表面上轉趨低調，但其實，他私下與一
批「獨派」分子聯繫得更加密集。據香
港文匯報記者了解，近年曾吸納多名
「港獨」分子發聲的網媒「My Ra-
dio」，正準備大肆「撐獨」。據悉，
會從今日起特別改動一些部分名稱，將
過往一直由不同「獨派」分子主持的各
個節目，統一改為一個名稱，由周一至
周五均有「獨」人做主持，直情係晚晚
播「獨」洗腦。
有「癲狗」綽號的前立法會議員黃

毓民，自從2016年落選後，其主要
精力放在經營旗下網媒「My Ra-
dio」上。過去幾年，「My Radio」
的節目中不斷有各類「獨」人及
「獨派」組織頭目主持節目。譬如，
「本民前」頭目梁天琦及黃台仰就曾
獲得黃毓民的關照，於2016年立法
會選舉前在「My Radio」主持一個
《吾國吾民》節目，在節目中他們大
肆鼓吹「港獨」及「勇武抗爭」，而
時任「香港民族黨」召集人的陳浩
天，每周一次在「My Radio」固定
主持自己的節目《合眾唯識》，在節
目中他與「民族黨」另一名頭目周浩
輝也是頻繁播「獨」。

五「獨人」節目統稱《本土最前線》
雖然黃毓民多次辯稱自己不支持「港獨」，但

「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根據「My Ra-
dio」公佈的最新「改革公告」，從今天（11月5
日）開始，將一些過往由「獨」人主持的不同名
稱節目全部改為《本土最前線》，逢周一至周五
都有。這些主持人除有陳浩天、周浩輝外，還包
括多次發表「港獨」言論的前中大學生會會長周
竪峰；因涉立法會外垃圾桶爆炸案而入獄兩年的
（已出獄）前樹仁學生會主席楊逸朗。至於另外
兩名主持人祖利安、張珈衍也是「資深港獨」分
子。據悉，黃毓民今次不惜將自己旗下網台節目
大改組，除希望「關照」一班「港獨」中堅分子
外，也希望能再次聚集自己的政治實力，以圖在
政治上東山再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My Radio」今日起將由「獨」人主持的節目全
部改為《本土最前線》。 「My Radio」網站圖片

「港獨」教父 屢次赤膊上陣

�&「
癲
狗
」集
「
獨
」齊
吠
天

■■ 1111月月33日晚講座結束後日晚講座結束後，，練乙練乙錚錚
（（左一左一））與與多名出席者一起離開多名出席者一起離開。。小圖小圖
陪着練乙陪着練乙錚者錚者為為本本土新聞話事人曾土新聞話事人曾
焯文焯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攝攝

在特區政府的強力打擊下在特區政府的強力打擊下，，

「「港獨港獨」」活動漸趨低調活動漸趨低調。。不過不過

「「一雞死一雞鳴一雞死一雞鳴」，」，一批屬於一批屬於

「「散兵遊勇散兵遊勇」」的的「「獨獨」」人又開人又開

始聚集始聚集「「圍爐取暖圍爐取暖」，」，並尋找新並尋找新

「「教父教父」。」。香港文匯報記者發香港文匯報記者發

現現，，近年積極宣揚近年積極宣揚「「港獨港獨」、」、更更

著書立說的著書立說的「「港獨理論家港獨理論家」」練乙練乙

錚錚，，近日低調回港近日低調回港，，他隨即招攬一眾他隨即招攬一眾「「獨獨」」人人

聚會聚會。。上周六晚上上周六晚上，，練乙錚出席一個長期宣揚練乙錚出席一個長期宣揚

「「港獨港獨」」的網媒的網媒「「本土新聞本土新聞」」舉辦的論壇舉辦的論壇，，參參

加者包括加者包括「「學生獨立聯盟學生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駒等數召集人陳家駒等數

十名十名「「獨派獨派」」分子分子。。在論壇結束後在論壇結束後，，一些一些

「「獨獨」」人似乎意猶未盡並轉到另一個餐廳密人似乎意猶未盡並轉到另一個餐廳密

談談，，繼續與練乙錚交流繼續與練乙錚交流「「獨經獨經」。」。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齊正之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齊正之

「本土新聞」開壇
練乙錚授「獨經」

調 查 報 道

陳家駒等數十嘍囉「朝聖」散兵遊勇「圍爐取暖」

這次「港獨」論壇以至之後的消夜，都有一
名男子東奔西走與各人溝通，似乎是參與者的
「聯絡人」。此人正是「本土新聞」董事兼社

長劉子禮（Joel Lau）。據悉，劉子禮雖非「獨派」組織成員，但
由於借「本土新聞」的關係長期游走於「獨派」陣營，因此經常負
責聯繫各派，就連一些海外政客與「港獨」分子聯繫都靠他拉線。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觀察，就論壇當晚所見，陳家駒與一班年齡較

大的「獨」人明顯不熟絡，但劉子禮卻全晚滿場飛，一時與練乙錚
密斟，一時與陳家駒等人低頭密談。而在用餐時，劉也與較年長的
「獨」人同枱，就算在練乙錚、曾焯文等人離開後，他亦留下與年
輕一派繼續講「獨」，可見其「江湖地位」。
據悉，劉子禮亦曾助「港獨」分子與海外「獨」人聯繫，2017
年，多名日本反華分子來港商討成立「反共聯盟」，希望拉攏日
本、韓國、台灣、香港人員加入，當時就是劉子禮作為香港主要協
調人，聯繫「本民前」黃台仰、「香港民族黨」陳浩天、「青政」
梁頌恆及游蕙禎等人，事後劉子禮亦公開表示自己不介意參與「反
共聯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長期宣揚「港獨」的網媒「本土新聞」上
周六晚在上環一間商廈中舉辦名為「美

國立國初期的民族主義、身份認同和文化獨
立」論壇，並邀請近年在海外大學任職、本月
1日才返港的練乙錚擔任主講，而主持人則是
經常公開參加撐「獨」活動的「本土新聞」創
辦人曾焯文。
論壇其中一個主題是「文化獨立」，「文
化獨立」是練乙錚於2014年提出的另類「港
獨」議題，「本土新聞」亦刻意在此論壇前的
一周重載有關文章。論壇吸引到一班「獨人」
到場「朝聖」，包括陳家駒等人當晚一早便有
約十多名「獨派」到場。據悉，該論壇需要預
先報名才能進入，聲稱是防止外人「打擾」。

論譠後晚餐聽訓示
該論壇非常神秘，根本就是「港獨」分子
閉門聚會。論壇於晚上9時半結束，只見一
小部分人先行離去，其後陳家駒帶領一班人
下樓等候，眾人可能講「獨」講得未夠喉，
便移師到中環一間茶餐廳攞位，繼續講
「獨」。
約15分鐘後，練乙錚及曾焯文等人也走出
大廈。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大廈外所見，練乙錚
此時的情緒顯得非常亢奮，不停手舞足蹈地與
同行的曾焯文邊走邊聊。之後他們亦到達陳家
駒所在的茶餐廳，練乙錚一到達，陳家駒即發
揮其擦鞋本色，搶先企起身迎接練乙錚坐下。
不過，練乙錚與曾焯文及同樣是「本土新
聞」頭目的劉子禮等人則坐在另一桌。只見一
眾年輕「獨」人唯有在隔枱伸長雙耳聆聽「教
父」練乙錚的說話。

劉子禮疑似傳話人
到用餐時，練乙錚低聲向身旁的的劉子禮

密斟。至晚上11時許，練乙錚、曾焯文等人
先行離開，而劉子禮則留下轉坐到陳家駒一
枱。當劉子禮坐下後，隨即低聲向各人發表講
話，只見各「獨」人均低着頭認真聆聽，其中
還有人拿着紙筆負責記錄，似乎劉子禮是代練
乙錚傳話。
據了解，參與者除陳家駒外，亦有一個叫
「阿湯」的「香港民族陣線」代表到場。
舉辦是次「港獨」論壇的「本土新聞」近
年積極播「獨」，曾焯文及前社長區惠蓮多次
發表撐「獨」文章，而「本土新聞」網頁幾乎
全是有關「港獨」及唱衰國家的言論。
據悉，曾焯文與練乙錚非常老友，在今年9

月底練乙錚、戴耀廷等人赴英與當地政客座談
時，「本土新聞」亦進行現場直播。
據知情者透露，該次「港獨」論壇根本就
是曾焯文為練乙錚招兵買馬而舉辦。

劉子禮如「獨營」聯絡人
�(� 

■ 11月3日晚，陳家駒（左一）等人在上環參
加完「港獨」論壇。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攝

■ 11月 3日深
夜，練乙錚等人
離開餐廳後，
「本土新聞」董事
兼社長劉子禮
（右二）隨即向陳
家駒（右一）等人
轉述見面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攝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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