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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獨」亂舞「光復東涌」
偵查報道

「港民陣」頭目返港疑部署行動遙控指揮

大批激進分子及「港獨」組
織周日（11 日）在東涌鬧市
挑釁內地遊客，刻意挑撥兩地
民眾間的矛盾。香港文匯報記
者調查發現，參與這次「光復
東涌」的來自 8 個「獨派」組
織及大批「獨人」，其中以
「香港民族陣綫」參與者最
多。兩個月前離港赴歐洲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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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假期計劃」的「港民
陣」召集人陳卓南，在「光復
東涌」前秘密返港。有知情者
透露，陳卓南回港，一是要重
整「港民陣」，包括應成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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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趕走連月來「一事無成」的
梁頌恆，二是極可能與部署
「光復東涌」行動有關。陳卓
南只是短暫逗留，很快就會再
離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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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正之、張得民

「港民陣」
「光復東涌」成員

林嘉慧 學生

日下午，數十名激進「港獨」組織
周成員在「東涌人」頭目王進洋的帶

領下舉着橫幅衝入東涌鬧市區，聲稱發
動「光復行動」，其間不斷向內地遊客
聚集點挑釁，更自行要求內地導遊出示
證件，現場一度大為混亂。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觀察發現，參
與行動者來自 8 個「港獨」組織，分別
是「東涌人」、「港民陣」、「學生動
源」、「學生獨立聯盟」、「本土思
潮」、「生於亂世」、屯門社區網絡、
「北區水貨客關注組」等。

「港民陣」參與者最多
據一名知情的「獨派」中人透露，這
次行動者雖有 8 個組織，但其實以「港
民陣」的參與者最多（見圖），「大佬
返咗香港，吹大雞，要做返場好戲。」
這名「獨人」口中的大佬原來就是在
今年 9 月離港參加歐洲「工作假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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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亦棠 工程人員

劃」的陳卓南。據悉，陳卓南在離開前
曾向組織成員透露，他會離港一年，組
織內的工作會交給前「青政」頭目梁頌
恆打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上周的一個晚上，
發現陳卓南出現在旺角西洋菜街街頭。
當時他邊走邊看電話，在走到街角處
時，他停步打電話，但一講就講了大半
個小時。記者隱隱約約聽到他不時講
「選舉」，「嗰度人多」等等字眼，但
當講完電話後，陳卓南又顯得很無聊，
一臉愁容地在翻看手機。

陳卓南似頹廢行為怪異
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日觀察，陳卓南返
港後的生活似乎非常頹廢，行為舉止亦
非常鬼祟，每日接近黃昏才離家，再乘
車到旺角或觀塘的網吧打機打天光，一
打便是十多小時，有時會到網吧外與
「港民陣」成員通電話，其餘時間均屈
在網吧的角落中獨自打機。他行為亦變
得非常怪異，每次外出都包實自己，就
連頭也包實，驚被人認出，就連打機時
也要戴上帽子。
有「獨營」中人透露，「港民陣」今
年不停招兵買馬，吸收了很多「星火同
盟」的激進成員，人數急增，但今年 9
月，陳卓南突然把「港民陣」交給原本
與該組織毫無關係的梁頌恆，引起「獨
圈」中人譁然。香港文匯報曾獨家報道
陳卓南以工作假期簽證去了歐洲，離港
前曾對身邊好友透露自己對香港心灰意
冷，打算工作假期簽證完結後轉到德國

朱樹生 無業

陳鴻俊

「屈蛇」定居，不回香港。

梁頌恆接掌「港民陣」無作為
據悉，陳卓南將「港民陣」交給梁頌
恆後，「獨派」一直期待會擦出火花、
有大搞作，但至今將近兩個月，「港民
陣」及梁頌恆只在「十一遊行」時有活
動，但此後幾乎停止運作，一眾「港民
陣」成員對此極為不滿，包括其頭馬
「阿湯」及「辣椒榮」，多次致電陳卓
南希望他回港重掌「港民陣」。
眼見「港民陣」每況愈下，再加上骨幹
成員如此不滿，陳卓南唯有秘密於11月初
回港，安撫一眾成員及商討未來對策。
據了解，陳卓南亦對梁頌恆表現覺得
非常失望，後悔把「港民陣」交給他，
回港後急與骨幹成員阿湯及辣椒榮等人
見面及通電話，談話內容非常廣泛，由
「港獨」動向至西九補選都有提及，可
見陳卓南對香港政治仍念念不忘。大部
分成員表達意願希望陳卓南能趕走梁頌
恆，陳卓南也同意。
周日（11 日），「港民陣」有兩次行
動，分別是上午藉特區政府在中環舉行
的「一戰終結百周年紀念」時，混入人
群中打出象徵「港獨」的「龍獅旗」；
下午則參與「獨派」組織的「光復東
涌」行動。
據悉，「港民陣」成員幾乎都有參加
上下午的「宣獨」活動，唯獨不見梁頌
恆蹤影，而兩次活動都由「辣椒榮」領
軍，陳卓南雖然在港但沒有出席，但卻
是幕後的操控者。

頭牌搞事者 與陳家駒密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今次負
責「光復東涌」的領頭人是偽裝成社區組
織的「東涌人」王進洋。資料顯示，今年
24 歲的王進洋曾參加 2015 年的區議會選
舉，但敗給建制派對手。今年上半年，他
加入了非法「佔中」發起人戴耀廷主導的
「風雲計劃」。為增加勝算，近日他藉港
珠澳大橋通車後抵東涌的內地遊客明顯增
加，而大肆挑撥兩地民眾間的矛盾，這次
他發起「光復東涌」行動，也是想做場
「大龍鳳」博取曝光率。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光復東涌」
當日，王進洋先與「學生獨立聯盟」召
集人陳家駒及其女友會面。3人到東涌一
家餐廳午膳，商討活動部署。在下午行

動一開始，王進洋即率領一眾「獨兵」
衝向人群叫罵，陳家駒則與他拉着橫幅
緊隨左右，而「學獨聯」成員的情緒也
刻意顯得非常激動，不時向市民及遊客
挑機甚至爆粗互罵。

王進洋視梁天琦為偶像
據悉，王進洋與陳家駒早在 2014 年非
法「佔中」期間就已認識，更曾在 2015
年分別以不同組織的「傘兵」身份參加
當年的區議會選舉。在私底下，王進洋
亦經常與陳家駒聯絡及出謀獻策。不
過，由於王希望能順利參選，所以盡量
避免出席「獨派」相關活動。不過，為
了提振知名度而增加參選區議會的勝

算，再加上這次「光復東涌」行動由他
主使，為了達到「抗議效果」，王進洋
也顧不了那麼多，只好撕開假面具主動
找「獨人」協助。
其實，王進洋近年曾多次在公開場合
宣稱「撐獨」，並與「港獨」暴力組織
「本民前」頭目梁天琦、黃台仰關係密
切，視梁天琦為偶像，在梁天琦參加
2016 年立法會新東補選時，更加入其助
選團。在「旺暴」後更表態稱「年初一
旺角騷亂，我係十分支持」、「攞起磚
頭係出路」，更聲言「掟磚只係好小
事」。今次搞「光復」活動，參與者清
一色全是「港獨」分子，其「港獨」立
場不言而喻。

學生

「港民陣」內鬥 梁頌恆料被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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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鄭偉成曾因「管有炸藥」及「串謀製造炸藥」判監2年10個月。

林達榮 保安員

鄭智聰 電腦技工

鄭偉成 地盤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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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頌恆在今年 9
月接手「港民陣」
後，被指幾乎「完
全沒有作為」，就連首場大騷「十一
遊行」也都只是行行企企，更淪落至
做「獨」派佈景板。
據悉，「港民陣」吸收了多名由其
他「獨派」組織過檔的激進成員，本
來陳卓南以為以梁頌恆的名氣而願意
接手，聲勢更會增強，但事以願違。
香港文匯報記者觀察發現，在上周
六（10 日）晚上，雖然陳卓南已經返
港，而且「獨派」即將於翌日在東涌

&

■上周六傍晚，梁頌恆離家乘地鐵赴
宴時，手持一瓶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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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動作，但身為「港民陣」高層的梁
頌恆卻一於少理，照樣約齊一批友人
到銅鑼灣一間高級食肆大吃大喝，飲
至醉醺醺才離開。
據悉，梁頌恆被「DQ」後一直沒有
工作，更拖欠政府近一百萬元議員薪
津面臨破產，但他家境不俗，寄居於
海怡半島父母家中不愁吃喝。年逾 30
歲的他無所事事，日日做「廢青」，
偶然會出席一些其他「獨派」活動
「打卡」。
據了解，因「獨氣」夠響及支持
「港獨」而與陳卓南一拍即合，而陳
卓南因急着趕去歐洲，便匆匆把「港
民陣」交給梁頌恆。
梁頌恆接手「港民陣」將近兩個
月，唯一以「港民陣」及高人身份露
面的是「十一遊行」。遊行當日，梁
頌恆與「港民陣」成員明顯貌合神
離，只負責擔旗並排在最後，怎料事
隔個半月已演變成同門內鬥。

行動前夕飲到醉醺醺
周日，「港民陣」大軍出動參與上
下午的兩項活動，但作為掛名頭目的
梁頌恆卻「闊佬懶理」，只顧與朋友
夜夜笙歌。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在
之前一天（周六）傍晚 6 時許，梁頌恆
與一名友人離開海怡家，只見他手拿
一支名貴紅酒，乘港鐵到銅鑼灣時代
廣場，並進入一間高級中餐廳包房，
與在此等候的十多名男女會合。
席間，梁頌恆興高采烈地品酒用
餐，直至晚上十時許離開時，滿臉通
紅的他才醉醺醺地再搭地鐵回到海怡
家中，至於「港民陣」活動，可能已
拋到九霄雲外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