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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人美化旺暴 圖洗學生腦
3周年搞集會揚言更激進 建制囑同學勿誤信歪理

 &

「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陣綫」、
「學生動源」等，與主張「港

獨」的香港大學學生會、中文大學學生
會、理工大學學生會，昨晚在港大舉辦旺
暴3周年集會，聲言要「還原真相，毋忘
義士」。
集會播放了旺暴當晚影片，並有演講和
論壇環節。出席者包括「香港民族陣綫」
發言人梁頌恆、「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
林、「學生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駒等
「港獨」分子，現場有近百人參加。
鍾翰林在發言時聲稱，在日後的「抗
爭」中，「勇武」是「必不可少」的手
段，又稱看過去「社運」的例子就知道，
舊有的「抗爭」模式已失效，因此只能
「以更激進的力量抗爭」。
他續聲言，旺暴的經驗讓人「反思」未
來的「抗爭」路線，只要政府有進一步的
「打壓」，香港市民就會用更激進的手段

對政權作反擊。陳家駒則聲言要繼續堅持
「抗爭」，「仲有好多抗爭可以做」，同
時呼籲更多人加入「抗爭」的行列云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直言，人即使犯錯，但只要願
意改過自身，為香港帶來貢獻，亦並非不
可原諒，惟這些「港獨」分子到現在仍執
迷不悟，繼續宣揚歪理，是與全港市民為
敵。
他形容，這些播「獨」分子如同販賣毒
品，將政治恐怖主義帶入香港，讓全港
700萬人生活在危險當中，並強調「港
獨」明顯違反了基本法以至國家憲法，而
他們聲言要以更激進手段「抗爭」的主
張，更反映出他們只為自己的政治理念而
令香港的整體利益受損。

大學播「獨」應執法
陳勇對於這些「港獨」分子能夠在公帑

資助的大學內舉行鼓吹「港獨」的活動感
到「可怕」，並強調這已經不是「言論自
由」，而是違法的行為，擔心大學生容易
受到這些歪理的洗腦，因此他促請執法部
門盡早依法辦事，將這些「港獨」分子繩
之以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評這些「港

獨」分子的行為「不知所謂」，所說的都
是歪理。她批評，這些「港獨」分子如同
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中，常常聲稱香港在
「亂世」中，另一方面又將旺暴的暴徒美
化為「抗爭者」、「革命者」等。
她批評「港獨」分子目光如鼠，「好似
未睇過個世界係點。」她指，香港現在面
對的問題在很多發達的國家或地區都會出
現，大家應以理性及智慧解決問題，而並
非沉醉在「港獨」的幻想中。
不過，葛珮帆相信，香港的大學生有

足夠智慧，認為他們不會輕易相信「港

獨」分子的無聊言論。她指，在旺暴中
有許多暴徒因自己的所作所為而得到法
律懲罰，相信對於學生而言是個很大的
警惕，同時又提醒學生要好好珍惜自己
的前途。

越激越惹市民反感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示，「港

獨」分子的形象在旺暴後已十分差，市民
對於他們過往的行為看法負面，而他們聲
言日後的行動要更趨激進，必然會引起市
民更大的反感。
他直言，所謂的「勇武抗爭」根本不可
能是出路，並呼籲對社會有抱負的年輕人
應與政府一同思考改善辦法，對症下藥。
何啟明認為，這些「港獨」分子向來都
是「出把口叫人去做」，期望學生要認清
其真面目，了解違法行為對自己前途的影
響，不要被這些「港獨」分子蠱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多個

「港獨」組織在昨日旺暴3周年舉行

集會，有「港獨」頭目聲稱，「勇武

抗爭」是「必不可少」的「抗爭」手

段，更聲言日後要以更激進的方式對

抗政權。多名建制派中人批評這些

「港獨」分子不知所謂，並強調「港

獨」只會讓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受

損，促請執法部門及早將有關人等繩

之以法，同時提醒學生千萬不可誤信

「獨派」的歪理，以免前途盡毀。

港大、中大、理
大 3 校學生會及
「學生動源」等鼓
吹「港獨」的組
織，昨晚於港大舉

行旺角暴亂3周年集會，刻意將
當日的滋事者美化為「捍衛本土
文化的義士」，聲稱要「還原真
相 毋忘義士」，企圖煽動學生
的反社會思想。有拒絕參與活動
的學生坦言，當年於旺角的暴動
是違法行為，而昨晚集會的搞手
只是將搞事分子包裝成「弱勢群
體」，企圖博取社會同情。
香港大學本科生孔同學表示，

理解小販有生存的壓力，但參與
旺角暴亂者不應該以此為理由行
使暴力，影響治安。她認為，警
察在採取行動前已經預先警告，
做法合適，而法庭針對有關案件
的判決和刑罰都是合法、合理
的，相信能警惕社會大眾，需要
以理性客觀的態度對待事件。
孔同學批評，旺角暴亂的滋事

者乃至昨日集會的搞手，是將暴
動的參與者包裝成弱勢群體，圖借此引起
輿論的關注，她不會支持任何非法行動，
故不會參與是次集會。
港大研究生陳同學表示，他反對暴力，

無論旺角暴亂事件被判刑者當晚的意圖是
什麼，都不應以暴力作為發出訴求的手
段，而掟磚等行為不但破壞公物、違反香
港法律，更破壞了法治，故他並不認同今
次集會所謂「還原真相 毋忘義士」的主
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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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把旺暴暴徒美化成是「義士」。圖為2016
年2月8日暴徒在旺角街頭掟磚及縱火。 資料圖片

▲昨晚的集會企圖美化旺暴。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影張相打個卡又叫「抗
爭」？真係要講返句︰精神
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2016
年農曆新年爆發「旺角暴
亂」，3年過去，又有「港

獨」分子想借件事刷存在感，點知就俾網民
恥笑，話擺件垃圾喺度影兩張相就當「抗
爭」咗，簡直係「行為藝術嘅典範」。係
囉，與其做到咁頹，倒不如學吓「中箭」
（「香港眾志」）隻河童（黃之鋒）咁，留
喺屋企打機仲好啦！
每逢新年佳節，都會有熟食小販喺街頭賣

吓嘢食，自己賺錢之餘，街坊又可以醫肚，
過去都相安無事，直至2016年班「港獨」

分子話要「魚蛋革命」，咁就搞到雞毛鴨
血，唔少市民都記得班人嘅暴行，亦從來都
唔認同佢哋嘅行為。
不過，「港獨」分子永遠好似活喺平行時空
咁，仲想攞件事嚟抽水。「港獨」組織「香港
獨立聯盟」喺新年前已經打晒開口牌話要「守
護小販」，原來就係去旺角街頭黑麻麻兼唔起
眼嘅角落頭位，擺個好似棄置垃圾咁嘅紙皮箱
做「垃圾桶」，喺facebook度貼返張相話：
「今晚，同樣位置，同樣活動。」

自己友譏「行為藝術」
乜咁樣叫「守護小販」？唔通個紙皮箱有

平安符作用？fb專頁「廢除雙重國籍行動」

就揶揄佢哋又要威又要戴頭盔：「依（）
家『港獨派』啲行動擺件死物喺度為影兩張
相就得架（㗎）喇，人就留喺屋企玩××
啦，又唔夠膽寫自己組織名稱喺件野（嘢）
上面，好×驚畀（俾）警察票控隨地拋垃圾
呀？」
專頁繼續抽擊班「獨」派：「已經有咁大

個標準垃圾桶擺喺度，你擺個濕×細紙皮箱
喺度做乜×？ 啲字又細又核×突。呢啲真
係行為藝術嘅典範。」
班「港獨」分子「打卡抗爭」被恥笑，成

日用「自決」嚟「暗獨」、開口埋口話人
「港豬」嘅河童，之前幾日就親身示範咩叫
「港豬」，就係留喺屋企打機。「MC
Chan」就批評河童：「出去旺角吉（拮）
魚蛋啦，白痴仔！」「Stone Lee」就話：
「呃完錢有排洗（使）梗係玩咗先啦！」係

要俾人狙擊幾句㗎啦，鬼叫你平時想食「港
獨」條水咩。

扮慘谷銷量「中箭」袋少咗
不過，錢冇人嫌多嘅，直到喺年宵開始一

日前，河童就同成班「中箭」阿頭吹晒水話
佢哋其中一款印住「港豬」嘅袋俾人「政治
審查」，仲喺開檔日喺佢哋自己檔口開記者
會。睇佢哋一字排開笑口噬噬咁畀記者影
相，都係想扮「被迫害」催谷銷量啫。
結果？今年佢哋賺咗48萬，少過舊年近

四成，似乎唔少人都睇穿佢哋籠嘢。
之但係咁，比起社民連嘅24萬、公民黨
嘅27萬，同民主黨嘅15萬多啲，「中箭」
吹吓水做幾日就賺多咁多，睇怕河童同佢哋
班豬隊友會繼續揞住半邊嘴笑，打多啲新
game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垃圾打卡當「抗爭」「獨」人不如學河童

■影張相就當有「抗爭」，唔怪得俾網民
揶揄係「行為藝術」啦！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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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處昨公佈數據顯示，農曆新年期
間，港珠澳大橋和高鐵西九站的出入境
人次屢創通車以來的新高，大年初三分
別有 15.9 萬和 10.4 萬人次出入境。「一
橋一鐵」人流突破預計創新高，再次證
明大型基建是拉動經濟的強勁動力源，
絕不是「大白象工程」。春節期間「一
橋一鐵」運行暢順，證明粵港澳三地聯
手一定可以把大橋和高鐵管理好。大
橋、高鐵有力促進大灣區「一小時生活
圈」形成，本港應積極挖掘大橋、高鐵
促進融合的效應，發展「一程多站」旅
遊，完善人流管理和接駁配套，提升本
港旅遊接待能力，盡享大橋、高鐵紅
利。政府更可藉此引導社會認識大型基
建的重要作用，加快「明日大嶼」等大
型基建步伐，造福香港。

農曆新年期間，經高鐵西九龍站和港
珠澳大橋出入境的人數，均創下兩大交
通基建通車後的新高，高鐵西九龍站成
為最多內地客使用的入境管制站，港珠
澳大橋取代了羅湖口岸成為內地客出境
首選，暢旺人流帶旺本港大型商場，零
售額比去年升13%。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初期，進出西
九龍站的人次最高達7.8萬人次，未達到
港府預計的 8 萬人次，反對派因此批評
高鐵為「大白象工程」。港珠澳大橋從一
開 始 就 被 反 對 派 標 籤 為 「 大 白 象 工
程」，遭遇司法覆核等波折，即使大橋
通車一月平均每日約6.4萬人次、最高約
10.3 萬人次，超出預計的每日 5.58 萬至

6.9萬人，仍被反對派不斷攻擊、抹黑。
春節期間大橋、高鐵出入境人次屢創

新高，是對指責大型基建是「大白象工
程」的強力反擊，同時證明，大型基建
工程為本港經濟發展注入源源不斷動
力，絕非一句「大白象工程」就能一筆
抹殺其作用，以政治化手段狙擊大型基
建工程，其後果是拖慢本港經濟發展，
阻礙香港繁榮進步。

「一橋一鐵」吸客效應大爆發，大灣
區「一小時生活圈」逐步成形。隨着大
灣區更多大型基建工程的完工，西九故
宮文化博物館等文化設施陸續落成，將
吸引更多的內地客來港，這對本港旅遊
是機遇也是挑戰。昨日，專門行走港珠
澳大橋的穿梭巴士「金巴」，其車票網
上系統一度出現故障，須人手售票，反
映進一步完善管理、提高接待能力，才
能更好地迎接更大的客流。

大橋、高鐵出入境人次創新高亦啟
示，大橋、高鐵大有潛力，可拓展本港
的發展腹地。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所寄
望的，用好管好大橋，為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發揮重要作用，讓大橋真正成為圓
夢橋、同心橋、自信橋、復興橋。

大橋、高鐵效應顯示，大型基建工程
既可拉動本港經濟增長，更可提升本港
在國家發展的戰略地位。對此，本港需
加強對大型基建工程重要性的認識，社
會各界應理性客觀看待「明日大嶼」等
大型項目，為香港發展
未雨綢繆。

大型基建非「大白象」 橋鐵效應日益顯現
「學生獨立聯盟」、「香港民族陣綫」、「學生

動源」等多個「港獨」組織與港大學生會等3間大
學的學生會，昨晚於港大學生會大樓舉辦旺角暴亂
3周年集會。旺角暴亂對香港良好法治、社會穩定
造成嚴重衝擊，證明「港獨」鼓吹的「勇武抗爭」
對香港是一場災難。市民對「港獨」零容忍、零空
間，如今「港獨」氣焰難再囂張，但仍要提防「港
獨」勢力利用言論自由作為護身符，以大學校園為
基地，肆無忌憚地美化組織、煽動、參與旺暴的暴
徒，繼續為「港獨」推波助瀾，企圖荼毒更多年輕
學生。校方、教育局須堅決遏止校內「港獨」歪
風，政府更應盡快依法取締有關「港獨」組織，以
免大學淪為孕育、助長「港獨」思潮的溫床。

2016年農曆新年發生的旺角暴亂，在「港獨」組
織「本土民主前線」以及梁天琦、黃台仰等搞手的
策劃、煽動下，大批暴徒襲擊警員、聚眾鬧事，令
香港的法治和安寧遭受到前所未見的破壞，全港市
民為之震驚和痛心。

梁天琦等30多名暴亂的組織者、煽動者和參與者
終被繩之以法，受到法律公平公正的制裁；黃台仰
等少數人因不敢承擔法律責任，怯懦地潛逃海外。
事實證明，這場被反對派和「港獨」分子形容為
「魚蛋革命」的旺角暴亂，其實是不折不扣的違法
暴力事件，法理不容，市民更不認同，經過政府、
法庭採取相應的法律措施後，「港獨」聲勢每下愈況。

但是，「學獨」、「港民陣」、「學動」等「港
獨」組織執迷不悟，死心不息鼓吹、煽動「港
獨」，借旺暴3周年的契機，打着「還原真相、毋
忘義士」的旗號，為旺暴正名，替暴徒唱讚歌，最
終目的就是要讓「港獨」苟延殘喘、東山再起。

這些「港獨」組織今年年初一
凌 晨 在 旺 角 舉 行 的 集

會，結果反應冷淡，出席者寥寥無幾，進一步反映
「港獨」思潮無市場、不得人心；但「港獨」組織
仍不甘心，移師大學校園，繼續以「言論自由」、
「學術自主」為名，為散播「港獨」思想另闢戰
場，煽惑學生加入「港獨」的陣線，與其同流合
污。

昨晚上台發言者，都是激進「港獨」組織的頭
目，言論千篇一律，所謂還原真相，不過是把旺暴
形容為捍衛「本土文化」的正義行為，把警方維護
秩序的執法抹黑為「殘暴打壓」，把港人一向信賴
的法庭裁決也詆毀為不公義的審訊，更惡毒詛咒國
家，發言者不斷鼓吹以勇武抗爭顛覆國家、謀求
「香港獨立」。這些言論明顯違憲違法，顛倒是非
黑白，為旺暴及其組織煽動參與者塗脂抹粉，任由
「港獨」言論在大學校園散播氾濫，難免誤導學
生，誘使學生走上暴力抗爭的歧途，毀了學生的前
途，給香港埋下重大隱患。

違法「佔中」、旺暴等大規模違法暴力事件，教
訓沉重，不能重演；對其催生的「港獨」思潮，更
須防微杜漸。類似「學獨」、「港民陣」、「學
動」等「港獨」組織，其政綱明目張膽宣示以鼓吹
「港獨」為己任，表明要以莘莘學子為滲透對象，
以「香港建國」為「終極目標」，對這些看似無足
輕重的「港獨」組織，政府、學校及社會各界不能
不防，必須高度警惕。

較早前，政府依法堅決取締「香港民族黨」，邁
出遏止「港獨」的重要一步。希望政府、學校、社
會各界再接再厲，盡快依法將「港獨」組織定性為
「非法社團」，禁止在大學校園散播「港獨」思
潮，明確傳遞在香港對「港獨」零容忍、零空間的
信息，發揮揚清激濁、明辨是非的作用，引導學生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避免墮入「港獨」的泥淖。

美化旺暴顛倒是非 須遏止校園「播獨」

社
評

W
EN

W
EI

E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