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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佔」案「黑判」反對派圖毀法治
抹黑政府「政治檢控」散播歪理製造社會矛盾

臨時演員都
係演員，唔該
專 業 啲 啦 ！
「香港眾志」
秘書長黃之鋒
（河童），喺
「佔中」九犯
判刑嗰日就話
心情沉重，但
結果係沉重到
走咗去睇戲，
仲大條道理話
係「嘗試找個
原因讓自己放空一」喎。有網民質疑揶
揄佢明知嗰日係九犯判刑仲晨早走去買定
飛睇戲，就唔該唔好扮到好關心九犯咁
啦！有人就揶揄佢係去睇戲進修演技，想
日後有事時交啲戲就唔會咁屎咁話。

全港無飛賣 仲話臨場買
黃之鋒前晚喺fb發帖，話自己「從清早

前往法院聲援，到下午目送囚車將四人即
時還押，接著（着）處理眾多外媒訪問至
晚間，腦裡近乎一片空白，也沒有時間整
理個人思緒。……整天下來，固然身心疲
憊，但我更害怕的是因循與麻木，嘗試找
個原因讓自己放空一下（），結果在深
夜時份（分）便購票，進場看了《仇
（復）復（仇）者聯盟4》」。
佢仲話套戲「對於怎樣應對挫敗與迷
失，如同在絕處逢生，還有介乎宏願理
想與私人情感的拉扯，即使談不上非常
具啟發性，看畢也算是可以打打氣」咁
喎。

睇戲就睇戲啦，學咩周柏豪寫潮文呢？
寫錯電影名都唔止，黃之鋒喺帖度講到臨
時起意，竟然喺《復仇者聯盟4》剛啱上
演、全港戲院都爆滿嘅情況下臨時買飛都
買到，「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了。」
網民「Kamiry Hon」就質疑：「仲有即
日位買架（㗎）咩？」「Yiu Yeung Ho」
就直指要害：「一早買定扮下（）心情
唔好入場睇唔得咩！」

畀完戲人睇 再吸收演技
「Wah BoBo」就道：「果然生於亂

世，你有你受靶，佢有佢享受。」「陳
賢」直指：「呢條滑頭仔，抽完水咪誤
（娛）樂囉！唔通去開反思會咩？」
「Gaiuswon Jireh」也道：「人生如戲，全
部都係做蘇（騷）為兩餐啫，睇開D
（啲）啦！」「Psu Kw」揶揄：「做完戲
比（畀）人睇，就輪到自己去睇人造
（做）戲，吸收演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河童話鬱悶睇《復4》
被踢爆買定飛扮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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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甘瑜、陳川）包括「佔中三丑」戴
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在內的九犯
終於「找數」，被法院判處即時監
禁、緩刑以至履行社會服務令不
等，但多名「佔中」主事者，包括
「雙學三丑」黃之鋒、羅冠聰及周
永康等依然逍遙法外。黃之鋒更在
「佔中」九犯被判刑後沾沾自喜，
「爭功」稱如果沒有他「重奪公民
廣場」，就不會有「佔中」。建制
派立法會議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有關人等非但繼續洋洋
自得，更變本加厲，公然與外部勢
力裡應外合，阻撓特區政府管治以
至破壞「一國兩制」，律政司應在
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檢控此等
「漏網之魚」。

黃之鋒認為「佔」開路
在「佔中」期間與「佔中三丑」

等爭奪領導權的「雙學三丑」，其
中的原「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
鋒，雖然已為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
地，及阻礙執達吏清理旺角「佔領
區」、被控刑事藐視法庭案罪成而
負上刑責，但就從未真正為煽動他
人參與「佔中」而負責，更繼續發
動暴力「抗爭」。
同樣因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而

罪成的原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正在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讀博士
學位；羅冠聰稍後則到美國耶魯大
學攻讀碩士。其他在「佔中」時擔
當頭目角色者，如原學聯副秘書長
岑傲暉獲「自決派」立法會議員朱
凱廸聘用為議員助理；原學聯常
委、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梁麗幗
則任律師。眾人同樣從未為「佔
中」「找數」。
在「佔中」九人前日被判刑後，

黃之鋒在fb發帖，講明自己在「佔
中」擔當了「主導角色」：「作為
傳媒認定的『傘運』代表，我沒成
為此案的被告，只源於自己在2014
年9月26日被捕扣留長達46小時，

於9月28日晚上才離開警署。『竟
然』因這原因而未有成為被告，無
須再度被囚，卻是換作目送囚車離
開法院，感覺絕不好受。……抗爭
總是一環扣一環，沒重奪公民廣
場，就沒有留守添美道，就沒有
『雨傘運動』。」

明顯是搞手 無理由放生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

「雙學三丑」等人在「佔中」時的
角色明顯，公眾都有目共睹，「無
理由其他人已被檢控定罪，他們就
不被檢控。」
她強調，是次「佔中」九犯的判

刑已經較輕，香港市民覺得對社會
風氣有很壞影響，再加上很多搞手
還未被起訴，令不少市民覺得事件
還未完結，公義未得到彰顯，所以
她促請律政司檢控有關人等。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出，

「雙學三丑」在「佔中」期間煽惑
他人，而黃之鋒等人由「學民思
潮」到「香港眾志」，都選擇了支
持「港獨」這條窄巷，根本沒有可
能「絕處逢生」。既然是自己的選
擇，有關人等就應該為所有違法行
為負起責任。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指出，

自反國教開始，黃之鋒等人已多次
擾亂社會秩序，「佔中」後更變本
加厲，夥同「台獨」等外部勢力為
一己政治利益而攻擊特區以至中央
政府，抹黑「一國兩制」，必須為
其所作所為負責。

法律應制裁獲「佔」利者
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

園境界議員謝偉銓認為，香港的成
功有賴穩健的法律制度，任何人士
無論政治背景及社會地位等，都必
須為自己的言行負責。「佔領」影
響全港，除了九犯外，還有數十名
因涉及違法「佔領」而被預約拘
捕，和藉是次事件獲得政治利益
者，他們也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

■黃之鋒話自己係半夜臨場買飛睇《復仇者聯盟4》喎。
黃之鋒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佔中三
丑」中的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
廷，早前被法院裁定串謀公眾妨擾及煽惑
他人公眾妨擾罪成，前日被判即囚16個
月。香港律師會前會長、立法會新界西議
員何君堯去信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李國章
及校長張翔，指戴耀廷的違法行為已令港
大的聲譽受損，港大必須立刻行動，革除
戴耀廷的教席，挽回港大的名聲。
在「佔中」後多次去信港大要求校方
革除戴耀廷教席的何君堯在信中指出，
戴耀廷早前串謀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公
眾妨擾罪成，判監16個月，是「我們期
待已久的公義終於來臨」。
他指出，戴耀廷的違法行為，導致港
大的聲譽受損，自己過去兩年多多次去

信港大要求辭退戴耀廷，惟港大「每次
都支吾以對」，現在戴耀廷已定罪，社
會各界對此普遍歡迎，港大不應再拖
延，必須立刻行動，「以行動證明一
切」，革除戴耀廷的教席。
何君堯強調，法庭的判決已為公眾討
回一個公道，希望港大以實際行動挽回
名聲，更重要的是「為後雋（進）明明
德」。

陳曼琪批教法律變教違法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

在接受網媒訪問時，也支持革除戴耀廷的
教席。她指出：「（戴耀廷）懂法律、教
法律，但就叫人違法，法律對他來（說）
並無意義，他為何還要教法律？」

陳曼琪批評，戴耀廷在大學教法律，
沒可能不知道「公民抗命」的法律定
義，就像特區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賀輔
明勳爵清楚地指出，「公民抗命」包括
行動要和平非暴力，同時一定要有節
制，合乎比例，且事後要承擔罪責，但
戴耀廷僅抽出其中和平非暴力的部分作
為自己的旗號，煽動年輕人違法，有部
分因而要留案底甚至要坐監，反映戴耀
廷此人不負責任、沒有應有的道德，更
沒有法律的良知。
陳曼琪質問：「他再做老師會怎樣？

是否以『佔中』案告訴人有法不用守，
只要『公民抗命』就可以？大家是否期
望一個教法律的人，教我們將來所有的
律師不用守法？」

何君堯促港大撤戴耀廷教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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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在
「佔中」期間，反對派的教師向學生
單方面灌輸違法「抗爭」的思想，流
毒至今。教聯會昨日發表聲明，強調
特區政府及學校應作出更清晰指引，
禁止一切違法行為，不得鼓吹違法主
張，以免學生誤入歧途，而教育界亦
應進一步推廣基本法教育，加強學生
對國家和法治的認識，培養正確的價
值觀。
法院前日就「佔中」九犯案判刑，教
聯會指出，「佔領」行動對教育界造成

極大傷害，特別是當年「違法達義」、
「公民抗命」等言論荼毒了不少莘莘學
子，有人甚至發動教育界罷課罷教，值
得社會反省和深思。
教會續指，「佔中」及之後一段時

間，大學校園變成政治場所，部分人鼓
吹激進的思想，甚至公開鼓吹「港獨」
主張，鼓動青少年參與違法行為，令教
育界感到痛心。過去數年，校園暴力衝
擊事件時有發生，嚴重破壞學校寧靜的
教學環境。
教聯會認為，是次判刑維護了社會公

義，彰顯了法治精神，而「佔領」
行動成為了反面教材，除了破壞法
治，更散播了仇恨，令社會撕裂，提醒
學生必須明辨是非，遵守法紀。

加強基本法國家法治認識
教聯會建議，政府及學校應作出更清
晰指引，禁止一切違法行為，不得鼓吹
違法主張，以免學生誤入歧途；教育界
應進一步推廣基本法教育，加強學生對
國家和法治的認識，培養正確的價值
觀。

判刑
之 冥 頑 不 靈

在「佔中」諸犯判刑後，反對派即大肆攻擊主審法官以至特區政府。社會各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強調，執法部門在「佔中」主事者違法後依法作出檢控，法庭檢視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據及法例，在證據確鑿

下作出裁決，絕非反對派中人口中的「政治檢控」、「政治審訊」。有關人等被判刑後仍毫無悔意，繼續無理

抹黑特區政府以至法院，是無視法治，故意製造社會矛盾，是試圖破壞香港的法治制度和社會穩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李摯

在法院就「佔中」九犯判刑後，反對
派22名立法會議員發表聯署聲明，

稱「佔中」案的審訊是「政治審判、政
治迫害」，是政府「打壓民主抗爭」至
噤聲，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司法作
為政治武器」，應該下台云云。

盧文端：拒絕反思可恥
中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指出，違法
「佔中」為社會帶來極大危害，法庭就
此案作出公平裁決，備受市民支持，然
而反對派中人不但不服裁決，更侮辱法
官，攻擊特區政府，這種肆意胡鬧的行
為完全無視法治威嚴，這種無視法治、
拒絕反思的行為十分可恥，絕不能讓這
種歪風邪氣在社會上散播蔓延，為青
年、為香港帶來不良影響。

梁亮勝：不配談論民主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廣

東社團總會主席梁亮勝表示，反對派不
服裁決的行為十分可笑，竟對香港公正
裁決說「不」，完全藐視法律威嚴，是
不依照香港法制做事的行為。
他指出，「佔中」對香港造成巨大的
傷害，不但損害市民利益，更嚴重影響
香港在國際上的地位、聲譽，反對派竟
就此侮辱法官、攻擊特區政府，這種無
理取鬧的行為讓人感到不可思議，這樣
的人不配談民主，不配談法治，更沒有
資格在各大重要機構、院校任職，污染
校園、誤導學生，相信這是香港任何一
個有法治觀念的市民都會有的基本判
斷。

簡松年：違港核心價值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創

會主席簡松年表示，反對派在經法庭一
番公平審訊後，竟不服裁決，完全是侮

辱了民主，無視法治，有違香港法治核
心價值，更是對香港法治的衝擊，這樣
的人不配講民主。

梁美芬：無「政治檢控」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指，政府的
執法部門針對「佔中」九犯的違法行為
作出檢控，法庭則檢視了控辯雙方提供
的所有證據，根據相關法例作出裁決，
完全沒有所謂「政治檢控」的問題。
她又反問，反對派現在批評執法部

門，「是否支持違法也不應檢控？」

吳永嘉：判決無關政治
來自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的經民聯副

主席、律師吳永嘉指出，法庭不會受政
治所影響，一切都根據證據作出裁決，
是次裁定「佔中」九犯有罪，已證明有
關人等違法是證據確鑿，倘有人批評這
是政治檢控，或肆意攻擊法院，是刻意
破壞香港法治的行為。

黃國恩：九犯罪有應得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

恩強調，九犯煽惑他人犯罪，依法檢控他們
正正是法治的表現，絕非什麼「政治檢
控」，他們為此而負上刑責更是咎由自取、
罪有應得的。有關人等被判刑後仍毫無
悔意，繼續無理抹黑特區政府以至主審
法官，是圖謀繼續製造社會矛盾，破壞香港
安寧，所為令人反感。

傅健慈：荼毒年輕一代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全國港

澳研究會會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傅健慈表示，「佔中」九犯被法庭定罪
是罪有應得，但部分獲法庭「格外開
恩」輕判緩刑者，完全沒有展示悔意，
更煽動群眾到荔枝角收押所外非法集
結，延續所謂「公民抗命」、「違法達
義」，繼續荼毒年輕新一代，實欠全港
市民一個真誠的道歉。

■反對派前晚仍煽動群眾到荔枝角收押所外非法集結。 資料圖片

促禁校內煽違法 免學生入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