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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修例引
發的暴力衝擊事件持續3個多月，人民日報
客戶端昨日發表評論文章，指香港反對派及
一些激進示威者提出所謂五項訴求，當中雙
普選是終極訴求，批評他們想要的普選制
度，就是要超出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
關決定，能夠選出一個可以代表他們立場、
可以不對中央政府負責的行政長官，從而為
他們奪取香港的最高管治權鋪平道路，「這
不僅與民主的真諦格格不入，更觸碰到了
『三條底線』。」

這篇題為《香港：何為民主的真正意
義？》評論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反對派
和一些激進分子想要的不是穩健的民主，而
是激進的民主；不是造福香港的民主，而是
為一己私利的民主；不是中央主權之下地方
行政區域的民主，而是迴避中央主權的獨立
政治實體的民主。

反對派借「民主」幌子「反中亂港」
文章批評，2015年，得到香港主流民意支
持的普選法案，卻是因反對派一意孤行阻擾

而流產的。反對派和一些激進分子對此絕口
不提，反而誤導青少年相信《中英聯合聲
明》提出了「雙普選」，乞求外部勢力通過
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插手香港事
務。這些做法，恰恰是對香港民主政治的毀
壞，是對香港最大的不負責任，是借「民
主」幌子「反中亂港」的明證。
文章說，民主不是一個口號，不是一種幻

象，而是要產生真正的意義。香港的民主政
治發展，需要符合香港的根本利益。今天，
發展香港的民主政治，依然需要秉承對歷史

的洞悉，對民情的體察，對未來的負責。在
這個意義上，基本法不僅提供了一個必須遵
循的政治架構，更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政
治智慧。
文章強調，香港的民主政治發展，必須符
合香港的政治地位。香港的民主政治是中央
管轄下的地方區域的民主，香港的民主化必
須以確保基本法規定的中央對香港的主權行
使作為前提，不僅要符合香港的利益，也要
符合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無論將來
什麼時候啟動政改，香港的普選制度都必須
符合基本法，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
定，這也是「一國兩制」下「一國」與「兩
制」的辯證統一。

昨日清晨7時多，有數十名民眾自發登上獅子山山
頂，掛上一幅15米寬的五星紅旗，並拉起寫有

「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橫額，一同
唱響《義勇軍進行曲》，以獨特的方式來表達對祖國的
祝福。
當有人為國家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
來」而由衷高興和祝福的同時，卻有「港獨」暴徒處心
積慮侮辱國旗。繼早前有零星數起個別人侮辱國旗的案
件後，昨日有暴徒就拆除沙田大會堂的一面國旗，再帶
入新城市廣場內扔在地上，一批暴徒以玩「火車捐山
窿」模式輪流踐踏國旗，其他暴徒則不斷高聲叫囂，毫
不尊重莊嚴的國家象徵。其後，有暴徒在國旗噴黑色噴
漆、淋液體，並將已污損的國旗扔進垃圾桶，再推入城
門河，行為猖獗，目無法紀。

盧瑞安：觸及「一國兩制」底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直斥，暴徒的行為簡直是

「禽獸不如」，完全觸及了「一國兩制」原則底線。他
還指出，過往玷污國旗只屬極少數不法分子所為，但昨
日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大批暴徒輪流踐踏國旗，最後更
分別被掉入垃圾桶、水池和城門河，已到了無法無天地
步。

盧瑞安指出，在接近國慶的日子，暴徒刻意
做出各種侮辱國旗的行為，藉以挑戰中央的底
線，做法令人憤怒及擔心。他強調，國旗代表
國家，侮辱國旗即是侮辱國家，而現時參與有
關行為，當中甚至有十餘歲的中學生，他們的
行為證明學校教育出了嚴重問題。他同時要求
政府嚴厲執法，懲處侮辱國旗的暴徒，不能繼
續姑息。

陳勇：違法行為蔓延中學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指
出，香港特區已訂立了《國旗及國徽條例》，港人必
須要遵守，無論違法者的人數多寡，一旦玷污或損壞
國旗，均要負起刑責。他並說，過去一段時間，暴徒
的無法無天行為，已經令市民感到憤怒，而這種肆無
忌憚的違法行為，更不斷蔓延，魔掌已伸到中學生身
上。他認為，現時實在是刻不容緩，特區政府應立即
採取強硬措施處理，而司法部門更不應姑息違法分
子，否則只會令事情進一步惡化。

何俊賢倡法庭作阻嚇性裁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現時網上有人刻意誤

導，所謂多人作亂「不算犯法」而是「革命」，不斷煽
動他人犯法，以為法不責眾，人多就可以逃避法律責
任。面對有關問題，他建議在短期方面，警方應加強檢
控的工作，司法機構也須按照目前的實際情況，作出具
阻嚇性的裁決，以免令違法分子以為自己的行為沒有代
價。
何俊賢又指出，中學生漸漸出現違法行為，反映教育

界內存有毒瘤，難以令父母安心把子女交給這些有違教
師守則的人。既然個別學校無法自行剷除有問題的教
師，特區政府部門和官員便要負起責任，嚴懲一些違反
專業操守的教師，避免荼毒下一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郭家好）臨近70周年國慶，昨日有一批市民登上獅子

山山頂，掛上巨型國旗，表達對祖國的祝福。另一方面，有「港獨」暴徒昨日則拆除沙

田大會堂的一面國旗，帶到商場輪流踐踏，又噴漆、淋液體，再先後掉到垃圾桶、水池

和城門河，一再侮辱國家象徵。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斥暴徒行為

極之惡劣，令人髮指。有見暴徒破壞國旗的行為愈發猖狂、人數也比之前更多，甚至有

蔓延影響年輕學童的情況，他們促請特區政府不應再姑息，必須嚴正執法，及盡快清除

教育界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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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傅航）「香港賽馬會社
區盃」原定於昨日下午
假旺角大球場進行「三
料娛樂」，當中包括少
年社區盃、由騎師及名
宿合演的表演賽以及傑
志對大埔的社區盃，不
過足總賽前突然宣佈基
於安全理由將賽事延
期，是繼周三賽馬日
後，再有與馬會有關的
活動改期。
香港近期每逢周末均

出現暴力衝擊，足總昨
日發出聲明表示：「考
慮到參與是次慈善賽事
的包括少年賽事、各不
同受惠機構及團體，基
於安全考慮，2019賽馬
會社區盃將延期舉行。
有關補賽詳情將於相關
安 排 落 實 後 再 作 公
佈。」
和富大埔及傑志兩支

出戰社區盃的球隊均表
示尊重賽會決定，大埔
主帥郭嘉諾認為對球隊
影響不大，認同馬會及
足總以安全為先的決
定，而傑志則表示：
「作為參賽球隊，球會
尊重賽會的決定，並且
靜 待 有 關 補 賽 的 安
排。」而昨日足總其他
賽事則未受影響。

「票償論」食人血饅頭《蘋果》被「獨人」鬧爆
一場所謂「反修例」行動，
反到今時今日逼特首林鄭月娥

都講咗撤回修例，班人仲唔肯收手，社會上
好多人都唔明為乜。但《蘋果日報》日前出
咗本總結行動嘅所謂《自由之夏》特刊就畀
咗個「答案」大家，就係11月24日區議會選
舉要「血債票償」喎。嘩，乜原來係咁樣一
回事咩？結果唔少煽暴派網民就鬧爆《蘋
果》食人血饅頭，攞「義士」嘅鮮血去換選
票咁話。講真，呢啲思想《蘋果》都有份縱
容出嚟，想借機拉票結果變成倒米，同暴徒
想掟汽油彈結果燒傷自己背脊，一樣咁有異
曲同工之妙。
正當有啲反對派網民沉醉喺《蘋果》嗰本特

刊整得「好靚」嘅感覺入面，多次俾《蘋果》
出賣嘅暴徒、「港獨」分子同激進派同feel
（感覺）到唔對路，皆因搞咗咁耐，連場暴

動，最終俾《蘋果》以特刊封底嗰個「11．24
血債票償」概括，所有嘢最終就係要為「飯
民」拉票？雖然「飯民」有咁嘅如意算盤，但
當然有好多煽暴派網民都唔認同啦，唔少人都
開聲討伐《蘋果》咁厚顏無恥去食人血饅頭。

網民斥攞「勇武」益「飯民」
中大「獨」講師劉正喺佢fb專頁「無神論

者的巴別塔」就寫咗篇長文，其中提到家
「勇武派」都入唔到閘，即係冇人代表到佢
哋，「票償？票乜×嘢償？」佢仲話，今日
「勇武派」冒晒風險上街，「然後而（）
家班『飯民』就Spin（扭）到去幫班『飯
民』入議會，等佢地（哋）印印腳收幾皮嘢
人工兼享各式各樣嘅公權力就叫『還咗血
債」？傻×咗？」
fb專頁「北歐心科學」亦話，「血債票償

難聽過粗口」，反問咁多「烈士」嘅仇，要
用區議會投票去「報」，到底《蘋果》同
「飯民」係咪真係「忿怒」同「在乎」件
事。「Tina Lau」話︰「響食人血饅頭呢方
面，『泛民』絕不手軟。」有暴力到底嘅網
民就話，要「血債血償」先得，睇嚟《蘋
果》一路煽暴，最終係多咗人暴力，但就幫
唔到「飯民」囉。
有網民就諗起，之所以為出亂局，就係因
為「議會失效」，而「飯民」就係「議會失
效」嘅原因，「Jacky Fan」反問︰「議會已
死，選舉仲有用嗎？」「北歐心科學」就揶
揄「飯民」︰「有錢。」「Henry Lee」就
話︰「必須先清算『泛民主派』，沒有一個
是無辜的，光速報應！」
有見俾人鬧爆，《蘋果》記者陳珏明就出

post認衰仔，話「血債票償」一句係出自佢

手筆。雖然一邊話「不完美，不可接受，要
改善」，但佢依然聲言「寫下這四字時，出
於希望把整場運動的一些能量轉移到未來都
很重要的選舉去」，繼續話要「光復」議
會，叫大家唔好割席喎。
呢篇文亦都俾人貼咗上「連登討論區」，

唔少人當然唔收貨，「仲王」直言︰「道歉
完但講到尾咪又係想搞選舉。」「上條當
麻」話︰「潛移默化用血債票償洗你腦，無
人出黎（嚟）×既（嘅）話就成功爭取用選
票黎（嚟）搞散水了。」「一鋪過」亦話︰
「呢個時候仲掛住選舉真係無人性。」
「伯特蘭．羅素」表示︰「《蘋果》講咗

血債票償幾個月啦，見到就嬲，冇人性！即
係『烈士』出命換你就有票有議席有糧出，
食人血饅頭，痴（黐）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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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辱民族毀國旗 教育當局還能袖手？

在銘記「國難」、紀念抗日戰爭烈士的9月18日，
港大校園赫然出現「慶祝9．18」的冷血大字報，在
民族傷痛上灑鹽；21日屯門暴亂期間，暴徒再度焚燒
國旗，其中一名被捕的少女，據報年僅13歲。有資深
教育界老友說：「焚燒國旗的少女年僅13歲，以這一
年齡的經歷、認知，實在想不到有理由如此憎恨國
家，肯定是受人唆擺洗腦；至於港大『慶祝9．18』
的冷血大字報，侮辱先烈、傷害民族感情，行為令人
髮指。大學生號稱『天之驕子』，應該有思想有文

化，如此公然侮辱國家民族，比納粹、日本軍國
主義更惡劣。兩宗事件都暴露香港

教育問題的嚴重

性，教育當局和教界還能袖手旁觀？」
教界老友說：「要求公民確立國家意識，培養青少

年對國家的忠誠和認同感，是世界各個國家都重視的
基本問題。偏偏香港的國民教育不能名正言順在學校
開展，反而被誣衊為『洗腦』，結果部分青少年被灌
輸妖魔化國家的思想，毫不尊重、甚至仇視作為國家
象徵的國歌、國旗。百多日的暴力運動中，國旗、國
徽一再淪為攻擊目標，有人公然通過侮辱國旗、國徽
以示對祖國的不認同和仇視。十來歲的少男少女，身
心未成熟，最容易受身邊人誤導，少女敢燒國旗，她
的父母、老師、同輩都難辭其咎。」
教界老友續說：「回歸後，學校課程對『一國』的

教育毫無寸進，甚至有所倒退，教育體系對此必須認
真反省。在回歸前，相當部分香港學生尚且知道中國
人的根源、優點，知道中國四大發明，不會忘記祖父
母輩做『弱國人』時的悲慘，不會忘記舊中國被列強

虎視鷹瞵、豆剖瓜分的危局，更不會忘記日本軍國主
義發動的侵略戰爭，強加給包括港人在內的全中國人
民的深重災難。三年零八月的苦難，廣大港人更不應
忘記。」
然而，回歸後從2000年起取消了回歸前中國歷史

作為必修科的地位，到2009年課程改革大幅削減選
修科目後，中史科竟然無人問津。其後果是，很多新
一代因不知歷史而對國家產生誤解甚至抗拒。教界老
友感嘆：「更嚴重的是，這使『港獨』思潮在青年人
中有了市場，一些排斥國家民族的謬論，在部分青年
學生中大行其道。尤其大學內不少『政治教授』、
『政治學者』，他們一方面散播『公民抗命』、『違
法達義』等歪理，向學生灌輸符合極端民主自由價值
觀，另一方面刻意詆譭內地的政治制度和『一國兩
制』，片面強調爭取落實違反基本法的『雙普選』。
在這些冠冕堂皇的歪理長期薰陶下，部分大學生對國

家、民族的認同感、歸屬感越來越弱，甚至寧願當殖
民地的『二等順臣』，也不願做挺直腰骨的中國
人。」
「『9．18』事件是中華民眾的恥辱，『慶祝9．

18』的冷血言語，連現在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人都不敢
說。港大作為堂堂中國香港特區的著名大學，竟然貼
出這麼大逆不道的標語，集中顯示此次暴力運動的邪
惡！特區政
府、教育界如
果還不有所作
為，根本就是
失職之後還毫
不知醜。」教
界老友表示。

■■一批暴徒以玩一批暴徒以玩「「火車捐山窿火車捐山窿」」模式輪流踐踏國旗模式輪流踐踏國旗。。
美聯社美聯社

■■有數十名民眾有數十名民眾
自發登上獅子山自發登上獅子山
山頂山頂，，掛上一幅掛上一幅
1515米寬的五星紅米寬的五星紅
旗旗。。 央視圖片央視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