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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暴派圖
「全球賣港」靠害香港

2019年12月2日（星期一）

美國國會早前通過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並由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打「香港牌」遏
制中國的圖謀昭然若揭，本港反對派主動配合、勾
結外力反中亂港的居心暴露無遺。但反對派仍不收
斂，李卓人還將帶隊去澳洲，繼續赴海外「告洋
狀」，企圖策動制定澳洲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有政壇老友直斥：「反對派在港煽動暴力
『遍地開花』，已經令香港受重傷，現在還要『全
球賣港』，他們到底是捍衛香港人權，

還是摧毀香港，大家有眼見。」
老友對自明話：「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得以成事，李卓人之流都下了不少『腳力』和
『牙力』，港人不會忘記的。今年 5 月，他曾與李
柱銘等人赴美加唱衰香港，還見過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不知是否因為賣港有功，
獲得主子青睞，這次訪問澳洲就由李卓人擔大旗，
他和公民黨的譚文豪、民陣副召集人黎恩灝，下周
一、二會訪問澳洲堪培拉，計劃會見當地國會議
員，策動制定澳洲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持
續打壓香港。據聞，反對派甚至密謀把所謂的海外
游說行徑系統化，以此『包圍政府』。」
除了李卓人之流計劃到澳洲唱衰香港之外，另一
位「賣港明星」黃之鋒最近賣港也很賣力。9 月，
他訪問德國，與德國外交部長馬斯見面，促請德國
明確向北京表態支持香港落實普選，並反對港府使
用緊急法；日前，黃之鋒透過視像通話參與意大利
國會外交及人權聽證會，要求意大利公司應停止向
港警輸出「鎮壓裝備」。「李卓人、黃之鋒為了一

己之私出賣香港，所言根本不是事實，而是以謊言
大話抹黑香港的人權民主，引外力制裁香港。」老
友駁斥。
老友續指：「近半年來，正是反對派混淆是非，
包庇縱容，導致黑衣暴力氾濫成災，昔日繁華熱鬧
的香港市中心變成戰場，大學校園被佔據破壞，淪
為『軍火庫』，香港法治不彰，秩序大亂，普通市
民隨時會被『私了』（私刑），返工返學都不能正
常。反對派縱暴，造成香港人權民主嚴重受傷，李
卓人、黃之鋒為何不向歐美、澳洲的國會和政府如
實反映？」
美國通過的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要
挾如果美國政府認為香港人權民主受損，將制裁香
港，措施包括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禁止向
香港輸出美國高科技，這必將打擊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影響香港創科發展，等同削弱香港的競爭
力。這如同在香港頭上懸了一把劍，法案即使備而
不用，也會影響外資、人才對香港的信心。老友不
無擔憂：「如果德國、澳洲等國，也在李卓

人、黃之鋒之流的香港政棍慫恿下，跟隨美國推出
類似的法案，造成全球圍堵香港的惡劣景象，他們
一定是毀了香港的千古罪人。」
黃之鋒到德國賣港期間，一名曾經代表德國《時
代週刊》和《日報》駐華的記者在明鏡在線（Spiegel.de）刊文批評，認為德國根本幫不了香港的示
威者，反而害了這群年輕人的未來。老友表示：
「這就是有識之士的肺腑之言，心水清的港人應該
清楚，反對
派『全球賣
港』，根本
就是靠害香
港。」

小虎 Sir自白：我！想！靠！自！己！
遭黑魔潑腐液 傷痛更堅信念 盼回饋有需要者感動網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 「我！
想！靠！自！己！」在今年國慶日執勤
時遭黑衣魔淋腐蝕性液體導致身體多處
受傷的香港警員小虎 Sir，經過數次植皮
手術後，已漸漸康復，惟在治療過程中
所受的痛苦，卻是不足為外人道，但他
仍展示出強大的意志力，表示會堅持信
念，往後仍會忍痛靠自己刺穿大腿傷口
上的水泡。他直言，覺得一點也不痛，
更指過程中令他「更熟悉自己的身
體」，又表明希望依靠自己努力，再回
饋所有需要幫助的人。

Sir 雖被傷患折磨，但他
小虎樂觀積極，不時在微博與大

家分享生活點滴 ，日前他上載
「用針管插入水泡再逐個擊破」
的視頻，指由於大腿傷口水泡不
斷生長，因此需要每天刺穿，過
程更長達半年。但他認為刺穿並
不代表什麼大不了，反而有時候
當沉溺在一個太「幸福」的環境
下，卻忘記依靠自己、照顧自己
的能力，因此這反而喚醒他挑戰
的慾望，基本他都會自己親自去
刺穿。小虎 Sir 堅定地說：「我！
想！靠！自！己！」
他說：「在專業醫護陪同且那麼
『幸福』的環境下，學習自己用針

管插入水泡再逐個擊破！」
他更說一點都不痛，反而從中可
令他更熟悉自己的身體。他並反
問：「有沒有想過……在戰場上打
仗戰鬥着的軍人士兵們，當下受傷
怎麼辦？立即有醫生嗎？有醫護
嗎？會有救護車嗎？擔架呢？醫療
設備呢？環境呢？ 都沒有！要生
存，就得靠自己當刻的決定！」

網民紛紛打氣
小虎 Sir 指這就是他的精神語
錄：「不要得過且過計算別人可
以給自己多少，想着依賴；換一
下角度，試着想自己可以依靠自
己多少努力，再回饋所有需要幫

助的別人身上 」，又樂觀地笑
言：「明天再刺穿吧！」
小虎 Sir 樂天積極面對自己傷患
的態度，深深感動網民，紛紛為
他打氣，並祝願他早日康復 。
「Connie Cheng」說：「 加油呀
虎 Sir，好人一生平安，好好休
息，早日康復！」
「Kamwah Leung」 希望小虎
Sir「要康復起來，中國香港人支
持您！」「Benny Chim」就說：
「睇見你的傷疤都覺得痛，小虎
sir 祝你早日康復，全力支持香港
警 察 嚴 正 執 法 。 」 「Anna
Leung」 同 盼 小 虎 Sir 「 早 日 痊
癒，並早日將暴徒繩之於法！」

◀逾千名愛國愛港人士自發
到尖沙咀鐘樓參加快閃唱國
歌活動。香港政研會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 逾
千名愛國愛港人士昨日自發到尖
沙咀鐘樓參加快閃唱國歌活動。
他們揮舞着國旗和香港特區區
旗，莊嚴肅穆地高唱國歌，並合
唱《歌唱祖國》及《東方之珠》
等歌曲，又高喊「炎黃子孫，血
濃於水，團結一致，守護香港」
的口號，現場氣氛熱烈。參與活

動人士在高叫 3 次「支持警察」後
和平散去，活動歷時約 10 分鐘結
束。

拉起大型國旗 盼港回復穩定
大批市民響應網上號召，於昨日
早上約 11 時在尖沙咀鐘樓聚集，部
分人手持國旗及區旗，臉上貼上五
星心形貼紙，又在高位拉起大型國

旗。亦有人舉起標語，支持警察執
法，並一起高唱國歌，希望香港盡
快回復和平穩定。
到場支持活動的香港政研會主席
鄧德成表示，希望透過這個快閃唱
國歌活動，可以凝聚港人士氣，令
香港恢復安寧。現場有逾千人參加
活動。
他認為，無論區議會選舉的結果

▲鄧德成（前）到場
支持活動。
香港政研會fb圖片

如何，也不會影響香港是中國一部
分的事實，並警告某些人不要以為
拿了議席，即是奪權成功，可以推
動「港獨」，因這事絕對不可能發
生。他支持建制派繼續努力，亦希
望議會可正常運作。
參加活動的沈先生表示，他們並
非特別想表達什麼，總之香港要穩
定，不要有太多暴亂就好。

義工修復香江 外籍人士也幫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
暴徒在香港造成的破壞，實在
罄竹難書，除了不斷毀壞公共
設施如交通燈、馬路欄杆，更
四處在街頭塗鴉，寫上侮辱性
字句和粗口，並張貼具侮辱性
的海報，令市容受損。連在港
的外國人也看不過眼，當義工
上街協助清除這些損害市容的
海報與塗鴉，也希望港人都能
「勇敢站出來」，一起同心修

復香港。
臉書專頁「真．建制」昨日發佈
帖文指出，昨日清晨有一批義工前
往港島金鐘和灣仔一帶，清除連月
來暴徒在街頭肆意張貼的具侮辱性
質海報，以及大量侮辱字句和粗口
塗鴉，較為特別的是，義工行列中
有兩名是外籍人士。
帖文表示，連在港外籍人士都
懂得修復我們的家，反問建制派
的朋友們：你們看到嗎？帖文又

明言：「修復香港不是口號，是
行動，不要怕被罵、不要怕狙
擊」，呼籲大家應該「勇敢站出
來！」
他們的行動獲得不少網民讚
賞。「Carmen Chan」讚揚他們
是熱心市民，非常感謝他們的付
出。「Chris Chan」更說：「佢
哋唔係外國人，佢哋係香港人，
佢哋同我哋一樣，熱愛著（着）
呢個美麗嘅城市！」

■一批義工
前往港島金
鐘和灣仔一
帶，清除暴
徒在街頭肆
意張貼的具
侮辱性質海
報、字句和
粗口塗鴉
「真．建制」
fb圖片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姬
文風）修例風波
下本港學校政治
化問題嚴重，多
所大學校園先後
淪陷，部分中學
亦難倖免，學生
「騎劫」開學
禮、陸運會等活
動肆意播「獨」
的案例屢見不
鮮。最新一宗發
生在上星期三
（27 日 ） ， 有
網民發現，惠僑
■惠僑英文中學學生會日前在校舉辦
英文中學學生會
「蒙面歌唱比賽」。
疑藉舉辦所謂
惠僑英文中學學生會圖片
「蒙面歌唱比
賽」為蒙面暴徒宣傳洗白，更有學生以「獨」歌報名參
賽。該學生會在事件曝光後隨即刪走比賽海報，網民紛紛
要求校方及教育局嚴正跟進，勿讓歪風繼續散播。
網上近日流傳一張題為「惠僑蒙面好 SING 音」的歌唱
比賽宣傳海報，顧名思義比賽在於鼓勵參加者蒙面參賽。
網上帖文並附有一份參賽者名單，而第一個出場的參賽者
化名「香港人」，參賽歌曲寫上「願榮歸香港」五字，不
排除是手誤打漏「光」字。
比賽上星期三完成初賽，校方網頁事後亦有上載部分比
賽相片，當中可見有個別參賽者響應呼籲蒙面上陣。網頁
形容當日同學們反應熱烈，「參賽歌手除了落力演唱外，
更是悉心打扮，務求爭取評判支持而晉身決賽。」

蒙面歌賽為暴洗白 惠僑學生會涉播「獨」

千人快閃唱國歌 三呼「支持警察」

◀小虎 Sir 手臂 ▲小虎 Sir 自己用
嚴重受傷。
針管插入大腿上
小虎Sir 的水泡。
微博圖片 小虎Sir微博圖片

網民圍插 促校方跟進

校方把「蒙面」形容為一種「悉心打扮」，惟在不少網
民看來卻明顯不恰當，尤其有參賽者公然以「獨」歌參
賽，被指是利用學生活動傳播政治訊息，紛紛要求校方作
出跟進。其中網民「Maggie Wai」驚訝指：「唔係化？
一間中學可以俾（畀）中學生會攪（搞）呢 d（啲）？」
「Tracy Tam」諷刺道：「唱歌都要蒙面 ，難道身有
屎？！」「余威」認為：「今日唱（獨）歌唔遏止、明日
便做舞台劇比（畀）你睇囉，慈母出敗兒！」「Mak
Wendy」更指：「呢首歌=粗口歌，主辦機構畀佢哋喺台
上唱都唔方（慌）係一個正當機構啦」。
另有不少網民均認為教育局是責無旁貸，「Ho Agnes」
便感嘆指：「而（）家啲學校關埋門，做咩都得㗎！教育
局去咗邊？」「Ferren瑛愛」更指出應從懲罰角度入手：「港
英時期，香港學校內如果升五星紅旗，如果搞愛國活動。港
英政府會收回學校的資助，沒收校舍，嚴重的會吊銷辦學資
格。現在……呵呵，真是夠『自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