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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勢力成日話要支援香港嘅攬
炒分子，點知聽到全國人大審議港區國
安法，靠鼓吹香港「抗爭」先可以連任
嘅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日前就驚到
喺facebook發聲明，稱如果港區國安法
實施，香港民主自由同司法獨立嘅核心

價值會受到「嚴重侵蝕」，台灣喺必要時會運用「香
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六十條，即停用呢條所謂促進港
澳台往來嘅「條例」。換言之，即係過橋抽板，要同
喺香港嘅「手足」割席囉，唔知班「港獨手足」又有
咩感受呢？

若「條例」停用 人員來往中斷
被傳係「青症（青年新政）」軍師、身在台灣嘅林浩

基對蔡英文割席感到「非常憂慮」，話「條例」一旦停
止適用，唔止港人無辦法再移居台灣，連留學名額都會
併埋入內地生類別。由於港人無任何辦法申請台灣「兩
岸條例」入面嘅文件，所以蔡英文嘅講法等同中斷香港
同台灣「一切人員」嘅往來，而流亡台灣嘅「義士」同
在台工作、留學者，都無法延期簽註。
fb專頁「逐柯攻城師」亦鬧爆蔡英文大啖人血饅頭，

因為蔡喺競選連任嗰陣時不斷聲稱「今日香港，明日台
灣」，每日散播恐懼同仇恨，估唔到佢踩住「香港人嘅
鮮血」連任後就即時割席。
該專頁其後再發帖話，去年香港爆發大規模「抗爭」，
台灣電視台疲勞轟炸、一片義憤填膺，家蔡英文講完
嘢，所有台灣撐港人嘅新聞都係兩句帶過。以前社會大
講「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台灣撐香港」，家竟
變咗「香港自找的」、「那人家內政，關台灣什麼
事？」搞到出post嘅人都忍唔住問「會不會太噁心啊？」

林浩基：綠營憎港人入骨
網民「灰若」就留言解答：「都唔系（係）咁多台灣

人真系（係）歡迎香港人，覺得佢地（哋）炒貴啲樓」
林浩基睇完就點出事實：「其實唔關事啦，綠營本身就
憎香港人入骨，畢竟佢地（哋）好妒忌我地（哋）有外
國護照，所以點解我一直都睇唔起『台獨』，攪（搞）
獨立運動既（嘅）目標係要做人地（美國）屬土，奴性
重成咁。」

陸委會急改口 稱非「放棄香港」
可能因為蔡英文政績乏善可陳，加上民進黨前年地方

選舉輸到慘不忍睹，所以台灣陸委會噚日急急改口，希望挽回「港
獨」分子嘅支持，因此「澄清」蔡英文唔係要「放棄香港」，而係對
「『北京』示警」，因為通過港區國安法嘅後果「極其嚴重」，希望
「北京」勿「一意孤行」台灣嚟緊會更「積極協助」港人喎。
不過，突然被「台獨」分子「背叛」嘅網民似乎唔係好收貨，「李
秀芬」就話：「票就騙到手了 ，誰管你甚（什）麼香港反送終
（中）？」「Pomin Chung」就揶揄：「雙標黨啊，啊！外加帶風向
黨」「Ciao Belladonna」就質問：「4月香港警察拘捕壹傳媒集團創
辦人黎智英、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工黨副主席李卓人等15人，
點解台灣方面毫無反應？呢（）家你就咁大反應？改完又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人民銳評：「黎智英們」末路 年輕人別再當「炮灰」

黎智英黃之鋒再乞外力干預
政界批自製被迫害假象 圖挑撥市民情緒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昨
日發表題為《「黎智英們」已窮途末路，
年輕人別再當「炮灰」了》的「人民銳
評」，全文如下：
叛國亂港分子黎智英最近逃跑不成，開
起了推特賬號，污衊香港國安立法，連續
不斷表白美國，「若你願意，可以成為我
們法治和自由的救世主」。5月24日，他的
《蘋果日報》頭版更是號召香港人給美國
總統寫信，求保護、求干預。

這哪是「一人一信救香港」，分明是
「一人一信賣香港」。黎智英自己臉皮
厚、賣港求榮不說，還想拉一些香港年輕
人一起，繼續充當「炮灰」「棋子」。24
日下午，香港街頭再次出現非法聚集，少
數暴徒肆意破壞基礎設施，攻擊無辜市
民，背後離不開「黎智英們」的操弄。
說到叛國亂港，黎智英可謂「專家」，

他精於兩招，一是挾洋自重甘當走狗，二
是想盡辦法煽動蠱惑。「修例風波」中，

黎智英衝在前面，一面急不可耐遠渡重
洋，跑去接受洋大人的「犒賞」和「指
令」，一面在香港製造亂局，用媒體工具
大肆造謠，美化煽動暴力，抹黑中央政府
和特區政府。近一年來，「黑暴」、「攬
炒」、「港獨」橫行，搞得香港社會不得
安寧，把香港人賴以生存的家園推到極為
危險的懸崖邊緣。
中央出手啟動涉及香港的國安立法，打

擊分裂國家、顛覆政權、恐怖行徑和外部

干預，真正打疼了「黎智英們」。「狗急
跳牆式」的舉動背後，可以看出他們害怕
了、緊張了，這也恰恰說明，中央推動涉
及香港的國安立法，搞對了、搞準了。
「黎智英們」深感窮途末路，想要做最後
反抗，無非還是那些套路，變着法子告洋
狀、求干預，開足馬力潑髒水、激化情
緒。只不過這次他的招數可能不靈了。中
央既然決定推進立法，內部和外部的情況
早就有預估，也會做充足準備，相比於中

央的堅強決心，這些小兒科的招數，都是
螳臂當車、不自量力。
黎智英把美國視作救世主，在他的敘事邏

輯中，香港今天的國際地位和繁榮發展都是
美國給的，只有美國「最在乎香港」。然
而，因「修例風波」而遭到重創的香港經
濟，以及美國在此期間的所作所為，越來越
讓廣大香港市民看清真相。大家也越來越明
白一個事實：黎智英的人生沒有非賣品。當
他鼓動年輕人「殉道」、送死，自己一家7
人卻拿着外國護照，隨時準備腳底抹油。當
他高呼「為美國而戰」的時候，早已和「洋
主子」達成不可告人的交易。
給這樣的人當「炮灰」，真的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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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韻詩
發帖，聲
稱她不會
害怕港區
國安法。
網絡截圖

冇膽上街叫人衝 何韻詩杜汶澤挨批
「港獨」歌
手何韻詩早幾
日 喺 facebook
上帖文，聲稱
佢唔會驚港區
國安法，話如

果驚就唔會行出嚟，「港獨」藝人杜汶澤亦留
言話「系（係）羅（囉）」。點知呢頭講完，
兩人就被網民譏諷佢哋根本冇膽上街，最叻就
係「叫人衝、自己鬆」，並呼籲有加拿大籍嘅
何韻詩喺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留喺香港唔好走，
「走就以後叫烏龜詩！」
黑暴前日再肆虐，何韻詩當日喺fb帖文中煽

人上街，話「傻嘅，要驚嘅第一日就唔會行出
嚟，行得出嚟就唔洗（使）諗驚唔驚。壞與更
壞，一齊面對」，更標籤「我都未驚你驚
乜」，杜汶澤就留言附和「系（係）羅
（囉）」。
講就兇狠，喺當日嘅非法遊行期間，網民就
發現呢兩個講到咁「勇」嘅「港獨」藝人根本
齋噏得把口，唔好講冇上街衝，更連影都唔
見。「Mamta Hoho」話：「佢（何韻詩）有鬼
膽出黎（嚟），最叻叫人衝自己鬆。」

網民：你食過催淚彈未？
「Hin Hin」就質問杜汶澤到底有冇上街，「杜

生，點解好似冇乜見過你上街既（嘅）相？你食過
催淚彈同胡椒噴霧未？Sorry，唔記得左（咗）你
話犯法既（嘅）野（嘢）你唔會做，應該喺屋企
食緊軟飯。」佢又寸何韻詩淨係識打卡：「請問
你見過何先生企過幾前呀？次次打完咭（卡），
同記者吹下水，舉藍旗前已經唔見人啦。」
更加好笑嘅係當「Hermina HK Tse」問何韻

詩去咗邊時，佢答「我喺你左邊」， 被
「Hermina HK Tse」成功解讀為「左邊？left
呀，即係條××婆已經走咗啦，叫人衝自己
鬆！」

立法後如果走 以後叫「烏龜詩」
「Teddy Ma」就呼籲有加拿大籍嘅何韻詩喺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唔好走，「講就叻！叫人出
嚟就叻！叫人眾籌就叻！國安法實施後留係(喺)
香港唔好走，走就以後叫烏龜詩！」
「Wei Wah Chan」亦暗諷何韻詩係禽獸，「記

得到國安法生效時你都唔好離開香港，要同一班因
『抗爭』而入獄的年輕人齊上齊落！你有份推動年

輕人『抗爭』，只要你一息尚存都唔好拋棄佢哋自
己走佬！不過你表現到如此心繫年青（輕）人，一
定做唔出自己走老（佬）咁禽獸既（嘅）行為！」
「Evic Zhou」亦再次提醒大家，何韻詩係加
拿大籍，唔係香港人，「當然啦，你加拿大人
拍拍屁股就可以走，留下一幫『手足』跟你遠
程連線聽你說『無有使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為包庇黑衣魔，多名攬炒派區議員
日前在黑衣魔於灣仔及銅鑼灣四處破
壞、堵路期間，公然在fb發帖，稱他
們的辦事處當日會繼續開放，明顯是
為黑衣魔提供庇護所，有人更提供
「交通接載服務」。多名政界人士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希望年輕人切勿被攬炒
派誤導，以為違法後會有人庇護，否則前途盡毀的只
會是自己。
攬炒派前日在港島發起非法集會，黑衣魔四出破

壞、堵路，律師陳子遷及另外兩名女子分別因挺身清
路障及與黑衣魔理論而慘遭圍毆。當日，警方大舉出
擊，止暴制亂。其間，灣仔區議會主席楊雪盈當日在
facebook帖文表示：「各議員辦事處開放，歡迎上
來」，並張貼了自己及顧國慧、陳鈺琳、羅偉珊、麥
景星等灣仔區議員的辦事處地址，令人懷疑有人將區
議辦事處作為臨時「暴徒庇護所」。
「熱血公民」副主席鄭錦滿更在fb圖文並茂地稱：

「接載嘅『乘客』全數安全返屋企，……特別感謝熱
血安全車隊以及其他『家長車』嘅司機左兜右兜咁義
載，減少被捕人數」。「熱血公民」主席、立法會議

員鄭松泰亦分享該帖文。

暴力刑事執法判刑十分嚴重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強烈譴責黑衣魔危害無辜

市民生命的嚴重暴力行為，並相信警方會嚴厲執法，
向黑衣魔提供車輛接載或提供場所作匿藏者將難以逍
遙法外，並呼籲年輕人切勿輕信「叫人衝，自己鬆」
的攬炒派而以身試法，「暴力行為的刑事執法的判刑
十分嚴重。」

警有權依法入議辦拉人
灣仔區議員黃宏泰對近日有不少年輕人參與了混入

黑衣魔的遊行示威活動而被捕感到十分痛心，並直言犯
法者就算藏匿在區議員辦事處內，警方都有權依法入內
拘捕。他希望年輕人不要被攬炒派誤導而誤信所謂「違
法達義」的歪理，別以為違法後有人庇護、接載就不用
承擔刑責，否則前途盡毀的只會是自己。
民建聯觀塘區議員張培剛表示，年輕人血氣方剛，

接收了攬炒派錯誤信息而「衝出嚟被拉」，令人心
酸，並強調任何公眾人物都有責任呼籲年輕人珍惜前
途，不要違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攬炒派誤導青年以為違法有人包庇

■鄭錦滿在fb圖文並茂地稱：「接
載嘅『乘客』全數安全返屋企。」

fb截圖

黎智英在其Twitter發文稱，港區國安
法還未頒布，「國家宣傳機器」已就

「不存在的罪名」譴責他，是「意圖壓
制」他，更聲稱「民主和對人權的尊重在
中國的傳播對世界和平至關重要」，「香
港享有自由與民主的普世價值觀，是這場
為理想的鬥爭的橋頭堡。」黎智英在這些
帖文中，向外部勢力搖尾乞憐，乞求外國
干預中國內政。
黃之鋒亦在其facebook發文稱，會繼續
透過「街頭抗爭」、議會選舉及「國際游
說」等，並乞求美國執行《香港人權民主
法》、歐盟通過《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

責法》等，對中國實施制裁，及在即將與
中國達成的貿易協議內加入與香港人權狀
況相關的條款。

盼港人認清攬炒派真面目
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直言，很多公開資
料及證據均顯示，黎智英及黃之鋒等攬炒
派持續乞求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甚至
聲稱要制裁中國，現在黎智英竟反稱「被
國家機器打壓」，完全是在顛倒是非，而
黃公然稱要乞求外國撐腰，其賣國賣港的
嘴臉表露無遺，希望港人應認清這些人的

真面目。

國安法實施後必難逃法網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黎智英

是在顛倒是非、混淆視聽。多年來，黎智
英充當美國政府的「打手」，通過旗下刊
物不斷唱衰香港，更公然與外部勢力「眉
來眼去」，甚至乞求西方外部勢力干預香
港事務，損害香港以至國家的利益，砌詞
狡辯毫無用處。
她強調，黎智英及黃之鋒等攬炒派乞求

外部勢力反對港區國安法，更乞求這些反
華勢力制裁中國，是損害國家及香港利益

的漢奸。當港區國安法生效後，有關人等
定必難逃法網。

顛倒是非 妄想得外力翼護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形容，黎黃等的
賣國賣港言行可謂「日日新鮮、愈見離
譜」：黎智英公然乞求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
務，黃之鋒多次乞求外國干預及制裁中國，
完全是在顛倒是非，妄想得外部勢力翼護，
讓他們繼續亂港，實在十分幼稚更無恥。

自全國人大審議港區國安法的消息公佈後， 「禍港四人幫」之首、壹傳媒集團創辦人

黎智英，與「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連日不斷抹黑，不但聲言要繼續勾結外力，更自製

被迫害假象乞求外部勢力施援。黎智英在其Twitter歪曲事實稱，他早前被控參與未經批

准集結及刑事恐嚇等罪，是「不存在的控罪」，是受到國家宣傳機器打壓。黃之鋒則聲

言，「眾志」會繼續要求外部勢力阻撓港區國安法通過。香港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兩人為一己政治利益不斷歪曲事實，賣港求榮，更企圖轉移視線挑撥市民情緒，是作賊心

虛，極其無恥，並相信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有關人等必法網難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黎智英去年7月27日參與元朗非法集會。
資料圖片

■黎智英(紅圈示)去年10月1日參與非法集
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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