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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護航」游梁衝癱立會
築「人牆」阻保安 視議事規則主席裁決如無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年新政」的游蕙

禎、梁頌恆在香港立法會議員宣誓儀式上公然辱國辱華

而宣誓無效，原訂於26日立法會大會上再次宣誓，主

席梁君彥其後因司法覆核問題決定押後為兩人監誓，並

根據議事規則第一條不容許兩人26日進入會議廳。不

過，游梁兩人26日硬闖議會，其他反對派議員亦視議

事規則如無物，「護送」兩人進入會議廳，「硬上」要求宣

誓，而在梁君彥要求兩人離開時，各反對派議員築起

「人牆」，阻止保安送走兩人。由於場面混亂，梁君彥宣

佈休會。建制派議員批評，其他反對派議員公然包庇游

梁兩人，不尊重議事規則及主席的裁決，必須為此承擔

責任。

梁君彥25日決定押後為游、梁兩人監誓。根據議事規則第一
條，議員未經依法宣誓，不能參與立法會會議及表決，即游

蕙禎和梁頌恆無資格參加26日的大會會議。為此，立法會秘書處
在會議廳外貼出告示，「主席梁君彥已決定押後為游梁二人監
誓，故游蕙禎及梁頌恆二人不得進入會議廳，及參與今次的會
議。」

訟黨「人力」開道 「人多勢眾」強闖
26日會議首項議程原定為讓此前被宣佈宣誓無效的九龍西議
員劉小麗再次宣誓。由於游梁兩人已事先張揚會硬闖議會廳，
大批記者及反對派議員助理傾巢而出，聚集在會議廳門外，擠
得水洩不通。
上午約10時52分，以公民黨的楊岳橋、譚文豪、毛孟靜為

首，加上「人民力量」的陳志全及朱凱迪等築起「人牆」，
「翼護」游梁闖入會議廳內，其間更高呼「梁君彥即刻辭
職」，大批記者為求拍攝及訪問亦同時直闖會議廳，立法會保
安無法阻止，令場面極為混亂。
游梁兩人其後就座，並在座位上高呼會要求主席讓他們宣
誓，因為這是他們的「權利」云，又手持議事規則稱「主席不
是最大」，一眾反對派議員則大叫「召開會議、依法監誓」。
由於場面混亂，會議延遲10分鐘才召開。

鄭松泰衝主席台 與「雙邪」賴死不走
梁君彥在就座後即指，根據議事規則第一條，游梁兩人不能

參與會議，命令他們離開會議廳。
不過，其他反對派議員隨即圍住游梁兩人，「熱血公民」的

鄭松泰更手執議事規則衝到主席台，被保安阻撓。梁君彥即要
求鄭松泰離開會議廳，情況混亂。此時，梁君彥首次宣佈暫停
會議。
約15分鐘後，會議重開，梁君彥再次要求游梁兩人以及鄭松
泰離開會議廳，並表明在其裁決未成功執行前，不會繼續會
議。
鄭松泰再度衝到主席台，保安上前阻止時，他即走回自己座

位，雙手拉着枱而拒絕離開，及大叫梁君彥「無權裁決」，又
將《議事規則》擲到桌上，情況膠着。直至11時半，梁君彥宣
佈因無法恢復會議廳的秩序而決定休會。劉小麗亦無法再宣
誓。

梁君彥：不難為保安 不改「押誓」
梁君彥在休會後會見傳媒時表示，自己已裁決押後為兩人監
誓，無奈地兩人仍強行進入會議廳，而他曾與立法會秘書處商
量，明白倘強行不准許游梁進入會議廳，只會難為保安人員，
最終導致秩序混亂，他唯有無奈宣佈休會，並對此感到遺憾和
無奈，但強調不會改變自己押後處理宣誓的決定。
被問及何以不轉換場地續會，梁君彥坦言，就算「換房」，

反對派議員仍然不合作，會議仍然無辦法正常運作，全香港市
民均目睹今次會議情況，是反對派議員不合作，迫於無奈宣佈
休會。
他指，議會已積壓了一些議案，希望可於下周處理，並希望

反對派「想一想下星期怎樣去處理」。回應到有人指他未能控
制議會秩序，梁君彥則強調主持會議要靠其他69位議員的協
助，倘大部分議員都不合作，「會議無論誰做主席，都無法繼
續。」

■■游蕙禎游蕙禎、、梁頌恆闖入會議廳後梁頌恆闖入會議廳後，，立即搶佔座位立即搶佔座位，「，「硬上硬上」」要求宣誓要求宣誓。。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鄭松泰被主席勒令離開會議廳鄭松泰被主席勒令離開會議廳，，飛身跳回座位賴死不走飛身跳回座位賴死不走。。 莫雪芝莫雪芝攝攝

■■2626日游蕙禎日游蕙禎、、梁頌恆在反對派築起梁頌恆在反對派築起「「人墻人墻」」保護下保護下，，強行闖入立法會會議廳強行闖入立法會會議廳。。
莫雪芝莫雪芝攝攝

各界：青年之恥！滾出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26日的
「反辱華、反港獨」示威集會中，青
年代表紛紛登台強烈譴責游梁兩人的
辱華行徑，反覆強調這兩人是青年之
恥，絕不能代表青年人。
有教育界代表更對教育出這兩名學
生深感慚愧，認為必須阻止這樣的人
進入立法會教壞年輕人。
法律界、商界、婦女和傳媒界等多
名重量級代表人物均呼籲將兩人趕出
立法會。

城市生：難容辱華者進立會
率先申請司法覆核、要求取消游梁
議員資格的城市大學學生莫嘉傑表
示，過去兩周以來很感謝百萬反辱華
市民的支持，並肩作戰阻止游梁進入
立法會。
他表示，「很為立法會擔憂，怎麼

可以讓這樣的人進立法會？他們可以
不做中國人，但絕對不能侮辱中國
人！」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會長蔡加讚表
示，不少港青都有留學經歷，在海外經
常會被迫忍受一些有意無意的辱華言
行，實在想不到在香港，居然會見到港
奸的辱華行徑，這種背叛國家、背叛祖
宗的人，絕對不是年輕人的代表。

何漢權：刺傷全球華人的心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風采中學校長

何漢權表示，「我作為一個香港市
民、中國國民和世界公民，堅決譴責
兩人的辱華言行，難道他們不知道用
『支那』和粗口侮辱國家，是對所有
中國人的侮辱？」
他又說，8年抗戰3,000萬國民殉

難，梁頌恆居然用日軍的「支那」辱
華名稱宣誓，這刺傷了全體港人、全
體中國人和全球華人的心。現在全世
界只有日本右翼「癲人」石原慎太郎
才仍用「支那」辱華，他建議無資格
做中國人的游梁兩人改姓石原，別再
辱沒祖宗。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將軍澳
香島中學校長鄧飛說，游梁兩人都是
九七年回歸後才上學的年輕人，身為
教育工作者，我們教出這樣的學生感
到很慚愧，也說明香港教育界任重道
遠。

顧敏康：須依法取消資格
城大法學院副院長顧敏康表示，法

治社會的核心是依法辦事，游梁兩人
故意違背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和宣誓
條例，依法辦事必須取消議員資格。
前律師會會長劉漢銓，全國政協常

委、香港廣東僑界社團總會主席余國
春，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會長葉順
興，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
任、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創會會長譚錦
球，新社聯主席陳勇和前大公報總編
輯楊祖坤等知名人士均上台怒斥游
梁，宣稱為維護國家民族和香港法
治，一定齊心協力迫使游梁兩人滾出
立法會。

■抗戰名將胡靖安之女胡葆琳。
殷翔 攝

■蔡加讚（持咪者） 殷翔 攝

■何漢權 殷翔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為阻止違反香港基本
法、侮辱國家民族的「青年新政雙邪」游蕙禎及梁頌
恆進入立法會，多名建制派議員昨在立法會場外與逾
萬名各界市民一起，進行了一場堅定的狙擊戰。他們
表示，「游梁兩人已徹底失去做議員的資格，我們堅
決不允許他們將立法會變為踐踏法治、搞亂香港的平
台。」

李慧琼：一齊守住立會尊嚴
立法會議員、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向示威者匯報

說，由於反對派議員的包庇，游梁兩人成功衝進立
法會會議廳，與鄭松泰等強行破壞會議議程，令立
法會被迫休會。「今天辛苦大家和我們一齊堅持，
我們一定要頂住，一齊守住立法會尊嚴，不能讓他
們將立法會變成違反基本法的平台。」

陳克勤：民族敗類滾出議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表示，兩名民族敗類

的言行已令全城憤怒，大家一定要守護中國人的
民族尊嚴，要他們滾出議會。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陸頌雄表示，「我們已退無可退，有大家撐住，
我們一定頂住，堅決不讓已喪失資格的人進入立
法會。」

林淑儀：不容「港獨」混入「放毒」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表示，

「反辱華、反港獨」大聯盟300多個聯署團體，一致
譴責游梁兩人褻瀆法律和立法會尊嚴，「我們堅決反
對兩人進入立法會，只要兩人一天沒滾出立法會，大
聯盟都會戰鬥到底。」工聯會會長林淑儀表示，每一
個中國人都有捍衛國家神聖土地的義務，堅決不允許
「港獨」分子混進立法會「放毒」，工聯會將反對到
底，決不後退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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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音音：要踢走辱華垃圾

■■建制派議員指建制派議員指，，現在已退無可退現在已退無可退，，呼籲示威者和公眾與恪守呼籲示威者和公眾與恪守
正義的議員們一齊正義的議員們一齊，，堅守議會尊嚴堅守議會尊嚴。。 潘達文潘達文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焯羚）
「青年新政」游蕙禎和梁頌恆
宣誓辱華兼宣揚「港獨」言行
引爆公憤，導演徐小明帶同兒
子及太太一家三口參加了26日
的「反辱華、反港獨」集會。
資深藝人邵音音、歌星張明敏
等也到場支持。

赴會「是港人應做的事」
邵音音也十分熱血，25日晚

還在深圳拍微電影，26日一早
起來到金鐘參加集會。現場有
記者預設立場，刻意問她哪個
團體召集她而來，她理直氣壯
地說，「是香港人應該做的
事，為什麼不來？不用人召集，我是自發性來的。」
她強調，27日參與集會的人，都是帶着一份愛國愛港的真情而來，「如果不是這麼早起來做

什麼？我這麼奔波都是為了表達對這幾個人的言行的憤慨，和支持踢走這班辱華辱國的垃
圾！」
對於26日沒有演藝界團隊出現，音音姐估計是藝人有顧慮。徐小明則直言：「香港演藝界有

些人賺的是中國人的錢，大是大非面前龜縮，有點失望，但各人的處事方式不便評論，各人有
不出聲不表態自由，但那些一邊在內地賺錢，一邊講反共的人就很卑鄙。你在樹林打獵，是否
也有責任護林呢？」

■■邵音音邵音音（（左左））及張明敏到場支持及張明敏到場支持。。
焯羚焯羚 攝攝

建制派批反對派：暴力庇「邪」縱「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青年新政」的游蕙禎及梁頌恆在
反對派議員護航下硬闖議會宣誓，
導致秩序大亂而需要休會。建制派
各大政黨及政團26日均批評，事件
的始作俑者是游梁兩人，反對派卻
沒有直斥其非，更不惜押上流會的
代價，公然包庇兩人，完全不尊重
議事規則及主席的最後裁決，他們
對此表示極度遺憾並予以強烈譴
責。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

26日接受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獨
家採訪時批評，游梁利用立法會宣
誓的莊嚴平台，侮辱自己的國家和
民族。而立法會26日休會，始作俑
者就是梁頌恆、游蕙禎，更麻煩的
是一眾反對派議員維護他們，縱容
他們留在會議室。她呼籲一眾香港

市民一定要守護我們的民族，守護
議會的尊嚴，不能讓立法會成為散
播「港獨」的平台。

籲港人守護民族及議會尊嚴
建制派「班長」廖長江表示，反

對派漠視議事規則，圖以違反議事
規則的手段，讓游梁兩人能夠再次
宣誓而大鬧會議廳，導致休會，他
們對此感到極度遺憾，並予以強烈
譴責。他強調，是次事件涉及大是
大非的問題，讓步的空間不大，現
靜待法院的判決。
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周浩

鼎則在facebook直播上強烈譴責反
對派包庇游梁二人，用人牆、幾乎
是暴力的方式硬闖會議廳，「我們
要譴責的不單是游蕙禎、梁頌恆兩
人，還有反對派。他們包庇侮辱我

們國家的人，讓他們硬闖立法會，
明知道議事規則第一條講明，無宣
誓的議員是不能進入會議廳，主席
已多次要求他們離開會議廳，但他
們還厚臉皮到坐在會議廳不肯走，
導致最後開不到會。香港就是被這
些人搞亂的。」

冀市民看清誰人在搗亂議會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批評，反對派
議員無視游梁辱華的事實及市民的
憤怒，相信市民都能看清誰人在搗
亂議會。
工聯會黃國健表示，建制派很想

開會，沒有準備「流會」，惟現場
秩序太混亂，無辦法不休會，責任
不在建制派，「是反對派不容許會
議繼續下去，被迫流會，我是絕對
無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立法會宣誓辱華的
「青年新政」游蕙禎、梁頌恆，26日在反對派議員「護
送」下硬闖會議廳，最終未能宣誓。他們聲稱不會放
棄，會繼續與其他反對派議員硬闖會議廳，「直至完成
宣誓為止。」梁頌恆稱，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引用《議事
規則》第一條，禁止他和游蕙禎進入會議廳是「邏輯上
有基本謬誤」，因為該條例是有關「宗教式或非宗教式
宣誓」，希望宣誓的議員「有權」參與立法會會議，又
感謝其他反對派議員26日協助他們進入會議廳。他希望
可就宣誓問題與非建制議員保持溝通，下星期再進入會
議廳宣誓。游蕙禎則稱，他們兩人不會放棄任何能夠完
成宣誓的機會，又聲稱，梁君彥上周說會幫助他們再宣
誓，本周卻拒絕更將之無限期押後，及在「毫無法理依
據」下禁止他們進入會議廳，是「厚顏無恥」、「反口
覆舌」的「小人」。

「雙邪」無恥叫囂：下次再來過
「青年新政」的梁頌恆及游蕙禎

事先張揚26日會硬闖議會，逾半百
傳媒及大批反對派議員助理在場守
候。當梁游等現身即一擁而上，令
眾人寸步難移，傳媒沿途拍攝整個

過程，而議員助理又要為「老闆」拍攝fb短片即
時上網「騙讚」，互相推撞，最後更湧入會議廳
內繼續拍攝，涉嫌違法闖入議事廳。
現擔任羅冠聰助理的「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

鋒，及另一名「眾志」成員周庭更與其他助理佔
據會議廳門外。記者現場所見，當游梁兩人闖入
議事廳時，部分議員助理為求拍攝游梁兩人的行
動過程，不單只闖入議事廳，有人更跳上議員枱
面。秘書處職員即時請他們「落枱」。大批記者
也同時湧入會議廳，變相成為游梁兩人闖關的
「游衛兵」。 ■記者 鄭治祖

「敬業」記者變「游衛兵」

香港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