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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有話說＞＞＞

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上周三（10月12日）正式宣誓就任。候任立法會議員中有幾位年輕的90後新
面孔，正常情況下，看見年輕一代關心社會、關注民間疾苦，願意步入政壇，實在是欣慰。可惜的
是，這幾位 「激進本土派」 候任立法會議員，竟然在莊嚴的宣誓儀式上刻意違反議會規則、做違背
誓言的手勢、篡改誓詞，兩位青年新政候任議員梁頌恆及游蕙禎，故意將英文 「China」 讀成極具侮
辱性的 「支那」 ，加上兩位新丁宣揚 「港獨」 主張，違反國家憲法、基本法，對有關的法律要求和
約束視若無睹，引發香港社會各界的強烈反感，令立法會一開鑼鼓就已經陷入混亂。 秉

堅梁
香港菁英會副秘書長、社會民生研
究會主席

正確認識歷史 尊重中國人身份

胡亂吐痰的游小姐 過火鬧劇絕不能容忍

勿讓歪風影響青年

麗
芳黃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中國僑聯
青委會副會長、深圳婦聯執委

筆者不是一位導演、不是一位編劇
，亦不是電影從業員，卻是十分喜愛看
電影，原因是電影就像生活的縮影，有
些被認為虛構的情節，其實絕大部分是
取材於現實。

在觀看有關立法會宣誓新聞，忽然
想起一齣好電影 「男人四十」，張學友
在香港動植物公園的一場對白，向林嘉
欣講述他對之前曾喜歡到討厭一位女士
的經過，而那位 「胡亂吐痰的小姐」，
與近日新聞大熱游蕙禎真的非常切合。

游蕙禎從參選以來，都算得上其中
一位具有新聞價值的候選人，整個參選
過程極有電影氣味，而所屬政團青年新
政將其包裝成年輕貌美有學識的女主角
，看似能成為香港政壇的一股新衝擊、
新力量、新氣象，可能中立的電影迷有
類似想法。

可惜的是，游蕙禎與梁頌恆經過試
鏡後（選舉），在立法會上正式開鏡（
宣誓）的言行舉止，確確實實地令每位
香港市民無比震撼，果然跟所想一樣，
為香港政壇作出改變，卻是一種亂來的
衝擊、 「小學雞」的力量。

立法會上的鬧劇，游向地下吐了一
篤痰，還用鞋踏了幾下，有夠難看；本
身期待看一齣好戲的選民們，不知有否
後悔呢？有否猜疑當初的決定？選擇了
「黐女」。

筆者相信每位年輕人，心中都有團
火，雖然立場不同，但我就是種對自身
國家、人民被欺負時，一定要站出來說
理的人。

「支那」一詞，是公認為蔑視、侮
辱及傷害祖國及華人之說法。二戰過後
，日本政府當局也曾承諾過，所有官方
公開文件及公眾課本，不會再採用 「支
那」，全部均以 「中國」代替，現時只
有一些日本右翼分子，為了矮化及侮辱
中國人，才繼續說 「支那」、 「支那人
」這不應該出現的詞。

令人意外的是，身為華人的 「本土
派」候任議員，竟然多次用上了曾殘害
我國數以百萬計同胞，軍國主義年代的
日本所用的低俗字句辱罵同胞，只可以
說 「仲難聽過粗口」。

電影世界所做的一切，最終目的是
為了 「娛民」，但在公眾場合說些只會
在電影情節出現，背祖忘宗的說話，這
根本就是 「愚民」，甚至是 「辱民」，
莫說是議員的資格，基本就連一個人的
資格都稱不上。

如果有重新選擇的機會，未知兩位
又能否再有出現「大銀幕」的資格？欲知
後事如何？還看大家所想，後會無期。

津陳
薈志動力協會理事長、雲港台青年
交流促進會常務副秘書長、香港菁
英會會員

立法會新一屆議員宣誓儀式及大會主席
的選舉中，有人搞事而掀起鬧劇。特區政府
發表聲明，強調每位候任議員在會期開始時
的宣誓屬莊嚴儀式，必須符合基本法要求，
包括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政府，而宣誓的
方式及形式須符合《宣誓及聲明條例》的規
定，不可改變誓言的實質意義。

有候任議員在宣誓儀式中生事，藉此機
會博出位曝光的行為我們本就可以預見，怎
料在宣誓過程中，除了各位守法的建制派議
員外，有生事的議員展示道具、標語及宣誓

前後加添政治宣言，更有候任議員在宣讀誓
詞時故意讀得斷斷續續，或在某些字句加大
或減弱聲量，甚或逐個字慢慢讀出來。

令筆者及一眾市民憤怒的是 「本土派」
在 宣 誓 時 竟 公 然 展 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橫幅，並在以英文宣讀誓詞時把「
Hong Kong」改為「Hong Kong Nation」，以
及 「本土派」一位候任議員故意把 「China
（中國）」讀成 「支那」，又竟將 「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英文讀成 「Re-f××king of
支那」的辱華言論。

宣誓儀式完畢後，立法會秘書長除宣布
他們宣誓無效。再者，社會各界發表聲明強
烈譴責，更有市民發起網上聯署大行動，強
烈譴責該位候任議員的宣誓作出辱華言論、
要求她公開道歉及收回言論，以及要求立法
會通過解除游的職務，短短日子已有超過30
萬人聯署譴責（筆者也是其中之一）。大批
網民留言批評她的言論帶有侮辱及歧視我們
中國人，認為她無資格當議員。

事後那位 「本土派」的候任議員當然不
願承認責任，更滿口歪理企圖轉移視線。據

筆者的認知，當年二次大戰日本侵華期間，
在三年零八個月中所犯下種種惡行， 「支那
」一詞就是當時日軍用來稱呼華人的！筆者
一向很少在文章批評，在議會中講 「粗口」
經已是不應該的行為，而身為土生土長香港
人，眼看着他們今次用 「支那」稱呼我們，
便萬萬不能再容忍。這是挑戰我們國家的尊
嚴，對我們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極大侮辱
及嚴重挑釁，勾起我們傷痛回憶。

最後，筆者認為香港是中國的土地，我
們香港人是中國人是不爭的事實，是 「無法
改變的」事實。若那些 「本土派」不想做中
國人，大可以選擇移民到別的地方。請不要
破壞香港的安寧、穩定，甚至教壞了我們的
下一代，並希望立刻收回在立法會宣誓儀式
中的辱華言論及公開向公眾道歉。

松
傑高

香港菁英會理事、音樂堂慈善基金
會創會主席

兩名立法會候任議員，在立法會就職宣
誓的儀式時，刻意把英文誓詞中 「中國」一
詞讀成侮辱全球華人的 「支那」，甚至夾雜
英文粗口侮辱國家，事後還堅稱是個人口音
問題，此事引起各界人士及市民不滿。而教
育界的人士都批評二人的行為 「極不嚴肅、
愚昧而荒誕」應避免事件荼毒青少年。

青少年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我們有必
要防止任意侮辱、口出狂言等歪風影響青年
。筆者認為，我們需要培養青年人成為有質
素的公民，老師、家長以至社會上的公眾人
物皆有責任。香港需要培育青少年的個人品
格、思考能力及知識，以應對現時社會各方
各面的挑戰，倘若青年被不良歪風影響到，

社會又如何發展下去呢？
對於游、梁二人在莊嚴的宣誓儀式上，

讀出 「支那」是對中國侮辱，是對全球華人
的不敬，歷史已說明其含意是貶低、侮辱中
國人的說話。有部分人認為游、梁二人的說
話並無什麼大問題，這反映有人對我國歷史
以至近百年的滄桑歲月毫不了解，稍為有歷
史常識的人都知道， 「支那」二字蘊含一段
我國黑暗的抗戰或受盡白眼的歷史；梁、游
二人應該有讀過中國歷史，他們真心認為這
二字沒有問題嗎？為他們強辯的人，你們會
這樣稱呼你們的朋友嗎？

年輕人，除了需要多讀、多認識中國歷
史，更要懂得尊重歷史，不要因任何原因而

輕言侮辱自己或其他國家，因為這是作為一
個人對自己、國家以至外國的基本尊重。此
外，筆者建議香港青年應該親身體驗國家的
人與事，多關心國家的發展情況，從日常生
活中多感受中國文化、歷史，好好建立國民
身份認同，以免青少年誤入歧途。

因為某些香港人對內地的 「恐懼」
，並說兩地文化及背景不同，應該 「獨
立」出來。後來， 「港獨」發展到一個
「大香港」主義的心態，凡有關內地的

醜事就無限放大，並把有關內地的東西
就貶低，國家的好事就以陰謀論視之。

這種源於恐懼及自大的 「港獨」思想，
發展到今天，竟然連候任立法會議員在
誓詞中侮辱自己的國家及民族，目無法
紀，令人髮指！

如果香港要向 「一帶一路」走出去
，港人就應該認識祖國及鄰近國家地區
，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並掃走恐懼、
自卑或自大的思想，讓社會重拾綱紀。

筆者不時在家長群中，收到一些指
罵內地的言論，當中滲透了 「恐懼」及
妒忌思想，例如家長會擔心內地人搶走
子女的學位，令港人子弟沒法升學，於

是指罵來港升學的內地人。有人妒忌內
地居民有能力購買世界各地的品牌，就
說這是 「中國人霸權不斷伸展」。有人
恐懼香港人會可能被邊緣化，甚至被取
代，就陰謀論地推算內地人是不會聘請
港人做事的。

甚至有家長威嚇說香港的言論自由
在回歸後收窄，叮囑子女有機會要移民
外國，別回香港。華人在他方所遇上的
歧視及排斥，可比想像中的恐懼更可怕
？如果年輕一代，從小時候就從家長接
收一些危言聳聽言論，恐怕長大後對國

家國人是仇恨多於喜歡，但這些仇恨，
除了自怨自艾、埋下衝突的種子，對自
己的子女有什麼好處？

我們是應該用敵視態度去面對挑戰
，還是用自強的心態去追求合作與融合
？只要有能力，無論是什麼的膚色也會
得到垂青，身在何地也會得到發展的機
會。

「港獨」主張，不單未能令香港這
個欠缺天然資源的小島變強，反而容易
令我們邊緣化，可能逐漸遭人遺忘。因
此，我們需要認識國家，認識 「一帶一

路」沿線民族文化特性，了解我們同是
地球村的一分子，並不亢不卑好好扮演
自己的角色。事實上，任何 「港獨」、
辱華及不尊重基本法的言論應予以強烈
譴責。

民族教育消除港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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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寒窗苦讀，貢獻社會。絕不能
讓 「港獨」 思想荼毒學子！ 資料圖片

▲各界市民呼籲撤銷梁、游兩人議員資格

「支那」這一稱謂是對國家、民族
的極度侮辱，是每一位中國人都不能接
受的。

回顧歷史， 「支那」是近代日本侵
略者對中國的蔑稱，是對中國人充滿侮
辱性的用語。雖說 「支那」不是日本人
發明的，但明治維新後，日本人逐漸用
「支那」來提升日本民族的優越感。自

甲午戰爭中清政府戰敗，1895年《馬關
條約》的簽訂，長久以來一直把中國（
當時是清政府）尊為上國的日本人， 「
猛然醒悟」原來這些上國之人也不過如
此，陶醉在甲午戰爭勝利的喜悅中。從
此， 「支那」的稱謂便發生了變化，在
日本成了戰勝者對失敗者（當時的中國
）的蔑稱。甲午戰爭令日本開始成為強
權國家，而中國的國力則進一步衰弱，
此稱謂開始在日本民間流行。

梁游對全球華人不敬
1913年日本政府正式商定，無論今

後中國的國號如何變化，均以 「支那」

稱呼中國，對此，引起了很多我們先輩
的憤怒。雖然當時的中國政府（國民政
府）多次提出抗議，要求日方公文中不
得使用 「支那」稱呼中國，但對於剛剛
經歷了辛亥革命的中國來說，國力仍處
於相對弱勢，中國的抗議並沒有任何的
作用。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稱為
「支那事變」），是日本發起全面侵華

戰爭的標誌，日本軍國主義者不斷使用
「支那」稱呼中國，用 「支那人」稱呼

中國人，藉此來貶低中國人，所以 「支
那」明顯極具貶義、辱罵的色彩。直到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第二次世界大
戰結束，應中國代表團的要求，經過調
查，確認 「支那」稱謂確實含有蔑意，
並責令日本外務省不要再使用 「支那」
稱呼中國。此後， 「支那」這一稱謂開
始從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書、媒體中
消失。

綜觀現今世界，已沒有國家會再用
「支那」來稱呼我國，更不會有華人自

稱或接受自己為 「支那人」。 「一國兩
制」下的香港特區，很難想像，居然會
有候任議員在莊嚴的就任宣誓儀式中，
敢稱呼自己的國家為 「支那」，這不僅
是對 「一國」的嚴重挑釁，更是對全球
華人的大不敬，嚴重傷害了我國人民（
包括700多萬香港同胞）的感情。難道他
們都不是中國人了嗎？如果游、梁兩位
年輕人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根本沒
有資格參選立法會選舉。兩位候任議員

的言行，看得出他們對歷史沒有認知，
竟然用 「支那」來侮辱自己中國人身份
，有損中國人的尊嚴，不禁令我感到心
痛，為何中國人要這樣傷害中國人呢？

本地教育出現了問題？
短短一周裏，已有很多人問，究竟

香港還有多少像他們這樣對歷史發展沒
有認知的青年人？香港培養出如游、梁
這樣的年輕人，值得我們深思，是否是

香港的教育出現了問題？我身為本地青
年人，當我聽到、看到游、梁兩位候任
議員的言語和行動的那一刻，感到十分
憤怒，一度懷疑兩位是日本侵略者。

從歷史角度來看，在第一次鴉片戰
爭後，香港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這樣
的政權變更導致了香港人歸屬的變更。
再經過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前港英政
府通過殖民教育、設立關口等方式成功
阻隔了香港與內地的聯繫，在兩地之間
設立了一個屏障，意圖淡化對祖國的感
情。所以不得不承認，香港受其特殊的
歷史背景、地理環境和社會狀況所影響
，讓現在新一代的青年人對歷史認知不
足，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不強，國
家意識薄弱。立法會議事廳是莊嚴地方
，宣誓儀式是嚴肅程序，被這幾位年輕
人用粗言、侮辱的稱謂破壞誓詞，破壞
儀式，令人憤怒至極。正確認識歷史，
承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是做立法會議員
的前提條件。尊重國家、尊重民族應是
一個議員必須有的素養。▲梁頌恆、游蕙禎在宣誓儀式上的所作所為，有損中國人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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