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後」憤青近年經常以衝擊警方推撞
鐵馬作為集會抗議的「例行公事」，惟程
度越趨過火，行為令人髮指。香港青年聯
會及新界青聯智庫有見憤青只屬小部分
「80後」，決定走入街頭為「80後」來個大
平反，並舉行名為「313愛和平反暴力」
音樂會，為「80後」建構發聲平台，讓他
們以不同的個人表演風格去表達真我。新
界青聯智庫副召集人吳任豐重申，年輕人
並非與暴力掛 ，相反是充滿獨特性，希
望在負面新聞中帶出「善用青年力量，建
構和平社會」的正面訊息，「青年人有人
鍾意HipHop舞蹈，有人鍾意上演街頭劇，
但在多元的背後，大家同樣有反暴力的
心。」

家長斥議員掟 教壞細路
是次音樂會特地落腳年輕人「蒲點」的

旺角行人專用區舉行，以期喚醒沉默的
「80後」，站起來「向暴力說不」，期間吸引
大批市民圍觀。身為人母的陳小姐更挺身
力斥攜子示威的高太行為自私，罔顧小童
安全，「莫非小朋友安全不會比公民教育
來得重要？試問8歲的細路何來懂得保護
自己。警察安排示威區給你，你又推開鐵
馬衝出馬路坐，有無想過會影響到其他
人？」她又批評今日的議會文化「不知所
謂」，更直斥個別立法會議員「教壞細
路」，「我都有個孫女，脾氣好臭，發脾
氣就掟 ，我們身為家長都要花長時間去

教導她，你 反而在議會掟番轉頭？希望
大家理性做事。」

「80後」被憤青騎劫感憤怒
又有「80後」的小學英文老師生怕小朋

友在成長期間會耳濡目染，並以網絡世界
為例，指出不良風氣輕易在社會蔓延，
「今日資訊發達，網絡世界主導社會，小
朋友會有樣學樣，好易學壞，我唔明議員
度做咩。」而大專生阿冰則對「80後」

被憤青騎劫感到憤怒，「有時見到民調話
『80後』喜歡暴力抗爭，我覺得好嬲，我

想講他們並不代表我。」
而早前在反預算案示威活動間不幸被鐵

馬壓傷的執勤警員王啟榮，至今仍然需要
留醫治理事。新界青聯智庫早前曾經到瑪
麗醫院，帶同逾300個市民簽名及心意卡
探望王啟榮，以示慰問及支持。當日在醫
院現場的新界青聯智庫副召集人陳智偉透
露，王啟榮腰部傷勢嚴重，為防騷擾他休
息而未有走到病房內會面交談。而昨日不
少在場的市民更主動填寫心願卡，衷心祝
願王啟榮早日康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自從民主黨提出「紫荊花革命」
後，好像台灣民進黨上身，更加激進
了，叫出了「打倒雙曾」的口號，又
為暴力行為評功擺好，最近更發展至
全面反對財政預算案，準備提出不信
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動議，拉曾俊
華下台，可說凡政府必反，反政府反

紅了眼，亢奮過度，頭昏腦脹了。3月9日民主黨及反
對派更加否決了臨時撥款602億的提案，蓄意癱瘓政
府，讓接受綜援人士「斷糧斷水」。這種毫不理性、

毫不顧全大局的反政府無良心行為，分明是與香港的
弱勢社群為敵。
這一次財政預算案，政府為了紓緩通脹和食物價格

急升的民生困難，大增四百多億元非經常開支，向有
需要的貧困和低收入居民派錢，公屋居民更加獲兩個
月的租金豁免和1,800元電費補貼，人人笑逐顏開，因
為能夠在入不敷支的艱困環境下喘一喘氣，得到現金
周轉，改善伙食，畢竟是一件好事。
就算政府提出的預算案有不足之處，反對派本來可

以通過磋商補救的辦法，向特區府提出改善意見，但

反對派捨正道而弗由，喪心病狂，蓄意把事情搞大，
提出了所謂「紫荊花革命」，動員中產階級和公務
員、警察督察協會上街遊行示威。民主黨更加說出要
「教訓政府」的狂言。這種激進而腦袋發昏的行為，
不得民心，而且與廣大公屋居民和弱勢社群為敵。公
屋居民會想，每人6,000元，兩夫婦合共12,000元，租
金和電費又補貼3,600元，加起來是15,000多元，此外
又有交通津貼可領，可以救燃眉之急，雖然通脹逼
人，但也算乾旱時期的甘霖，可說是救命錢。
但反對派居然全盤反對這個紓解民困的預算案，如

果得逞，弱勢社群的救命錢立即見財化水。正因為如
此，民主黨發動的3月6日反預算案大遊行，立即遭到
了基層群眾的強烈反對和抵制，參加遊行的人只有

6,000人，零落不堪，遠遠低過其預期，可見反對派不
得人心。
搗亂失敗之後，反對派老羞成怒，居然一錯再錯，

對領取綜援的貧民也下毒手，否決臨時撥款，使福利
金斷水，使窮人受害，令他們有苦說不出。這說明甚
麼？這說明了惟恐天下不亂者號召「革命」反對政
府，殃及池魚，製造對抗，亂搞動盪，對港人而言是
大災難。
公屋居民將會認清楚誰是壞人、誰是好人，在今年

11月的區議會選舉中把這些與窮人為敵的政客踢走。
2007年區議會選舉，不少選民把票投給反對派，原來
它當選民是傻仔，不為你做事，還在窮人最困難的時
候捅你一刀，讓你捱餓，把票投給它幹什麼？

反對派煽動暴民政治走火入魔
反對派加快整合，互相呼應，煽風點火、蠱惑人心，唯恐香港不亂，企

圖在香港煽動「紫荊花革命」，由3月1日社民連暴徒公然襲擊特區行政長官

曾蔭權以暴力拉開序幕。曾蔭權在出席《辛亥革命百周年展》時，先是在

博物館門口遇社民連示威者扔盒飯，並在混亂中被撞傷胸口，忍痛上台致

辭時，又有人聲東擊西，衝上主席台欲再施暴，致使曾蔭權左胸骨及肋骨

受傷。

特首被暴力襲擊事件發生後，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中聯辦均發表聲明，

嚴正指出：特首乃依照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在當地選舉產生，並由中央人民

政府任命，應當受到尊重，其人身安全必須得到切實保護，對此類暴力行

為必須依法予以懲處。曾蔭權在北京也回應，指事件是對政府的侮辱，對

政權的挑戰。

中央公開表達嚴重關注襲擊特首事件，說明襲擊特首就是挑戰憲制、挑

戰法治、挑戰中央，政治性質十分嚴重。激進反對派議員一再在立法會襲

擊中央任命的主要官員，同樣也是憲制和法治所不容，衝擊特首更是走火

入魔，挑戰憲制和香港社會容忍的底線，引發全城公憤，多個團體紛紛發

表聲明譴責暴力行徑，不少市民更致電電台烽煙節目，譴責社民連的暴

行。

3月6日，反對派將「反預算案遊行」演變為暴力衝突，反對派組織的暴

民政治，強行霸佔中環馬路，嚴重阻塞交通，多次衝擊警方。社民連組織

的暴力示威人群中，竟有八歲、十二歲和十三歲的小童，八歲小童被胡椒

噴霧噴到，也有未成年示威者被捕。有網民上載影片，揭示八歲男童Joseph

「中椒」後痛極哭叫，在旁的公民黨青年支部「青年公民」主席曾建峰卻強

迫Joseph先讓記者拍攝以製造悲情，可憐又痛又驚的Joseph被拍攝一輪後，

才獲帶離人堆，網民狂轟曾建峰毫無人性。「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反對

派不僅利用小童作「人盾」，更強迫受傷小童畀記者影以作抹黑警方宣傳，

均為喪盡天良之舉。

在反對派推波助瀾下，一些青年和小孩參與示威，令「暴民政治」歪風

在學童及青年之中蔓延。暴民政治戕害青少年，不僅威脅捲入暴民政治小

童的人身安全，而且毒化本港部分青少年的心靈，對本港社會的安定埋下

定時炸彈。

反對派突然襲擊企圖癱瘓政府
反對派為求製造爭議，催谷市民上街，為選舉造勢，史無前例否決臨時

撥款議案。反對派將這一行之有效的多年傳統毀掉，企圖把部分市民對預

算案的不滿與臨時動議撥款捆綁，製造支持他們狙擊政府的民意，以此展

示他們有癱瘓政府運作的政治能量，並借此進行政治角力，暴露他們不擇

手段企圖在香港製造動亂的禍心。

通過臨時撥款，歷來都是例行公事，臨時撥款被否決是香港開埠以來的

首次，引起社會震驚。這意味 政府運作會陷入癱瘓，包括生果金、綜援

及傷殘津貼等全部無力發放，16萬公務員亦無糧出，這就已經不是單純的

故意留難政府，而是赤裸裸地暴露出反對派真正動機是要癱瘓政府，搞亂

香港，以便渾水摸魚，亂中奪權。歷

史上，美國共和黨曾在1995年控制參眾

兩院，不肯通過有關撥款授權，出現美

國史上政府癱瘓期最長的一次。共和黨本

來希望由此激起的民怨燒向白宮，結果卻變

成「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社會各界對反對派這次「玩大 、玩過龍」強烈反

彈，各電台「烽煙」節目、網上討論區及大部分報章評論，均狠批反對派

不負責任地否決臨時撥款。輿論批評，玩政治的底線是不能損害選民以至

市民利益，反對派力爭出位，以「靠害」市民手法來拉票，損害公眾利

益，將會引火焚身。

反對派不僅搞突然襲擊企圖癱瘓政府，並且要向曾俊華提出不信任動

議，逼曾俊華下台，企圖形成骨牌效應，下一個逼曾蔭權下台，以徹底推

翻特區政府，完成「五區公投，全民起義」，「解放香港」未竟之業。這是

暴民政治之外，反對派準備在議會發動的「紫荊花革命」。

民主黨要向曾俊華提出不信任動議，對曾俊華和特區政府都不公平。今

次預算案風波，港府為避免出現政治震盪，迅速轉 ，收回注資強積金戶

口建議，改為派錢及退稅，令民意出現轉向，3月6日由泛民發起的反預算

案大遊行，最終只有約6,400人參與。民調亦顯示，74%受訪者對派發6,000

元現金表示滿意，69%受訪者贊成退稅，反映市民普遍歡迎這份經修訂的

預算案，一場政治危機已及時化解。

中央領導人一再寄語香港，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

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這其實反映了香港的主流

民意。香港列入「十二五」規劃專章，既是國家對香港的鼎力支持，也是

讓香港有機會在國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大顯身手」，香港社會和特區

政府應加強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長遠謀劃，以切實抓住「十二五」規劃帶來

的巨大機遇，實現香港新的跨越。但反對派卻企圖在香港製造動亂，違背

了求穩定、求和諧、求發展的主流民意，只會喪盡人心，肯定不會有好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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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與窮人為敵 將自食其果 徐庶

反對派企圖在香港製造動亂，不惜令香港重蹈中東動盪的

覆轍，以便火中取栗為選舉造勢。為此，反對派借預算案一

役「起事」，挾民怨爭取本錢，採取了兩手策略：一手是先以

「紫荊花革命」作口號，煽動暴民政治，襲擊特首，甚至以小

童作街頭暴民政治武器；另一手是在議會搞突然襲擊否決臨

時撥款企圖癱瘓政府，以及逼曾俊華下台，希望到今年七月

一日重演2003年50萬人上街的場面，以此迎接年底區議會選

舉。但反對派利令智昏，煽動暴民政治和在議會搞突然襲

擊，都「玩大 、玩過龍」，他們企圖在香港製造動亂已超出

香港社會容忍的底線，觸犯了眾怒，不得人心，其結果只能

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反對派製造動亂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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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黃楚基

全國政協委員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80後」上街發聲
與憤青劃清界線

上星期的反預算案非法集會亂象，多日來受到社會各

界連聲譴責，惟示威者卻企圖諉過政府掩飾暴行，又不

時在網絡上載經剪接的短片，更大打「受害牌」指責警方無理清場，甚

至指鹿為馬企圖借詞「為民抗爭」，以道德高地掩飾其「無法無天」的

街頭暴力。一群沉默的「80後」，有見憤青「歪理橫行」、民意被騎劫，

行為一錯再錯，決定走上街頭與憤青「劃清界線」，以歌聲舞蹈齊聲高

呼「憤青不代表我」，並期望他們還「80後」一個公道。「80後」討論

期間，有圍觀的家長亦禁不住要求發言，促請個別立法會議員不要再以

抗爭荼毒社會的正確價值，呼籲他們「急家長所急、憂家長所憂」。

表達心聲

特區政府為
求打造「文化

綠洲」，不單為香港與內地的
文化交流開啟大門，更不遺餘
力積極推動兩地文化朝 「廣
而深」的方向發展。民政事務
局局長曾德成昨日以「文化交
流市場逐步擴大」為題，撰文
大談香港文化發展的願景，更
將「粵港澳演出購票平台」形
容為龐大文化演藝市場的雛
形，指出此平台正不斷茁壯成
長。文中他又提及本港與內地
的多個文化交流精品，相信隨
《十二五規劃綱要》對兩地

文化交往的重視，兩地文化交
流會開拓出更多合作領域。

港滬草擬協議書加強合作
曾德成在網誌《局長隨筆》

中憶述本地文化藝術團體積極
參與世博活動的經驗，為香港
文化的獨特面貌注入「強心
針」。他形容，藝術團體成功
在上海舉辦逾百場表演和美術
展覽，是文化藝術界歷史上在
內地最大規模、最全面的一次
「實力展示」，「我們既向內地
及世界觀眾展示了香港文化的
獨特面貌，也加強了我們自己
的信心。」及後香港更與上海
草擬滬港文化交流與合作協議
書，進一步促進兩地的文化藝
術交流。
曾德成不忘在文中為粵港澳

三地文化合作亮點「大賣廣
告」，透露合作項目上至與廣
東省聯手合作演出粵劇折子戲
和大型舞蹈表演，下至與廣東
省博物館及澳門博物館，磋商
籌劃名為「海上瓷路——粵港
澳文物大展」的大型展覽，並

計劃2012至2013年在三地巡迴展出。曾德成
稱，當局期望大珠三角區域未來的文化發展，
進一步得到民間力量的支持和開拓，將合作面
由官方層面逐步拓至半官方及民間層面。

推介中國戲曲節精彩節目
曾德成更為網民上演「節目巡禮」，力數多

個與內地文化交流的「精品」，包括在6月舉行
的「中國戲曲節」，今年就破天荒請來上海京
劇院、湖南祁劇院、北方崑曲劇院、廈門金蓮
陞高甲劇團、河北省京劇院、上海評彈團和廣
東潮劇院等精英團隊參與，更會聯同本地戲曲
藝術精英，推出連串精彩節目，特別是香港粵
劇紅伶羅家英會與上海京劇院著名花旦史依弘
合演的京粵版折子戲《霸王別姬》，更是戲迷
不容錯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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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誌之言

國家「十二五」規劃首次把港澳部分
列入獨立篇章，令一眾一直爭取香港抓

緊發展機遇的社會各界人士大表興奮。機遇當前，一眾
工商界人士亦磨拳擦掌，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便準備
再次向特區政府建言獻策，建議政府制定5年發展方略，
以全面掌握香港在「十二五」規劃的機遇。
據了解，蔡會長早於1年多前已建議特區政府制定5年發

展方略，但當時當局沒有作出回應，在「十二五」規劃

正式把港澳部分列為獨立篇章後，蔡會長計劃再接再
厲，包括去信予特區政府有關方面繼續推動這方面的工
作。

粵港深港合作需與國家對接
蔡會長解釋，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香港如何

與國家未來5年發展藍圖對接是很重要的事情︰「國家是5
年規劃，我們是5年發展方略，例如基建、現代服務業、

粵港深港合作等，都需要有藍圖計劃對接；否則中央即
使表明支持你做甚麼甚麼中心，香港仍不把握亦沒有辦
法」。

在大學校園辦中總論壇
此外，滿腹大計的蔡會長與一眾中總會董亦準備走入

大學校園舉辦中總論壇，全方位為準備投身社會的莘莘
學子，及早描繪本港社會最新發展情況。據悉，蔡會長
更會身先士卒，於9月份新學年「打頭炮」成為中總論壇
的首個嘉賓，而中總在日後亦會每月或每季舉辦同類論
壇，定期與一眾大學生暢談香港經濟，以至個別行業的
最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蔡冠深倡5年方略 對接國家發展藍圖
掌握機遇

■「80後」
走上街頭高
呼「憤青不
代表我」。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