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民連最先把台灣民進黨的「暴民政治」引入香港，先在議會內擲蕉、

掃 、爆粗和襲擊官員，並且逐步將暴力政治蔓延到社會，多次衝擊中聯

辦，包圍立法會。近來暴民政治更有惡化的趨勢，包括襲擊特首，「反預

算案遊行」演變為暴力衝突，以及示威者衝擊官員，到超市和私人機構搗

亂等。眾所周知，民主風範是：「我雖然不同意你的意見，但誓死保衛你

發表自己意見的自由」，反對派近年一連串充斥暴力傾向的所謂「抗爭」，

根本與民主涵義風馬牛不相及，是貨真價實的暴民政治，是毒化香港政治

生態的「腫瘤」！

港府弱勢 反對派趁火打劫
本港暴民政治惡化原因複雜，其中一個重要的背景是，本屆特區政府還

剩下十四個月，反對派睇準港府弱勢和看守心態，變本加厲「欺負」港

府，企圖瓦解政府維持有效管治的決心，甚至癱瘓政府管治。整體而言，

本港暴民政治惡化有三個原因：

原因之一是港府管治出現弱勢跡象。管治弱勢是由一連串事件積累而

至。近年多項政策出現反覆，例如，副局長、政助「雙重國籍」及薪酬披

露問題政府進退失據，暫停徵收外傭稅生效日期引發混亂，增加生果金審

查長者資產引發反彈，擴大將軍澳堆填區被立法會否決，以及申亞硬闖關

失敗等。這幾宗事件，最後都以政府讓步、自搭下台階解決。事件反映港

府閉門造車，脫離民情，且「吃一虧」未能「長一智」，拉低了政府的管治

威信。至預算案引發連串風波，港府「派錢都被人罵」，管治弱勢更加明

顯。中大民調顯示，港府急轉彎向市民派錢退稅後，政府與部分高官民望

回升，但仍有七成市民認為派錢無助增加對港府管治信心。港府管治出現

弱勢跡象，以至連私立醫院和書商都敢「蝦」港府，不接受內地孕婦來港

配額制，拒絕分拆教材調價。所謂「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牆倒眾

人推」，反對派更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以至敢於「玩大 ，玩過龍」，在

議會搞突然襲擊否決臨時撥款企圖癱瘓政府，至於反對派和憤青 街癱瘓

交通、攻擊特首官員、圍堵私人商場，已越來越頻繁，習以為常。

公權力不彰 暴民政治零成本
暴民政治惡化，原因之二是目前香港公權力不彰，行政主導落空。面對

反對派的挑戰，民粹主義氾濫，無政府主義抬頭，港府往往將民粹當成民

意，心慈手軟，有權不用，有法不執，自廢法治武功，甘作「無牙老虎」。

警方本身對暴民挑釁已是極大忍讓，就是將違法示威者拘捕，律政司卻極

少作出檢控；即使偶爾對滋事分子檢控，法庭也是「高高舉起，輕輕放

下」，導致香港暴民政治不僅是零成本，而且可獲取搶鏡頭、博出位的政治

暴利。立法會「三惡」靠暴力政治躋身議會，憤青認定政府乃「紙老虎」，

法治「生 」，自然有樣學樣，將暴力政治視為躋身政壇或出人頭地的「終

南捷徑」。

選舉來臨 反對派不擇手段
暴民政治惡化，原因之三是隨 選舉競爭趨於激烈，反對派政黨和人士

不擇手段，以各種激烈手法爭取曝光率，吸引選民注意力。尤其是分裂後

的社民連與「人民力量」為爭奪比例代表制少數餘額，兩家鬥激進，以致

「好戲連場」。近期反對派借預算案一役「起事」，採取了兩手策略：一手是

煽動暴民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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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手是在議會刁難政府，政府怎麼做都反對，

企圖在港府管治出現弱勢時，樹立更堅決的反對派形象，並且將建制派

與政府捆綁在一起，令支持政府依法施政的建制派成為市民不滿的發洩

對象和「代罪羔羊」，從而使建制派選情逆轉。由此看來，本屆政府

「站好最後一班崗」，必須重振公權力，「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依法

應對暴民政治：

不能對激進違法行徑姑息養奸
第一，政府不應只是呼籲社會不能容忍暴力政治，更重要的是政府在管

治上要遏制暴力政治，要在執法、檢控上追究違法行為，有效維護法紀及

社會秩序，決不能「足將進而趑趄，

口將言而囁嚅」。目前，搞事分子的暴

力行為已經「由政及商」、「由公及

私」，不僅搗亂政府機構和中央駐港機構，

還進一步侵入私人機構、企業、商店；不僅

襲擊特首、官員，還企圖襲擊社會人士，此一

趨向令香港有可能淪為「暴力之都」。對暴力襲擊特首

官員、癱瘓市區交通，有組織有預謀地搗亂超市，到私人機構示威衝擊

的明顯觸犯法例的行為，當局絕不能置之不理，而應將涉案人士繩之以

法，該刑事檢控的檢控，該民事索賠的索賠，實行「殺一儆百」。若對

激進違法行徑姑息養奸，不僅政府無法維持有效管治，而且全港市民都

要承受惡果。

裹挾利益人士 不能網開一面
第二，暴民政治的一個特點是往往裹挾利益團體或利益人士，以圖形成

法不責眾的局面。例如皇后碼頭事件，激進保育人士目無法紀，在皇后碼

頭馬拉松式「安營紮寨」5個月，阻止清場拆卸。當局最終在限期過後清

場，事件演變成警民衝突並有襲警事件發生，滋事分子令工程受延誤，政

府每日要賠工程違約金數十萬元，到頭來滋事分子竟然沒有受到民事訴訟

索賠，且非法佔據公眾地方、阻差辦公和襲警，也沒有受到刑事訴訟。再

如菜園村事件，反對派覷準收地關係新界村民利益，為爭取新界村郊選

票，反對派煽動菜園村居民阻攔菜園村收地和工程展開，導致有十一名工

人及保安員在衝突中受傷，示威者不但沒有受到法律追究，而且菜園村事

件中少數村民在反對派支持和慫恿下，貪得無厭，大肆勒索納稅人血汗

錢，令社會有淪為「原始叢林」無政府狀態之虞。當局對暴民政治裹挾利

益團體或利益人士，一是有法必依，犯法必究，不能因為是利益團體或利

益人士就網開一面；二是不能屈服於其無理要求和敲詐勒索，以致損害社

會整個利益。

必須指出，香港問題的核心始終是爭奪管治權。俗語：「月黑殺人夜，

風高放火天」。近來越演越烈的暴民政治，除得到反對派喉舌推波助瀾之

外，一小撮反對派「法律精英」居然也挺之援之，這一與香港法治傳統大

相徑庭的怪現象恰好證明：暴民政治成了反對派破壞「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方針，渾水摸魚、趁火打劫從而亂中奪權的手段！結論是，放縱它香

港就會向下沉淪，剎止它香港才會向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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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報評論替最近備受注意的行為藝
術家艾未未取了個很耐人尋味的名字
─「特立獨行者」，說白了，其實就是
行為怪誕，有異於常人的人，更簡單
的說，就是一般人所說的神經病。其
實，這對艾未未來說仍是一種恭維，
因為在更多的人眼中，艾未未這種

人，簡直就是不知所謂的狗屎垃圾。
藝術家，本來是相當高尚的職業，但很多人頂 藝

術的名義，做盡了不齒於人類的事，玷污了藝術之
名，就以艾未未為例，赤身露械是藝術，集體淫亂也
稱藝術，由他所創作的所謂「一虎八奶圖」，就是艾

未未與其他4名肥腫難分的女人全裸合照，有網民
稱：「你只要看過他(艾未未)的照片，包保你馬上嘔吐
並三天吃不下飯！」更有網絡報道指出：「一個愛脫
光了露出陽具的猥瑣肥漢，其形態可以說醜得石破天
驚、神憎鬼厭，換個人會被警察當流氓抓號子裡，只
因為是艾未未，這就成了藝術或政治。」內地和海外
的藝術圈則將艾未未的行為藝術稱為「淫亂行為」，
是對藝術和公序良俗的褻瀆。
如果艾未未只是玩世不恭，傷風敗俗也還罷了，然

而，他變本加厲，將他宣淫販賤的變態行為變成攻擊
侮辱自己祖國的政治行動，在艾未未的「行為藝術」
作品「我幹北京天安門」中，艾未未對 天安門豎起

中指，他稱「幹」就是「操」，中指是用來表示男人
的生殖器；在他的《再幹北京天安門》中，大腹便便
的艾未未站在天安門前，其醜陋無比的大肚腩上方寫
英文FUCK一詞。FUCK是流行的英語髒話，與普

通話的「肏」、閩南語的「幹」、四川話的「日」以及
粵語的「屌」意思類似。這個字普遍被認為含有極為
冒犯和侮辱對方的意思。艾未未還特意解釋說：「為
什麼不用『操』而用FUCK，是因為僅以此作品獻給
看得懂的、熱愛中國的國際友人。」
眾所周知，天安門有超過五百年的歷史，歷經數

朝，是極具歷史意義的民族圖騰，公開侮辱天安門，
是對一個民族的挑釁，是不可饒恕的罪行。記得曾有
人因塗污天安門被治罪，為什麼這可惡的胖子可以公
然侮辱天安門，卻沒有人奈何得了他，難道頂 藝術
之名，打 維權之義，就可以視國家尊嚴為無物，在

十三億人頭上撒野？
即使有人認為，艾未未的行為在言論自由的範疇

中，但同樣有更多人認為，艾未未的言行，意在挑戰
中國現政權，點燃顏色革命的火種，破壞社會穩定，
罪不可恕，如果不將艾未未治罪，絕非重視言論自
由，而是對國家尊嚴的蔑視，是對十三億人感情的傷
害！
雖然目前有關部門透露，拘押艾未未的原因是經濟

犯罪，但無可諱言，艾未未更嚴重的罪行是借維權之
名，行破壞社會穩定之實，這種人以為借 西方強國
的保護，便可以肆無忌憚的在中國傷風敗俗，橫行霸
道，所以，惟有數罪俱罰，嚴懲艾未未，將這西方反
華勢力製造的狗屎徹底剷除，並回貼在他們臉上，才
足以平民憤，以儆效尤，回復天安門廣場的乾淨和平
靜。

本屆特區政府還剩下14個月，「站好最後一班崗」不僅是維持有效管治的條件，更直接影響今年區議會和明年立法會選情

的政治生態。當務之急，特區政府必須摒棄夕陽政府和看守內閣的心態，對反對派違反「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衝擊社

會秩序的暴民政治決不能心慈手軟，必須重振公權力，有法必依、執法必嚴，才能維持有效管治，保障社會安定繁榮，並且

為香港邁向雙普選創造良好的政治和社會氛圍。

剎止暴民政治 維持有效管治

搶咪「魔爪」上城論
90後亦恥笑冇鬼用

社民連近

年拚命開拓

激進年輕人票源，不惜利

用暴力衝擊行為作「招

徠」，早前有成員便趁運輸

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在一

公開活動致辭期間，衝上

講台「偷襲搶咪」，再度引

起全城譁然。「搶咪」的

社民連社員黃軒瑋因此成

功「上位」，昨日獲邀成為

港台節目《城市論壇》的

「座上客」。不過，所謂「蒼

蠅飛得幾高還是蒼蠅」，黃

軒瑋的作為連香港中學生

都不敢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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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謝孟宜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艾未未是個什麼東西 梁立人

學者質疑衝擊手法背後動機
話說在節目中，多位屬於90後的中學生

揶揄黃軒瑋衝擊行為的效用不大，且衝擊
法律底線，反而有喧賓奪主的感覺，令人
忽視了衝擊手法背後的動機。城市大學專
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亦於節目上質
疑，年輕人用出位的做法確可引起媒體重
視，結果可能只會令大家重視衝擊行為本
身。
社民連早前已多次搗亂問責官員出席的

活動，甚至引致特首曾蔭權受傷。社民連
主席陶君行昨日於《城市論壇》上，打
「六七事件」企圖正當化黨內成員的衝擊行
為，聲言「左派」當年做的事才是暴力，又揚
言：「我 唔用呢 (暴力)手段，政府點會聽到我
背後的聲音」。

陶君行歪論 被斥「開倒車」
但民建聯成員周浩鼎即場反駁，陶君行的講法

不過是「開倒車」。他以美國議會為例指，200年
前的美國議會經常有打人事件，議員亦要帶槍入
內保護自己，但社會是會進化的，「我們現在不
會再要這樣的暴力」。

對於現時社民連連番的衝擊行為，宋立功分
析，未來將有多場選舉臨近，氣氛更加熾熱，某
些政黨可能會透過這些激烈行動，爭取支持者，
他提醒年輕人應以理性、和平和非暴力作表達。
此外，現時政府制訂政策是閉門造車，雖然事前
的諮詢方式很多，但結果連建制派政黨的意見也
未必會吸納，難怪社會會有很大反響，因此政府
有必要提出新措施，吸納年輕人的意見於各類政
策之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賤招撈票

香港近年已成為示威之
都，「支聯會」及社民連

昨日又分別到中聯辦門外請願，例牌搞激，
再與警方爆發衝突，其中長毛梁國雄、「支
聯會」副主席蔡耀昌等6人一度被警方帶上
警車，待他們情緒平伏後，已自行離去。警

方於示威後重申，示威者的行為有可能危害
自己及其他人安全，而且可能破壞社會安
寧，警方有需要採取措施，保障公眾安全。
長毛等人昨日在警方設下的封鎖線前不斷

衝擊警方的防線，想要衝入中聯辦，並不斷
將一些紙牌等物品拋入中聯辦門外鐵閘內。

可能見社民連憤青「激開有條路」，蔡耀昌
等亦「不甘寂寞」，忽然「情緒高漲」，亦有
樣學樣衝擊警方防線，警方在勸阻無效後，
唯有將多名情緒激動的示威者帶上警車。警
方稱，昨日在中聯辦外的公眾活動中，並無
人被捕，有關情緒激動的示威者亦在情緒平
伏後，自行離去。明明是以行動多番挑釁，
但「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卻反指警方過分，
又聲稱香港已成「警察城市」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社民連「搞激」搶鏡 蔡耀昌有樣學樣
好學唔學

今明兩年接連有幾場大規模選舉，選舉年已經來臨。工
聯會及地區人士正積極游說副會長陳婉嫻「重出江湖」，應

戰明年立法會「超級區議員」選舉，雖然嫻姐口風有所鬆動，但始終未肯
「正式拍板」。上屆立法會選舉中與嫻姐合組參選名單出戰九東的黃國健透
露，嫻姐有8成機會會「點頭」參選，餘下兩成為何？KK笑指：「她還要調
整心理狀態！」皆因嫻姐已退下火線一段時間，盡享生活優閑，若要重投忙
碌的議會工作，的確需要時間調整心態。

最低工資爭拗 刺激「再戰」雄心
KK笑以「燉品」形容：「現在情況就如同燉補品一般，要夠火候才能拿

出來上 。」他又指，近日最低工資引發的爭拗及啟德明渠工程動工等事
項，都刺激嫻姐「再戰江湖」的雄心：「嫻姐還未閉上大門，所以我們大家
還在努力游說當中。」嫻姐被問及「出山」一事時則稱，目前自己忙於地區
事務，亦認為應讓更多有能力的人從政，「我想打退堂鼓」。即刻惹起在場
眾人「譁然」，KK更立即強調：「絕無此事！」其後當一眾傳媒追問嫻姐
時，嫻姐亦立即澄清說：「講笑 ！但我暫時不再回應參選事宜啦。」

張建宗讚KK「如一道彩虹」
另外，KK位於九龍東的第3個地區辦事處，昨日在彩雲 金霖樓開幕，未

知是否因「霖」包含了「雨」字，儀式開始不久便開始下雨，但各嘉賓都
「無有怕」，撐起雨傘繼續支持KK，但見雨勢愈來愈大，醒獅活動只能草草
了事，開幕活動亦一切從簡。出席活動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致詞時大
讚KK，指KK從事勞工事務多年，在勞工界屬重量級人物，他更巧解風雨，
笑言：「KK如一道彩虹，又在彩雲 開設辦事處，兩道彩虹相遇，便下甘
霖了」！
KK及「好拍檔」嫻姐見局長在場，當然不會放過「當面陳情」的大好機

會，KK首先提及未來有數件重大事情，包括落實最低工資、6,000元派發及
交通津貼等，全部都與張局長有關，故「大家有什麼問題，例如要手續須簡
單、直接等，除了找工會幫忙之外，還可以向張局長反映」。嫻姐則借機批
評，某些工商界政黨扭曲最低工資，呼籲打工仔應該撐局長，讓局長能夠
「企硬」，不要受到壓力而傾向商界。她又要求同台的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
誠武聽取民意，復建居屋，但邱副局未有任何回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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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軒瑋在《城市論壇》上口若懸河，冷不防在旁有人
舉牌指他「暴力乞人憎」。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

■眾嘉賓在王國健的地區辦事處開幕禮上切燒豬。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