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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圖癱政府 煽暴力顛覆特區

「連登討論區」昨日出現多篇長文，
向市民「介紹」在示威集會期間如何衝
鐵馬、如何「擺陣作戰」，更教授如何
在被捕後「尋求」法律援助云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長文內容一再
強調「要暴力」、「要武勇」、「要對
付警察」，更聲稱香港市民一直堅持的

「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完全無用的。
最恐怖的是，文中還提及「火攻又

好，爆炸都好」、「摺遮無用，遮要鐵
骨」，甚至教市民如何強搶或撿拾警察
裝備，企圖煽動民眾集體暴力搶奪警員
裝備，圖升級攻擊行動。一旦有人起而
效之，後果將不堪設想。

毒招毒招11 連登仔連登仔洗腦文洗腦文 明言襲警搶槍明言襲警搶槍

名義上是要求「撤回」修例，實際
上激進派中人其實另有盤算。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在袁天佑妻子
陳錦美的fb上載了激進派中廣傳的所
謂「最後通告」，其中「警告政府」
若不交出6．12當日執勤的前線警員名
單、不釋放所有是次拘捕的有暴力行

為者，就「不排除」就地成立「臨時
政府」，又稱要在廣場「制定架
構」，甚至「回收香港管治權」云
云。
該「最後通告」已徹底地暴露了這

些人、或是他們幕後操控者的政治目
的，就是要爭奪香港特區的管治權。

毒招毒招22 瘋傳瘋傳最後通告最後通告 揚言強奪治權揚言強奪治權

此前，香港反對派就多次赴美抹黑
「一國兩制」，讓美國及其盟友有干涉
中國內政的藉口。此前，美國國務院等
多次美化涉及「6．12」當日那一小撮

暴徒。
在美國「定性」後，香港反對派近日
就開始頻頻針對警方，企圖打擊前線警
員。

毒招毒招33 乞求美國撐腰乞求美國撐腰 陰謀瓦解警隊陰謀瓦解警隊

毒招毒招44
包括毛孟靜、朱凱廸、林卓廷等一

眾反對派議員昨日在facebook發佈了
鼓吹今日行動的帖文。
其中，毛孟靜一面聲稱要「和平抗
爭」，一面又專門點名「連登」，似
乎惟恐「連登」不受關注、有關煽動

暴力的帖文不能廣傳。
朱凱廸更毫不掩飾、露骨宣傳，直
接在帖圖中用上「遍地開花」、「兄
弟爬山」、「各自做嘢」、「不撤不
散」等字眼，企圖鼓吹民眾「去
衝」。

反對派出口術反對派出口術 扮和平真煽暴扮和平真煽暴

「民陣」昨日「正式」向警方投訴，
聲稱在反修例的衝突中，警員對示威者
使用「過分武力」。
有關投訴的時間點特殊，其投訴方式

亦「非常特殊」。投訴者「民陣」召集
人岑子杰完全不談當日部分人用暴力衝

擊警方，只稱當日集會是「合法、和
平」的，明顯是企圖將所有責任推卸給
警方，企圖在心理上威脅警方以至所有
前線警員，令他們「投鼠忌器」，無法正
常執法，為今日以至日後的暴力行動開
路。

毒招毒招55 民陣威脅警察民陣威脅警察 圖為暴力開路圖為暴力開路

一直支持民陣的《蘋果》，昨日頭版
竟成為了激進派的「廣告版」，「6．21
圍政總 全面不合作」的大題赫然出現
在A1位置，如同「文革」時期紅衛兵的
宣傳畫報，令人不寒而慄。同時，「毒
果」還要細心地將今日（21日）的時

間、天氣、需要準備的「裝備」醒目列
出，煽動功力似再升呢。惟「毒果」之
宣傳會殃及無辜市民，令部分民眾「中
毒」。不過，一旦民眾行為釀成不良後
果，只會是自食其果，「毒果」絕對不
會負責。

毒招毒招66 毒果毒果參與煽動參與煽動 坑人自食惡果坑人自食惡果

特區政府已決定暫緩修訂《逃犯條例》的工作，但香港反對派

和外部勢力並未因此而收斂，反而繼續煽動市民今日包圍政府總

部、癱瘓主要交通幹道，等等。儘管他們口口聲聲今日是「和平

包圍政總」，但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多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一

方面聲稱支持「和平」，一方面卻鼓動支持者今日參加是次由激進

分子煽動的「包圍」，同時一批激進分子則煽動今日在現場放火、

暴力攻擊前線警員以搶奪他們的裝備等，甚至聲言「不排除」即時

成立所謂「臨時政府」奪權。根據6月12日和平集會突然變成暴力

衝擊的經驗，這無疑是不同反對派陣營間的「唱雙簧」，企圖鼓動

更多市民今日參與「和平包圍」，在自壯聲勢的同時，更可以其

他市民作為暴徒的「人肉護盾」。市民一旦不慎上當，勢將淪為小

部分暴徒破壞社會秩序的棋子。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文森）有激進分子鼓動市民今日上
街，作為他們衝擊的「人盾」，多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呼籲，民眾在行
動前一定要有所思考，提防被煽
動蠱惑，成為他人棋子。
有大專學界代表及網民以特區

政府昨日下午5時前未有撤回修訂
《逃犯條例》等4項訴求作出回應，
鼓動市民今日參與所謂「全面不
合作運動」，包括包圍政府總部
等。行政長官辦公室昨日回應
指，特首林鄭月娥在本周二的記
者會上已就修例工作致歉及回應
其他相關事宜，希望市民明白及
理解，及繼續採用和平理性的方
式表達意見。特首未來亦會在適
當時候多接觸年輕人，了解他們
的想法。
據了解，為應對示威者行動升
級，機動部隊因應大型事件組成
的X連（第一梯隊）和新界南總
區應變大隊已在政總戒備。為避
免引起衝突，警方會在適當時候
派出談判專家釋出善意，並盡量
在使用武力前發出「涵蓋式警
告」，同時會安排部分攻擊力較
大的速龍小隊處於防線較後位
置。特首官邸禮賓府則由西九龍
衝鋒隊、油麻地分區及尖沙咀分
區警員分別駐守前後門和附近山
坡。警方亦在上亞厘畢道放置鐵
馬劃出防線。

促停止撕裂社會
基於保安考慮，行政署決定添

馬政府總部今日會暫停開放，員
工毋須返回政總工作，並應按照

所屬決策局或部門的應變計劃工作。所有訪
客活動亦會延期或取消。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在遵守法律的

基礎上表達意見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激烈
的違法行動則不可接受，因為這些行為撕裂
社會、激化社會矛盾，呼籲組織者和示威者
都要和平守法地表達意見，並要顧及自己及
其他市民的安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擔心，很多年輕
人還不清楚怎麼回事，就成為他人棋子。就
有人利用網絡散佈煽動信息，更教人搶警察
裝備等，他指出這些行為背後是外部勢力的
操控，呼籲民眾尤其是年輕人一定要三思。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說，暴力衝擊肯

定會引起社會不安，令香港市民和外國投資
者都深受其害，更進一步撕裂社會。他呼
籲，市民千萬不要以身試法，不要再破壞香
港社會安寧和香港經濟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批

評，反對派及部分人提出不可能的要求，更
要用暴力、非法的方式逼迫政府，「完全是
無限叫價，典型的顏色革命手法。」有人更
鼓動市民襲警，明顯破壞法治，他支持警方
嚴正執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說，特區政府推

修例的初心無錯，在停止修例後亦就處理不
當多次致歉，但激進派依然逼迫政府，是不
顧香港法治和市民生計，而自己最近到外國
出差時，談論起來都聽到覺得香港好亂的意
見，激進分子對香港經濟發展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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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風波對香港發展影響深遠而重大，如何
跨越風波，是現今思考和反思的焦點。客觀冷
靜分析可以看到，引發這場風波的深層原因，
除了反對派對修例別有用心的誤導、抹黑、恐
嚇，放大了不明真相的市民的憂慮之外，必須
要承認，香港總體發展較之周邊地區和城市相
對遲緩，港人實際分享到的發展成果未盡如人
意，年輕人發展空間不足，困擾香港的深層次
矛盾始終未能有效解決，社會怨氣未能有效紓
緩，是爆發風波的最基本社會土壤。既然風波
是發展中遇到的問題，自然要以加快發展來解
決。專注發展，普惠民生，利民紓困，才能重
振人心、消解民怨、凝聚民意，讓傷口盡快癒
合，最終達至真正的和解。

儘管特區政府過去多年非常努力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成績有目共睹，但客觀來說，普羅大
眾的獲得感、幸福感並未顯著提高。具體而
言，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基層市民分享到經濟
發展的紅利不多。香港已連續9年登上房價最
難負擔城市首位，至於公屋，一般申請者的平
均輪候時間已上升至5.5年的高位。在此現實
下，將近21萬人蝸居於劏房，人均居住面積
中位數僅有56.5平方呎，比懲教署獨立囚室的
75 平方呎還狹小。不僅如此，香港樂施會去
年的報告顯示，香港的堅尼系數是已發展經濟

體中貧富懸殊最嚴重地區。《經濟學人》雜誌
更指出，香港已經成為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最嚴
重的地方，財富集中度接近80%。港府扶貧委
員會的數據則顯示，2016 年全港貧窮人口高
達135.2萬，貧窮率近20%。與此相伴，年輕
人向上流動的機會遠不如父輩多，對前途迷
惘，難免背負沉重挫折感、失敗感。

客觀而言，導致香港深層次矛盾遲遲不能解
決，反對派、激進派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
任。回歸以來，他們從未改變為反而反的習
氣，有利經濟民生發展的政策措施，屢屢被政
治化，令發展舉步維艱。更不堪的是，反對派
把香港的一切矛盾、難題歸咎於沒有普選，指
責特首和部分立法會議員不是由一人一票選出
來，而是小圈子的「鳥籠政治」產物，只會照
顧偏袒權貴，不向市民負責，漠視民間疾苦。
反對派不斷炒作散播社會怨氣，利用市民的不
滿製造社會分化對抗，扮演弱勢社群的代言
人，搶佔道德高地、誤導民意。他們倒果為
因、顛倒是非，以政治凌駕發展的伎倆，為民
怨矛盾持續升溫推波助瀾。各種社會怨氣戾氣
疊加，無處發洩，再加上修例的憂慮在反對派
和外部勢力的煽風點火下被無限放大，修例爭
議猶如導火索，引爆累積多時的對社會不滿的
負能量炸彈，產生巨大的衝擊力、震撼力。

面對被修例引爆的風波，特首林鄭月娥和專

責修例工作的官員先後真誠道歉，承認工作的
不足和缺失，懇請市民諒解，政府亦停止了修
例的立法工作。平心而論，事件應該就此告一
段落。大多數市民渴望，香港應該跨越修例風
波，把對立對抗、加劇不安的一頁翻過去。當
務之急，是治療、彌合修例風波帶來的對抗撕
裂。這種期望代表了主流民意的共同願望，也
符合香港向前看、共創未來的必然發展方向。

至於如何療傷癒痛，修補撕裂、恢復和諧，
則是跨越風波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療傷止
痛、修補撕裂必須從深處入手，從根本處消解
市民對社會民生的不滿。最根本的途徑，就是
聚焦發展，抓住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積極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讓香港能夠更好更快地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為年輕人創造更多更大的發
展機會，讓他們成就人生、建設美好未來。

接下來要走穩走好普惠民生、專注發展之
路，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首先，政府要加倍努力，在土地房屋、社會福
利、教育等各大範疇力求突破，不僅要投放更多
資源，更要在開拓土地、退休保障、取消強積金
對沖、安老扶貧等老大難問題真正迎難而上，令
到市民安居樂業，無後顧之憂；同時引導年輕人
樹立法治理性的價值觀，正確規劃人生，令香港
和國家未來的棟樑健康成長成才。

其次，立法會作為保全施政的重要平台，不

同黨派的議員，作為民意代表，應該把政爭歧
見放一邊，以香港利益、港人福祉為重，與政
府攜手合作，共同規劃、落實發展經濟民生的
大計，把修例風波浪費的時間追回來。當前立
法會有眾多關乎經濟民生的基建、醫療項目急
待處理，議員若不配合，因為修例風波繼續以
政治影響民生，政府有再好的經濟民生政策和
項目也無法落實。所有阻撓的行為，都有違市
民的基本期盼。

第三，建制派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維護
「一國兩制」成功落實的中流砥柱，不管反對
派在立法會乃至社會上如何不擇手段搞政治化
操作，氣焰如何囂張，建制派都要保持信心和
定力，相信自己、相信市民、相信國家，堅定
不移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堅決抵制反對派癱瘓
議會、癱瘓管治的惡行，令各項紓困利民的措
施順利落實。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發展的大勢所
趨、機遇所在。中央和廣東省不斷推出各種便
利港人到內地發展的優惠政策，觸手可及的機
遇已經擺在面前。特區政府應加強宣傳推廣，
主動積極加快與內地政策的對接，把機遇轉化
為實在的紅利和動力，助推港人尤其是年輕人
融入大灣區及國家發展的大舞台，這就是香港
療傷癒痛、跨越風波、重現和諧的根
本之道。

跨越修例風波──普惠民生是最重要療傷 專注發展是最根本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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