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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下午與
商界人士召開跨界別會議後見記
者，指商界一致同意必須停止暴

力行為，她表示，商界代表都非常擔心本港現
時的政治爭拗及經濟逆轉，認為今次經濟周期
性逆轉，不會短時間消失，相比沙士及金融風
暴更嚴峻。
反修例風波引發的暴力愈演愈烈，幾近失

控，暴徒正在打一場內耗撕裂的「焦土戰」，
衝擊法治和「一國兩制」底線，區區播仇恨，
亦為未來兩年的選舉預先拉票。台灣民進黨與
香港縱暴派勾結，把反修例暴力運動當作選舉
的助選機器。
反修例風波爆發以來，幾乎每次以「和平示

威」包裝的遊行示威，在結束後就兵分多路，
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破壞市民生活安寧。示威
者從一開始的「五大訴求」，發展到蓄意污損
國徽和侮辱國旗，叫出「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的口號，更煽動三罷（罷工、罷課、罷
市），「亂港」新訴求、新行動已令風波變
質。
暴力根本解決不了問題。暴力被誘發成魔，

便會陷入暴力衍生暴力、依賴暴力的惡性循
環。示威者上街抗議，表面上針對特區政府的
修例工作，本質已變成劍指中央；暴徒四處點
火、激化矛盾，企圖癱瘓政府管治、顛覆「一
國兩制」。若再不及早制止暴力，肯定禍患無
窮。
回歸22年，從反基本法23條立法到如今反

修例風波，抗爭的頻率愈來愈密，也愈趨失
智，但每次抗爭完結，不過為下次抗爭積聚能
量。市民擔憂，香港還可亂多久，何時才能管
治回穩？
當局必須下決心，從各方面入手，果斷執

法，切除禍根，斷絕縱暴派與外部勢力勾結，
並制訂徹底解決深層次矛盾的發展戰略，從根
本上消除催生暴徒暴行的土壤。
反修例風波尚待平息，台灣有勢力已大力介

入，民進黨當局意圖通過操弄反修例風波，將
選戰主題定為「民主與威權」、「愛台與賣
台」的對決，利用香港反修例風波作助選工
具，以掩飾民進黨當局施政無能，拉抬聲勢。
可惜，台灣民意的鐘擺已明確對此說不，台灣
民眾對改善兩岸關係的意願強烈，「親中帽
子」還有用嗎？

需指出的是，經過反修例風波的暴力衝擊，
港人更應意識到國安立法的重要性，更要加強
與內地的溝通互信，重振法治，香港才能長治
久安。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香港持續近兩個月的激進示威活動，惡果開
始層層顯現。目前已有18個國家和地區對香
港發出旅遊安全提醒，零售業、旅遊業首當其
衝倍受打擊，更嚴重的是，國際投資者公開表
示對香港營商環境深感憂慮。
香港亂了，誰最遭殃？香港普通市民首當其

衝。僅8月5日反對派處心積慮發起的所謂
「不合作運動」，就幾乎癱瘓了整個香港的交
通，不少準備上班的香港市民發現自己無法正
常上班，無法開門經商。地鐵車門被擋，路面
交通遇阻，養家餬口這種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在香港卻可望而不可及，激進示威者對香港正
常秩序的衝擊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
香港亂了，誰最遭殃？香港的青年學子受害

最深。持續不斷的激進示威打亂了原本舒適、
輕鬆的假期，突如其來的暴力衝擊讓他們驚恐
不安、無所適從。更可悲的是那些被謊言蒙蔽
的年輕人，他們一時的衝動，幻化為政治博弈
的「炮灰」，最後留給這些年輕人的，是身陷
囹圄的命運與撕裂滴血的香港。
香港亂了，只有那一小撮黃皮白心的「漢

奸」笑了，因為他們是真正的受益者。他們借
助輕鬆編製的謊言，踩着年輕人的鮮血，就可
以為自己爭取政治選票、政治資本，他們就希
望香港亂，更嫌亂得還不夠，香港亂起來，他
們才有機會火中取栗，翻身上位。
兩個月來，亂港派頭目大肆煽動別人家的孩

子走上街頭，如今人們驚奇地發現，亂港派「大
佬」的子女卻無一人上街遊行。亂港媒體創始人
黎智英，一家八口除了尚未成年的小兒子，其餘
七人都持有英美護照，而且都在英美讀書或發
展。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大兒子在美國佛蒙特
明德大學攻讀環境政策，小兒子在英國聖安德
魯斯大學修讀英國文學。當別人家的子女被教
唆湧上街頭時，反對派自己的子女已經與政治
「絕緣」，正徜徉在英美清涼的夏風中。
在這樣的亂局中，那些沉默的大多數、那些

需要養家餬口的香港市民開始擦亮了眼睛，看
清了真相：香港亂下去，最遭殃的是香港普普
通通的市民，而從中獲利的則是那一小撮手裡
賺着外國分裂勢力黑錢的現代「漢奸」們。不
畏浮雲遮望眼，全港700萬市民「同坐一條
船」，安危與共，榮辱與共。讓我們及時放下
紛爭，辨明真相，回歸理性，回歸和平與發展
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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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港人齊站出來 守護法治維護安定
國務院港澳辦及香港中聯辦就香港目前的局勢，在深圳舉行座談會。傳遞中央關於穩定

香港當前局勢的重要精神。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和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均強調，現在是時候所

有有正義感的港人，都應站出來，行動起來，維護法治安定，恢復香港正常秩序。

徐是雄教授

現在香港的事態，所謂反修例的和平遊行集
會，幾乎每次都演變成為暴力衝擊，而且暴力行動
「遍地開花」，少數反中亂港分子肆意妄為、喪心
病狂的犯罪行為，正在把香港推向一個極其危險的
境地。當務之急，就是要港人團結一致，制止暴
力，恢復法治，還香港市民一個安定的生活和工作
環境。

為達至以上目的，我建議：第一，由建制派政
黨牽頭，發動群眾力量遏止暴力，保護香港，為了
避免與反對派直接起衝突，建制派必須要有策

略、有計劃做好這件事。
現在，建制派更重要的是，團結一
致，採取有效措施遏止少數反中亂

港分子的暴行。同時，建制派
政黨必須改變較為被動的

心態，轉變為主動
心態。只有這

樣，建

制派政黨才能引領愛國愛港力量，做到張曉明主任
所說的：「敢於向暴力說不，向踐踏法治的行為說
不，以正壓邪。」

第二，我相信香港工商界也應出錢出力，大力
支持建制派政黨開展各種反暴力活動。工商界應
邀請他們的員工做義工，協助推動各項反暴力、
護法治的工作。 現在，反中亂港分子顯然得到外
部勢力的源源不絕的支持，香港工商界更應多出
一分力，支持建制派和全港市民維護香港的繁榮
穩定。
第三，也是最難處理的，就是如何教育、引導

被捲入暴力行動的學生。長期以來，香港的教育沒
有把重點放在愛國教育方面，香港有學生對祖國缺
少認識、認同，情感不深；加上長期受西方文化的
影響，香港學生偏向崇拜西方價值觀，例如西方的
所謂民主、人權等。在愛國教育方面，香港是非常
不足的。希望在平息這次暴亂事件後，特區政府必
須好好檢討，盡量加以改善。

那麼現在應怎樣去幫助被捲入暴力活

動的學生呢？我認為，辦法只有一個，就是需要校
長們，把自己的政治立場講清楚給學生聽，並向學
生清楚解釋所持的理由；其次，校長們要與學生多
溝通、多對話，多分析世界形勢的變化，引導學
生，讓他們理性去思考，認識各種主客觀因素，從
而解開他們的心結。
我記得在很多年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影

響世界其他國家的不少大學生，學生們也起來「造
反」。我當時在澳洲留學，那間大學的校長，為了
平息「造反」，他宣佈天天中午吃飯（外國人一般
吃三文治）的時候，在大學餐廳內會見學生，
和學生們交談。那位校長堅持兩個星期
吧，後來再沒有學生去見他了，一切便
恢復正常。現在，香港的校長
們，可要試一試。

國務院港澳辦和中聯辦日前在深
圳共同舉辦香港局勢座談會，中央

對於穩定香港當前局勢給予清晰明確表態，必須要
止暴制亂，恢復社會秩序。對此，香港工商界表示
認同和支持，冀共同為香港社會應對當前困境、協
助重拾和諧穩定而努力。

面對危急境況，香港最老牌、最有江湖地位的
香港總商會日前表明立場，嚴詞譴責不斷升級的暴
力行徑破壞香港營商環境、威脅工商百業及普羅市
民的安全與生計；包括長實、恒基、新鴻基、新世
界等四大地產商在內的本港17個主要地產商聯署
聲明譴責暴力；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
合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香港
中國企業協會、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全港各區
工商聯、香港各界商會聯席會議聯合召集人，亦發
表聯合聲明，支持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警方嚴正執
法。

工商界有愛國愛港傳統
地產建設商會聯署聲明指出，近日香港社會因

為小部分暴力人士的行為而蒙上陰影，不但已偏離
眾多和平示威者的原意，工商團體以至市民大眾亦
深受困擾。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對日益升級的暴力作
出強烈譴責，希望香港盡早回歸安寧與法治，人人
安居樂業。長實主席李澤鉅繼日前香港總商會聲明
後，再次在背後出力促成了這份聲明。

各商會聯合聲明指出，近月的社會爭議已為香

港營商環境帶來困擾，多區發生暴力衝擊事件，直
接影響中小企和小商戶運作，零售、餐飲及旅遊等
行業更是首當其衝。各商會重申，會繼續堅定支持
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警方對違法行
為嚴正執法。香港工商界冀盡快恢復一個安全、和
諧、穩定的社會和營商環境。

香港工商界長期有愛國、愛港、愛鄉的優良傳
統，無論是積極參與國家改革開放，擁護香港回歸
祖國，還是在香港歷次困難和挑戰中，都堅定地站
在愛國愛港一方。工商界旗幟鮮明地反「佔中」，
身體力行推動「守護香港守護家園」的簽名和遊行
活動，工商界嚴厲譴責「旺角暴亂」等違法示威行
動，譴責一切煽動和鼓吹「港獨」的分裂行徑。作
為香港社會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工商界歷經考
驗，作出貢獻。

國家充分肯定工商界貢獻
2014年9月22日，習近平主席會見香港工商界

專業界訪京團時，充分肯定包括香港工商界、專業
界人士在內的廣大香港同胞為國家發展和香港繁榮
穩定作出的貢獻，希望香港社會各界齊心協力，在
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帶領
下，共同開創香港更加美好的未來，為國家的現代
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新的更大貢獻。此
次的訪京團共有70人，包括長和系主席李嘉誠及
其子李澤楷、恒地主席李兆基及其子李家傑、九倉
主席吳光正、新世界主席鄭家純、嘉華國際主席呂

志和等。八大商會主席、多個專業界別代表也隨團
訪京。

這次面臨香港危急時刻，香港工商界同樣堅定
作出正確的選擇，絕不向暴力和邪惡屈服，發聲譴
責暴力，堅定捍衛「一國兩制」，守護香港，高舉
法治和正義的旗幟，絕不容許反中亂港勢力摧毀
「一國兩制」，工商界展示了對香港的責任擔當，
發力扭轉局勢。

這次香港正面臨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不管
是普羅市民還是工商界，都坐在同一條船上，大家
必須放下成見與分歧，同舟共濟。向暴力說不，止
暴平亂，維護香港法治安定，確保「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不僅是拯救香港，更是工商界的自救行
動。
習主席視察香港時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前進

道路並不平坦，但我們實行『一國兩制』的初心不
會改變，決心不會動搖。我們要以『長風破浪會有
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的信心，以『千淘萬漉雖辛
苦，吹盡狂沙始到金』的恒心，推動『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取得更大成就。」香港局勢座談會傳
達中央的重要精神，對香港工商界起到釋疑止惑、
不忘初心，消除迷惘，看清前路的效果。工商界將
繼續用良知、正氣、行動守護香港：一是帶頭支持
林鄭月娥及特區政府依法有效施政；二是旗幟鮮明
地支持警隊嚴正果斷執法，確保香港社會治安和市
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三是帶頭關心青年，幫助解決
問題；四是帶頭推動香港和內地交流合作。

工商界用良知正氣和行動守護香港
楊華勇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全國工商聯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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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到國際博覽館欣賞「清明上河圖」3.0數碼
版，本是多麼賞心悅目的體驗，誰知遇到「蟑螂」
擋道，需不斷默誦心經才壓住怒火。
中國在北宋盛世，GDP為全球之最，現在香港

的「蟑螂」當然不知。宋朝，中國的農耕和桑織社
會已高度發達，且是中國古代唯一長期不實行抑商
政策的朝代，生產力充分釋放，當時歐洲還處於封
建王朝的成形而尚未成熟之階段。根據資料換算，
宋朝人均GDP已超2,000多美元，整體GDP超全
球6成，甚至有高達80%的估算。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說過，華夏民族之文化，歷

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宋朝的經濟、文
化、教育繁榮，達到當時的巔峰。雜煉生鐵和熟鐵
的灌鋼法，可以煉出優質鋼，製造寶劍和其他兵
器；宋瓷以青瓷為主，硬度高，釉料勻，通體青
瑩。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活字印刷術其時應運而
生；黑色火藥首次應用於軍事；指南針則是北宋軍
隊的指路明燈。北宋文人沈括撰寫《夢溪筆談》，
乃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科學著作之一。

北宋全國人口已多達1億1,200多萬人，總計50
座戶口在10萬戶以上的城市，總共開放了12個官
方對外通商港口，北自登州、密州，南到泉州、廣
州，商船可遠達非洲的埃及和當時的東非諸國，將
宋國瓷器和絲綢等工業產品出口到西洋，換回香
料、藥材、象牙及寶石等奢侈品。漢唐以來的絲綢
之路發展由陸路轉向更為便捷的海路。昔日的汴梁
即今日的開封，人口過百萬，是世界經濟、政治、
文化、藝術中心，更是當時全球的第一大都市。

舉世無雙的國寶「清明上河圖」，生動描繪了
清明時節汴梁及汴河兩岸的繁華和熱鬧的景象，以
及優美的自然風光。值得稱讚的是，這次展現的數
碼新版本，運用球幕影院的技術，將原來畫面從白
天到傍晚的景象，還原成可移動的立體空間。置身
其中，彷彿正行駛在《清明上河圖》的汴河上，觀
賞「兩岸風煙天下無」的繁榮盛景，街巷如網，飛
簷相連，翹角相望，車水馬龍，遊人如織，四方商
賈雲集，男耕女織齊現，600多人物栩栩如生，真
是好一幅中華盛世的圖畫。

時下香港「蟑螂」游竄，阻街堵車，剪斷路燈，
堵塞隧道，攻擊路人，甚至以極為殘暴的手段襲擊
警察，騷擾其家人，肆無忌憚地毀壞立法會和警
署；更加令人髮指的是，攻擊中聯辦，塗污國徽、
侮辱國旗，叫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直接挑
戰「一國兩制」底線，香港的確到了危險關頭。
歷史上，對於汴梁的興衰頗有爭論。有說，汴

梁興於漕運，亦衰於汴河。自汴河被黃河侵道，經
常性的氾濫毁道，運河逐漸被廢，城池多次被淹，
今日開封城下十多米，依然可見舊城遺蹟。不過，
亦有史學家認為，人禍大於天災，先是北宋「靖康
之恥」，金軍攻入汴梁，擄走欽宗徽宗；至南宋，
守將杜充決汴河堤以阻來犯金軍，打開了汴梁衰亡
之路。
以史為鑑知興替。如今，香港能否守住「一國

兩制」，守住法治穩定，在於全體愛國愛港、有良
知的人士。我們要站起來，緊密團結，萬眾一心，
決不能讓那些阻擋中華民族復興的「蟑螂」及其幕
後黑手得逞。

觀清明上河圖 思香港盛衰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守護香港大聯盟」今日發起全
民撐警日和護旗手行動。大聯盟已
印製12,000面國旗，予屬下團體派
發，以傳遞愛國愛港的訊息。近期
香港暴力示威遊行不斷，影響本地
民生經濟不在話下，有暴徒一再將

國旗扔到海中。此等侮辱國旗惡行，於法理層面
上，違反了《國旗及國徽條例》，最高可重判監禁
3年；於情感層面上，更是侮辱了整個中華民族！

有激進分子狡辯：「國旗、國徽都只是死物，市
民的意願、性命才是最重要！」如果象徵着國家、

民族的國旗、國徽都只是「死物」、無關痛癢的
話，何以世界各國，包括法國、德國、西班牙等，
都有保障國家象徵免受侮辱的刑法？西班牙關於侮
辱國旗國徽的最高刑罰，可被判入獄12年之久。

於民族情感上，國旗不只屬於現在14億中國
人，更代表19世紀至今幾代國人對國家安定的希
冀。筆者從學習國史認識國旗時就知道，我們國旗
上的紅色，代表革命和鮮血，中華民族經歷百多年
來受外敵侵略的屈辱史，從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半
封建社會，西方國家只要架起幾尊大砲，就可以霸
佔大半中國，正是革命烈士的拋頭顱、灑熱血，才

有新中國的成立、中華民族的復興。「喝水不忘挖
井人」，升起這面五星紅旗時，看看我們國家今天
的安定繁榮，可以忘記先烈嗎？
國旗被暴徒拋落海事件，無論在情在法都實在

令人痛心和憤怒。香港回歸祖國22年，居然還有
一小撮無血性的年輕人，數典忘祖，無視國旗的神
聖和莊嚴。慶幸的是，我們有一個強大而團結的祖
國，香港有廣大愛國愛港的市民，事件發生後，網
上紛紛出現「五星紅旗有14億護旗手」，在強大
民意面前，更顯幾隻侮辱國旗的臭蟲，不過是「蚍
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人人爭當「護旗手」 捍衛國家民族尊嚴
穆家駿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中學教師

■數百名香港市民日前自發來到尖沙咀天星碼
頭，高聲唱響國歌，向國旗敬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