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政協委員施清流：
暴徒手段極其殘忍，已經近乎恐怖主義行徑。全體有良知的港

人，對這種暴恐行為堅決說不，絕不接受他們事後虛偽而又沒有
實際行動的道歉。

全國政協委員孟麗紅：
對危及市民生命和財產安全、踐踏香港法治，破壞香港繁榮穩

定的暴力行為，予以強烈譴責。愛港人士要團結起來，守護我們
的共同家園。

全國政協委員吳旭洋：
暴徒所為違反香港法律，更觸碰到國際人權法的底線，遠遠超

越了文明社會人和人之間的最基本的尊重和底線。

全國政協委員馬浩文：
譴責暴徒嚴重摧毀香港國際旅遊形象，以及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

全國政協委員董吳玲玲：

暴徒的行為已為香港帶來難以估計的損失，為很多旅客帶來終
生難忘的不便甚至痛苦經歷，我們予以強烈譴責。

全國政協委員曾偉雄：
暴徒視法律如無物的暴力行為令人憤慨，予以最嚴厲譴

責。

全國政協委員李山：
希望香港警方和司法部門果斷執法、嚴正司法，盡快將違

法犯罪分子繩之以法。

全國政協委員葉建明：
暴徒行為令人髮指，喪失了基本的道德人倫。對如此暴力

行為有良知的香港人都應該予以強烈譴責，向暴力說不。

全國政協委員劉與量：
對暴徒滅絕人性的行為表示極大憤慨和嚴厲譴責，對施暴
者必須依法嚴懲。

全國政協委員莊紹綏：
連串的暴力事件，已經動搖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世

界安全城市的地位，請大家認清暴力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並
齊心一起向暴力說不。

代表委員籲全城團結助港回正軌
譴責暴徒暴行 堅決挺警執法 深切慰問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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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尹涵）暴
徒在機場的惡行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譴責，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表示，自己會在
早前提出成立100萬元的懸紅基金中拿「花
紅」出來，請社會各界人士提供資料，將違
法暴徒緝拿歸案。「守護香港大聯盟」昨日
亦發起「反對暴力、守護香港」系列行動，
包括懸賞100萬港元，鼓勵市民向警方提供
線索。

盼沉默大多數發聲止暴
梁振英指出，暴力行為倘繼續下去，很容
易造成傷亡，實施暴力的狂徒、暴徒及在背
後默許和支持他們的「縱暴派」，要為傷亡
負責。同時，一定要嚴懲違法暴徒。他希望
沉默的大多數發聲止暴制亂，敦促一直默許
暴徒施暴、不與暴徒割席的「縱暴派」嚴正
表態。
「守護香港大聯盟」昨日發出聲明。「大
聯盟」召集人及發言人黃英豪表示，大聯盟
由昨日起開始發起「反對暴力、守護香港」
的系列活動，包括發起反對暴力網上聯署，
並計劃在短期舉行大遊行；懸賞100萬港
元，鼓勵市民向警方提供線索；與教育及辦
學團體合作，舉行校園反欺凌、反暴力活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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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昨日嚴厲譴責
機場嚴重暴力行徑，批評這些惡劣行

徑，嚴重損害了香港法治社會的核心價值，破
壞了香港的秩序和安寧；赤裸裸地剝奪市民的
基本生存、工作權利，沉重打擊香港經濟和民
生，摧毀香港機場令人引以為傲的美譽以及香
港安全法治的良好國際形象和聲譽。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昨日發表譴責聲
明，對這種極端暴力犯罪行徑表示最強烈的譴
責，堅決支持香港警隊和司法機構果斷執法、
嚴正司法，要求警方必須依法嚴懲，並向受傷
的內地同胞和香港警員表示深切慰問。

余國春：暴力毀港國際形象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全國政協常委余

國春指，暴徒喪盡天良、泯滅人性的暴力行徑
是對法治和道德的公然挑釁和踐踏，嚴重損毀
了香港的國際形象，對此表示極大的憤慨和強
烈譴責，堅決支持香港警方依法拘捕涉事暴
徒，嚴懲不貸。

林淑儀：絕不接受口頭道歉

全國政協常委林淑儀指，極端暴力分子所
為既違法又可恥，一而再妨礙機場運作和阻礙
旅客行程是絕不能容忍。「我們絕不接受口頭
所謂道歉了事，特區政府應責成執法部門依法
調查和懲處，把暴徒繩之以法。」

王惠貞：暴徒是恐怖分子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王惠貞指，黑

衣暴徒犯下人神共憤的反人類、反社會罪行，
與恐怖分子毫無區別，更摧毀香港法治文明的
國際形象，摧毀香港的繁榮穩定、安居樂業，
把香港推向不歸路。她呼籲年輕人放下暴力，
不要親手毀了香港這個我們共同的家園。

楊孫西冀速止暴制亂
原全國政協常委、大紫荊勳賢楊孫西，昨

晚在觀塘香江大廈召集部分香港榮休全國人大
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中華海聯會理事座談當
前香港危局。大家強烈呼籲特區政府必要時宣
佈進入緊急狀態，依法從快、從重打擊少數暴
亂分子，迅速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暴徒在香港國際機場非法禁錮、圍毆內地記者

和旅客，引發社會公憤。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一致譴責暴徒的

極端暴力犯罪行徑令人髮指，堅決支持警方嚴正執法，盡快將暴徒繩之以

法。他們呼籲香港社會各界團結一致，讓香港社會盡快恢復秩序，重回發展

正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暴徒
對內地旅客甚至記者動用私刑、圍
毆、禁錮、搜身等，令社會震驚及憤
怒。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昨日批評，這
些惡行是完全超出道德底線的野蠻行
為，對此予以最嚴厲的譴責，並表示
全力支持警方依法嚴正執法，採取一
切合適措施止暴制亂，同時希望社會
中珍惜香港的人士發聲，毫不含糊地
反對和譴責這些暴力及所謂「不合作
運動」。
一眾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昨日舉行記
者會譴責機場發生的暴力事件。民建
聯主席李慧琼讀出聲明，批評激進分
子連續兩天佔領機場，癱瘓機場運
作，令數百班航班被迫取消，大批旅
客被迫滯留香港，本地市民的外遊或
公幹行程亦因此而被迫中斷，「我們
看到不少被示威者『限制出境』的旅
客感到無助和憤怒。」
她續說，更令人髮指的是，暴徒竟

任意向旅客濫用私刑，禁錮他們，圍
毆、侮辱、搜身，連救護員到場也不
讓受傷人士離開送院求醫，並襲擊協
助被困受傷者離開的警務人員，「這
是完全超出道德底線的野蠻行為，我
們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李慧琼：損國際對港人觀感
李慧琼強調，香港國際機場不只是
香港經濟、運輸的重要樞紐，更是國
際社會看見香港實況的第一道門戶，
種種暴徒暴行不只破壞香港國際機場
的聲譽，更嚴重損害國際社會對港人
文明質素的觀感。
她呼籲︰「各位市民，香港已被
示威者推向崩潰的邊緣，經濟已有顯
著的倒退跡象，市民也要在惶恐不安
中度日，他們和家人隨時會因意見不
同而受到攻擊、欺凌。今天如果再不
止暴制亂，香港將摧毀於自己手
裡。」

馬逢國籲市民與惡行割席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
逢國批評暴徒對無辜市民遊客施加暴
力威嚇，客觀上已符合國際間對恐怖
主義的定義，令香港蒙上污名。他呼
籲市民要與這樣的行為割席，不要參
與，否則自己亦難避免罪責。

郭偉強：反映恐怖主義苗頭
工聯會議員郭偉強指出，機場亂象
反映恐怖主義苗頭的確存在。現時的
示威行動已變質，任何場合都看到
「港獨」分子存在，如果他們想破壞
現行的「一國兩制」，香港市民必然
反對，必須予以最強烈的譴責和警
惕。

梁美芬冀放下憤怒回復理智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強調，機場是香
港重要公共設施，癱瘓可以有很嚴重

的刑事、民事責任，冀那些慫使年輕
人到機場或其他重要公眾設施作破壞
行動的人，能夠愛護香港，放下憤
怒，回復理智、法治和公道。

容海恩：暴徒所為已影響經濟
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批評暴徒所為

已影響香港經濟，削弱國際對香港的
信心，若暴徒仍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畀返香港人嘅尊嚴我哋，我哋希望
用理性和平嘅方式講出訴求，唔係用
呢啲激進行為、暴力行為，呢啲係法
律不容、人性不容。」

易志明：航運被毀後果嚴重
航運交通界議員、自由黨易志明直
言對前日狀況失望痛心，並強烈譴責
非理性和極端暴力行動。他強調，香
港的航空樞紐地位是經過幾十年努力
建立的，若被摧毀後果嚴重，機場運
作亦牽涉幾十萬人生計。

建制議員：私刑遠超道德底線

全國政協委員馮丹藜：
東方之珠美成在久，暴力恐襲將之毀於一旦，香港人絕不能

答應，堅定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全國政協委員陳清霞：
暴徒行為十分惡劣，對此表示十分憤慨，予以強烈譴責。這一
暴力事件再次表明，施暴者肆意踐踏法治，嚴重損害人權，殘忍
殘暴，窮凶極惡。我們懇望香港執法機構依法嚴懲施暴者，堅決
止暴制亂。

在香港機場發生襲擊內地記者與遊客的極
端暴力事件，令包括香港市民在內的14億中
國人民震驚和憤慨，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強
烈譴責嚴重暴力，並指「暴徒行徑近乎恐怖
主義」；同樣令人震驚的是，本港的縱暴派
和一些人卻輕描淡寫的將暴行稱為「錯
誤」。事實上，暴徒的惡行是嚴重的刑事罪
行，豈能以「錯誤」來掩飾和逃避罪責。而
且，暴行已經呈現針對無辜平民的反人類、
反社會特徵。借反修例發動的暴力運動，本
身帶有強烈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訴求，目的是
針對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制度，企圖奪
取香港管治權，將香港推上「港獨」不歸
路。可以說，這場暴力運動日益呈現的恐怖
主義特徵，值得高度警惕，政府、警方和廣
大香港市民絕不可掉以輕心。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暴徒在機場干犯多種
刑事罪行，包括非法禁錮、傷人、襲警、刑
事毀壞、非法集結等，最嚴重的是可能已觸
犯香港法例第494章《航空保安條例》第15
條的「危害機場的安全的非法行為罪」，最
高刑罰是終身監禁。對於如此嚴重的暴力行
為，縱暴派政客只用一句「錯誤」輕輕帶
過，不僅是袒護、縱容暴力，更是要掩蓋反
修例暴力運動背後的真正目的和危害，掩蓋
這場暴力運動已經變質，正在向恐怖主義急
速蛻變的傾向、苗頭和趨勢。

根據維基百科描述，恐怖主義是指為了達

成宗教、政治或意識形態的目的，故意攻擊平
民，製造恐慌。目前，儘管全球對恐怖主義難
以作出共識定義，但認同有一個共同點，就是
施暴者不惜一切代價，向平民使用令人震驚的
暴力襲擊，強迫對手接受他們的政治、宗教或
意識形態的主張。對照反修例暴力運動，嚴重
威脅市民、警員的人身安全，肆意毀壞公共設
施，干擾港鐵、機場等公共服務運作，已經符
合恐怖主義行為的特徵。

香港一向保持良好的法治環境，被稱為全
球最安全的國際城市之一，市民習以為常，善
良的港人覺得，恐怖主義離香港很遠，目前的
暴力惡行遠未到恐怖主義的程度。事實並非善
良港人想像的那麼簡單。只要冷靜深入地分析
反修例暴力運動的政治訴求和暴力形式的演
變，不難看出其越來越強烈的恐怖主義特徵，
恐怖主義距離香港並不遙遠，而是越來越近。

要分析此次暴力運動的性質，必須結合
2014年的違法「佔中」，因為此次暴力運動
根本是違法「佔中」的延續和升級版。「佔
中」的政治目標和訴求，核心是「爭取真普
選」、撤回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明
顯是要求不按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推行根本不存在的「國際標準」選
舉辦法，以圖奪取香港的管治權。而此次暴
力運動，一開始是以「反送中」妖魔化修
例，接着提出所謂「五大訴求」，很快就直
接 拋 出 「 撤 銷 831 決 定 」 、 「 爭 取 真 普

選」，乃至有人明目張膽喊出「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口號。至此，反修例暴力運動
圖窮匕現，原來，也是想推翻基本法和人大
常委會「831決定」框架，把香港帶離「一國
兩制」軌道，最終把香港從「一國」之中分
離出來。總而言之，就是謀求「港獨」，達
到「佔中」未實現的政治目的。

「佔中」和反修例暴力運動的實質都是企
圖奪取香港管治權、謀求「港獨」，但為掩
人耳目，更為佔據道德高地、迷惑市民，都
以爭取「真普選」的訴求作為包裝。所謂
「真普選」，其實質就是追求意識形態上的
民主原教旨主義。民主制度在不同國家和地
區，因受歷史發展、現實情況等因素影響，
有不同形式，必須以適合本國本地發展所需
為前提，不存在所謂的「國際標準」、放諸
四海皆準的民主範式。縱暴派及暴徒要求的
「真普選」，根本是烏托邦裡才有的民主制
度，並且要通過極端暴力手段來達成，這樣
的民主原教旨主義，不可能給香港帶來真正
民主自由，只能是災難。反修例暴力運動的
發展，已經開始證明這一點。

在中央政府支持、政府依法打擊和強大民
意反制下，「佔中」以失敗告終。經過幾年
沉寂，縱暴派利用「真普選」的民主原教旨
主義，長期對本港部分年輕人「洗腦」，令
他們對「真普選」產生如宗教般的迷信和狂
熱；縱暴派借當前國內外政經形勢的契機，

策動反修例風波並且演化成暴力運動，被
「洗腦」的年輕人成為暴力運動的核心骨幹
和「炮灰」。正因為如此目的驅使，縱暴派
絕不與暴力「割席」，持續包庇縱容暴力，
推動暴力運動不斷升級，發展到襲擊警察，
濫用私刑對待無辜記者、市民，侮辱國旗國
徽，已經突破法律底線、道德底線、人性底
線，持續滑向恐怖主義邊緣。

暴力歪風愈演愈烈，民意愈來愈反感，警
方也加大打擊力度，中央更態度鮮明展示制
止暴力的強大決心和意志，大規模的暴力行
動開始受到遏制。但亦有跡象顯示，暴力行
動正策劃轉入地下，針對暴徒仇視的人群，
例如警察、記者以及普羅市民的欺凌、攻
擊、虐殺很大可能常態化。如果此種趨勢成
形，意味恐怖主義行為將成為「風土
病」，對本港的社會治安、公眾安全、經濟
發展構成極其嚴重的威脅。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政府、警方、社
會各界如果看不到暴力惡行呈恐怖主義化的
趨勢，不及早採取針對性的防範與打擊，難
免會對本港社會安寧、市民人身安全造成不
可估量的挑戰，當局必須密切關注事態發
展，做足全面防範。另外要正告縱暴派，如
再不與暴力「割席」，為了吃越來越血腥的
「人血饅頭」，不惜摧毀香港的法治安定、
安居樂業，必將淪為香港的千古罪人。

暴力運動正趨恐怖主義化 當局和各界切勿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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