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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黑衣暴徒癱瘓機場、毆
打內地記者，犯下人神共憤的

反人類、反社會罪行，用國務院港澳辦發言
人的話來形容，暴徒行徑近乎恐怖主義，完
全突破了法律的底線、道德的底線、人性的
底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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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把香港推
向不歸路，實在令人心痛。香港不能再亂
了，不能再任由一部分人為追求所謂民主自
由，而把香港搞得無法無天，變成「暴力之
都」、「仇恨之都」，所有有良知、真正愛
香港的人，尤甚是教師、社工、宗教領袖，
都應呼籲年輕人放下暴力，以合法文明的手
法解決矛盾，不要親手毁了香港這個我們共
同的家園。
從前日的新聞所見，香港機場被黑衣暴徒

霸佔，市民、遊客登機被暴徒強行阻止，已
經令人極之憤慨和討厭，但是，黑衣暴徒違
法暴力沒有最惡劣，只有更惡劣，他們公然
在眾目睽睽下，禁錮、毆打遭懷疑的普通人
士，即使發現有人是記者也不放過，甚至警
察、救護員來搶救都被阻撓。

有位在場的外籍人士也看不過眼，形容暴
徒的襲擊行為如同「黑幫式暴力」，「他們
的行為遠遠超過了示威範疇，即使對戰俘也
要保持尊重。」香港是國際城市、法治之
區，可是黑衣暴徒濫用私刑，肆無忌憚地向
無辜人士乃至記者施暴，這是要把香港變回
以強凌弱、拳頭話事的蠻荒世紀嗎？

香港能夠成為國際金融、經貿中心，能夠
成為國際旅遊城市、購物天堂，靠的就是良
好法治，安定的營商環境，市民尊重法治、
理性和平的高質素。這次反修例暴力運動持
續兩個多月仍未平息，黑衣暴徒以政府沒有
回應所謂「五大訴求」為由，不斷升級暴力
行動，襲擊警察和市民，把香港各區變成戰
場，令市民人心惶惶，連機場這個展示香港
形象的平台也被劫持，在機場上演令人髮指
的暴力醜劇，這正是在毁了香港最寶貴的尊
重法治、文明理性優勢，在做着嚇走遊客和
投資者的愚蠢行為。
示威者當中有不少年輕人，年輕人對政

府、對現狀有不滿，對民主自由有追求，可
以理解，有示威者更聲稱，抗爭是為了守護
香港這個家，佔領機場為了表達對政府的不
滿，是為了爭取民主公義，要為年輕人爭取
更好的未來。但這些年輕的示威者，有沒有
認真考慮過無底線暴力抗爭的後果？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但毁了羅馬只需

一日。」示威者自恃有崇高理想，就濫用暴
力，令香港的法治安定蕩然無存，這根本是
在毁了香港，也毁了年輕人的未來。更何
況，香港不僅僅是示威者的，還是700萬市
民共同的家，廣大市民都不希望香港暴力氾
濫成災，不認同暴力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反
暴力、護法治仍是香港的共同價值觀和主流
民意。
反修例暴力運動發展至今已經變質，暴力

失控的風險越來越大，要避免不堪設想的情
況，如今需要更多有識之士勇於站出來向暴
力說不，特別是對年輕人有較大影響的教
師、社工，在香港面臨何去何從的關鍵時
刻，香港是選擇法治安定，還是暴力混亂的
方向問題上，教師、社工必須態度鮮明地要
求停止暴力，呼籲年輕人冷靜下來，回到法
治理性的正軌尋求解決方法，不要再執迷不
悟，毁了自己和香港的前途。

王惠貞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
會副主任 九龍社團聯會理
事長

反對派兵分多路，在多個地區衝鋒陷陣襲
擊警署和堵路，又以「接機」及「和你飛」
名義連續多天大鬧機場；有反對派政客劍指
年底區議會選舉，發起「反自動當選運
動」，鼓勵反對派嘍囉到自動當選的選區出
選，企圖在區議會選舉取得更多議席 ，搶
奪區議會的話事權，以及在行政長官選舉委
員會取得更多選委席位。

該計劃聲稱，若有多於一名反對派有意
角逐同一個選區的議席，即他們口中的
「撞區」，則會溝通協調，也不排除會以
「初選」方式解決。事實上，「反自動當
選運動」的安排，或已涉抵觸《選舉(舞弊
及非法行為)條例》(香港法例第554章)的
條文。

選舉應符合法例要求，良性健康競爭，優
勝劣汰，令選民憑選票選出代表自己的賢
能。但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7條「賄賂候選人或準候選人的舞弊行
為」，若任何人舞弊地提供利益予另一人，
作為該另一人在選舉中參選或不參選的誘因/
報酬，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
那麼，反對派所謂「協調」，誰說了算？

怎樣勸退另一人不參選？是否涉利益交易？
這「協調」不透明不公開，對其他參選人造
成不公平。
參與「反自動當選運動」的人，很可能包

括議員助理，這或存在利益。要知道，議員擁
有聘用助理的大權，假設議員以工作崗位脅迫
助理在區議會選舉作出參選、不參選、調區
出選、換區出選、在指定選區參選，這意味
着該議員及議員助理，或涉觸犯《選舉(舞弊
及非法行為)條例》中規定的「舞弊行為」。
以誘因/報酬，或涉脅迫手段，影響他人

出選或不出選的決定，有違選舉的合法、
公平、公正，廉政公署應調查「反自動當
選運動」。

朱家健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
兼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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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搞亂機場圍毆記者罪責難逃
8月13日着實是香港黑暗的一天。擾亂香港兩個多月的黑衣暴徒和激進分子，繼8月12

日圍堵香港機場、迫使機場停止運作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後，在8月13日變本加厲，又以一

名女示威者在尖沙咀被擊傷右眼為藉口，強「屈」是警方布袋彈所傷，發起「百萬人塞爆

機場」活動，並呼籲參與者以黑布遮住眼睛，來表達「警察還眼」的訴求。

黃國恩 香港執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電視畫面所見，暴徒當天干犯了
多條刑事罪行，包括非法禁錮、傷
人、襲警、刑事毀壞、非法集結等
罪行，而最嚴重的一條是這些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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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罪的最高刑罰是終身
監禁。
8月13日的圍堵機場，明顯暴力升級，在離境禁

區閘口用行李手推車阻塞通道、升降機及行人電
梯，高舉標語及高叫口號，粗暴阻礙中外旅客登
機，連小朋友及坐輪椅的長者都不讓其通行，更無
理肆意暴力襲擊內地旅客，有兩名內地同胞因此受
傷。
一名內地旅客僅因為被暴徒懷疑是「內地公
安」，就遭到上百暴徒圍攻數小時，拳打腳踢，

不但身體多處受傷，還被暴徒用索帶反綁其
雙手，並貼上「我是公安，我來破壞示

威」的字條羞辱。另一名則是《環
球時報》派往機場做採訪的記

者付國豪，他因為支持香
港警察而慘遭暴

徒非法圍

困數小時，被拳打腳踢，手腳也被綁住，暴徒對他
極盡羞辱，最後要由警方和救護員幾經辛苦才能救
出他。
另外，暴徒甚至追打抱住小孩的旅客，簡直無法

無天，行為令人齒冷。

暴徒在機場干犯多條刑事罪行
根據《航空保安條例》第15條的規定：
(1)任何人利用任何器件、物質或武器，或以任何

其他方式，故意在服務國際民航的機場內作出任何
暴力行為，而該暴力行為——
(a)導致或相當可能會導致死亡或嚴重人身受傷；

及
(b)危害或相當可能會危害該機場的安全運作或該

機場內的人的安全，
該人即屬犯罪。
(2)任何人利用任何器件、物質或武器，或以任何

其他方式，非法和故意——
(a)摧毀或嚴重損毀——
(i)為在服務國際民航的機場內提供設施而使用的

財產(包括如此使用的儀器或設備)；或
(ii)在上述機場內並非正在服務中的任何飛機；或
(b)令上述機場的服務無法繼續進行，
從而危害或相當可能會危害該機場的安全運作或

在機場內的人的安全，該人

即屬犯罪。
機場在當天下午4點半宣佈停止當日所有航班登

記服務，除了影響大批香港市民、乘客外，更重創
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形象，香港機場亦再一次
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

踐踏他人自由權利是香港之恥
香港本應有着文明法治的社會形象，但都被這班

黑衣暴徒破壞殆盡。他們的所謂示威，絕不和平、
也絕不理性，8月13日在香港國際機場發生的事
情，絕對是在破壞香港法治，動搖香港發展根基。
這些人滿口粗言穢語，行為暴力，蠻不講理，非但
暴力阻止中外旅客登機，更公然違法對內地旅客拳
打腳踢，動用私刑，極盡羞辱，此等行為與禽獸無
異，視法律如無物，必須追究到底。

這班黑衣暴徒以這樣的方法爭取所謂民主、自
由，粗鄙而野蠻，瘋狂踐踏其他人的自由和權
利，破壞法治，簡直丟人現眼，是香港之
恥。所有希望香港好的市民，必須反
對暴力，全力支持警隊執法，撥
亂反正，盡快恢復社會秩
序，香港才有希
望。

自6月以來，縱暴派以反修例為藉
口，在外部勢力插手之下，不斷挑動

是非，製造亂局。縱暴派對中央及社會各界的關注
置若罔聞，暴力衝擊愈演愈烈，暴力行為不斷升
級。縱暴派不顧全體香港人福祉，將香港的繁榮穩
定，押注在他們極端自私的政治利益上，讓香港陷
於失控邊緣。
國務院港澳辦自7月29日以來，15日內三次就

香港局勢發表立場及看法。上周日，香港各區發生
多宗「野貓式」暴亂活動。周一，國務院港澳辦新
聞發言人楊光在北京，就香港當前亂局表態，首次
明確指出，「連日來，香港激進示威者屢屢使用極
其危險的工具攻擊警員，已經構成嚴重暴力犯罪，
並開始出現恐怖主義的苗頭。這是對香港法治和社
會秩序的粗暴踐踏，是對市民生命安全的嚴重威脅
和對香港繁榮穩定的嚴重挑戰。」

縱暴派為政治利益損港人福祉
但楊光言猶在耳，有激進示威者竟然策動癱瘓香

港國際機場行動，導致大量航機無法正常升降，機
場運作被迫停止，影響旅客出入境，影響香港的國
際形象及本地經濟。
縱暴派還策動所謂「三罷」行動，一面以暴力示

威，破壞香港的法治根基，一面癱瘓各行各業正常
運作，損害香港經濟和社會民生，這是將港人福祉
當作成為少數人謀求極端政治訴求的人質，對不住
全體港人。

守護繁榮安定向縱暴派說不
香港已陷入經濟衰退的邊緣，而且衰退的風險正

逐步增大。香港今年第二季本地生產總值，經季節
性調整後按季實際負增長0.3%，零售前景絕對不
樂觀，食肆總收益10年來首次出現價量齊跌。在
兩個多月的暴力事件影響下，香港第三季經濟狀
況，肯定比第二季差，已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縱暴
派不斷將暴力升級，企圖以恐怖主義手段達到政治
目的，不惜摧毀香港的繁榮穩定、安居樂業，廣大
市民不能再沉默，必須堅決抵制。

縱暴派在香港各區，以「野貓式」游擊戰製造暴
亂。發生在各區的暴亂，離不開一條基本公式：和
平示威──野貓式堵路及破壞──包圍警署、攻擊
警員，近日更動用仿真槍械攻擊警員。
警察迫不得已，以適當武力制止暴力，暴徒及縱

暴派政客絕口不提他們的暴力行徑，反而倒果為
因，指控警方「濫用暴力鎮壓和平示威」。

暴徒的所作所為，早已從「和平、理性、非暴
力」，變成徹頭徹尾的恐怖主義行為，令「東方之
珠」蒙污。如今，香港正處於最嚴峻的關頭，「恐
怖主義」的苗頭正在滋長，若再不有效遏止非法暴
力活動，必將對香港造成難以挽回的負面影響，任
何人都不可能獨善其身。

熱愛香港的人，是時候站出來，守護我們的家
園，守護來之不易的繁榮安定，向縱暴派說不！向
暴力行為說不！向恐怖主義說不！向兩個多月來堅
持在反暴亂第一線、堅持維護法治的警察講聲：
「感謝！感謝你們為維護法紀不眠不休、作出不懈
的努力！香港警察，辛苦了！」

遏止恐怖暴力 保香港繁榮穩定
江達可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工商總會首席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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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顛倒是非縱容暴力
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新界青聯智庫召集人 沙田區議員

反修例的暴力及違法行為越趨嚴
重，雖然運動自稱「無大台」，但在

背後攪局的縱暴派必須反思，如果繼續不割席，繼
續縱容暴力，只會製造出一頭不可駕馭的暴力猛
獸，縱暴派亦難逃害人害己的下場。

近日社會歪理太多，例如，有司機因為暴徒堵路
而與之爭執，結果被暴徒毀壞車輛及襲擊，但有網
民反指暴徒毀壞車輛，皆因司機惡言相向，甚至先
推撞暴徒，難道這可讓毀壞車輛的罪行合理化？
又例如，8月5日的「罷工」行動當天，有一名

孕婦因為激進示威者阻塞地鐵而感到不適，有所謂
名嘴竟然不譴責阻礙港鐵運作的示威者，反而指責
孕婦不應在明知有「不合作運動」還搭地鐵，叫孕
婦搭的士，這不是典型的強詞奪理嗎？
有暴徒經常聲稱，「禍必及妻兒」，他們襲擊黃

大仙的紀律部隊宿舍，試問警察家屬何錯之有？
還有浸大學生會會長因藏有鐳射槍被捕，示威者

堅持說是「觀星筆」，不是鐳射槍，不具攻擊性。
示威者夠膽用這種「觀星筆」照射自己的眼睛？
近期顛倒是非的暴行多不勝數，對任何暴力行

為，全社會都應口誅筆伐。堵路、擲磚、縱火、
非法集結、襲警、刑事毀壞、網絡欺凌、侮辱國旗
國徽等暴行，全社會都要譴責和抵制，不能因為
施暴者出於「高尚」理由，就可將暴力合法化、
合理化。筆者實在擔心，如果讓縱暴派和暴力示
威者當權，不知香港還有沒有繁榮穩定、民主自
由。
香港不能再沉淪下去，不能變得是非黑白不分，

筆者希望社會盡快回復法治、和平、理性，走出今
日的困局。

收起暴力棍棒 以同理心為港「止損」
劉瑤 專欄作者 「就是敢言」秘書長

這個夏天，香港變成了黑色。8月13日，黑衣人
再度癱瘓了香港機場，最讓人氣憤的是，看到環球
時報記者付國豪被黑衣人用索帶綁在行李手推車
上，被搜身，私人物品包括證件被曝光，被毆打，
黑衣人並非警察，到底是誰給予其權力搜包查驗身
份證件？黑衣人憑什麼肆意毆打記者？又是出於什
麼心理要阻止救護人員帶受傷的環時記者付國豪離
開？那一刻，香港的人權去了哪裡？香港的新聞自
由去了哪裡？這到底是和平示威，還是白色恐怖？

從遊行示威到連綿不絕的暴力衝擊，擾攘兩個多
月，香港在黑衣人的肆虐下，已經變成了我不認識
的樣子。如果只是為了表達訴求，為了讓政府聽見
自己的聲音，卻只是靠各執一詞的爭吵，還有暴力
相向的衝突，最後能解決問題嗎？不能。
如果我是一名黑衣人，現在這一刻，我會嘗試勸

說自己平心靜氣，冷靜下來，然後嘗試聽聽特區政
府的聲音，嘗試放下成見、了解一下香港警察的辛
苦，嘗試看看對家的新聞報道，嘗試從一個旁觀者
的角度對比一下香港的過去與現在、想像一下暴力
衝擊能給香港帶來什麼，嘗試從經濟、政治、發展
的角度全方位地衡量一下現在正在做的事情。金融
行業裡有個詞叫「止損」，在一切還來得及的時

候，收起暴力的棍棒、摘下
易裝的頭盔和口罩，光明正
大地說出自己的想法，然後
在談判桌上博弈，最終盡量
得出一個兩全的結局。這才
是最後能獲得滿意答案的唯
一通道。
現在很多的暴力戲碼，看

上去實在多餘，實際影響又
過於負面。破壞香港在國際
社會的形象，對於香港人有
什麼益處？強行要香港與內
地分隔，香港人又能有什麼
好處？等到香港的經濟支撐
不住、一落千丈的時候，難
道美國大片裡的超級英雄真
的會來救我們嗎？別做夢
了！生活就是生活，有問題
就提出來解決，早一天、晚一天都是這樣。這又不
是拍武俠劇，一個江湖只能有一個武林盟主，所
以，不必拚個你死我活。

機場是香港的門臉，是外地人接觸到香港的第一

印象。所以，請放了香港機場，請尊重正在工作的
記者，不論他來自哪個新聞機構，請給香港的發展
留有餘地，請給我們700多萬香港市民留一個機
會，請自動回收暴力所帶來的白色恐怖。

■8月14日上午，大批市民及團體自發前往被非法示威者打傷的環球網記
者的醫院住院處探望，並致以深切慰問。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