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
暴
力
說
不
向
失
序
說
不

香港正面臨回歸以來最
嚴峻的局面，近兩個多月
來發生在香港的反修例遊

行示威和暴力衝擊活動，手段不斷翻
新、烈度不斷升級、破壞性不斷加劇。
暴力的組織者們力圖把他們的犯罪行徑
與普通示威混淆起來，把他們要摧毀香
港的惡毒目的與一般示威者的具體訴求
混為一談，裹挾善良市民和青年學生在
香港製造一系列暴力事件和暴力破壞行
為，其政治企圖昭然若揭，意圖把香港
這顆璀璨的東方之珠推向危險的萬丈深
淵。
從8月9日起至13日，示威者集結到

香港國際機場，眾多示威者佔領離境大
廳，堵塞閘口、電梯，阻撓世界各地旅
客離境，造成香港國際機場被迫停止運
作，極大地破壞香港的國際形象。13
日晚、14日凌晨，在香港國際機場更
發生了駭人聽聞的暴力事件，激進暴
力分子對兩名內地居民實施了嚴重的
人身傷害和羞辱行為，將其非法捆綁
禁錮，近百人圍毆、虐打，致其身體
多處受傷，昏迷倒地，又當眾對其淋
水、鎖喉、掛牌遊街，百般羞辱，最
後還堵死救命通道……這些暴力行徑
與恐怖分子有何兩樣？這難道是我們
願意看到的發生在香港這樣的文明社
會的事件嗎？可以說，香港激進暴力
分子完全突破了法律的底線、道德的
底線、人性的底線。

香港國際機場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機
場之一，是香港對外聯繫的交通命
脈。機場癱瘓，會對香港的整體經濟
造成重創，其付出的代價難以估算，
不僅衝擊香港數以80萬計依仗香港國
際機場產業鏈的市民的生計，而且嚴
重損害香港的國際形象和國際聲譽，
進而威脅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以及由這一地位所
帶動的國際航運業和旅遊業，共同組
成了香港經濟的生命線，如果這一生
命線被沉重打擊，香港的區位優勢和
核心利益將盪然無存，也就很難避免
衰敗了。
事實證明，兩個多月來的香港街頭

抗爭活動，已經背離了它最初「反修
例」的初衷，示威不再是在法律框架
下表達訴求的方式，而是摧毀特區政
府管治權威，癱瘓香港城市管理，毀
掉香港最寶貴的核心價值和法治基
石，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社會秩序，
從根本上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
和國家主權與權威，最終使香港走向
難以挽回的沉淪境地。
在當下的危機關頭，已經到了港人，

尤其是沉默的大多數做出嚴正抉擇，向
暴力說不，向失序說不的時候了。積極
發聲，勇敢行動，攜手同心，止暴制
亂，力挺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力挺
香港警隊嚴正執法，穩定局勢，守護家
園平安，保證香港長期享有「一國兩
制」優勢，捍衛國家利益，維護民族尊
嚴，這是今日香港人必須做出的正義選
擇。

高佩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持續兩個月的反修例
示威行動，蔓延至香港
國際機場，暴亂終於在

機場進行的集體「和平」示威過程中
爆發。在電視新聞的直播中，我們清
楚看見，在機場有一群暴徒，肆意禁
錮、拳打腳踢和無止境地欺凌、羞辱
內地旅客和記者。這群暴民只因懷疑
旅客是內地公安，便任意進行圍毆、
搜身、毆打。
另一位被暴徒無故拘禁及行私刑的是

內地《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他被暴
徒反綁在行李車上瘋狂虐打，個人私隱
資料被曝光，暴徒以強光不停地照射其
臉。更過分的是，警察、救護員要花兩
小時才能將他救離現場，其間警察更被
圍堵、攻擊。
暴徒的無恥暴行，完全抵觸任何文明

社會的法治、道德底線，亦令法治、文
明、理性的香港蒙羞。這些暴徒必須受
到最嚴肅的譴責。
筆者希望從教育的角度，談談兩位內

地人士的表現。兩位人士雖然都被極度
暴力對待，但他們仍然保持冷靜和十分
君子的態度。從深圳到香港機場接待朋
友的旅客，很平和地解釋身處機場的原
因，亦表示沒有跟任何一方對立的意
圖，即使遭到極其粗暴的對待，也沒有
半句指罵之言。

《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被暴徒綁在
行李車上毒打時，還很堅定地說：「我
愛香港，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們可以打
我了！」事件之後，他很有氣量地指
出，不希望事件影響兩地的交往和關
係。
兩位人士在危險時刻的表現，實在

值得年輕人敬佩和學習。渴望大家可
以冷靜下來，重新發揮包容共處的精
神，抵制一切暴力，問題便有機會迎
刃而解，香港才可以有更好的明天。

張民炳
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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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止暴制亂 守護共同家園
香港的繁榮與穩定來之不易，香港的地位和尊嚴來之不易，香港的民主與法治同樣來之不

易。「止暴制亂、恢復秩序」，這是香港當前壓倒一切的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因為守護香

港就是守護家園，守護自己，守護屬於我們共同的未來。

龔俊龍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近兩個月，香港正面臨回歸以來最
嚴峻的局面。一些極端激進分子在違
法作亂路上肆意狂飆，暴力衝擊、打
砸香港立法會和圍堵中聯辦大樓，用
毒性化學粉末、汽油彈等危險工具攻
擊警察，蓄意癱瘓地鐵、機場等公共

交通。示威者以一己私慾凌駕公眾利益之上，其極端
暴力行為，手段不斷翻新、烈度不斷升級、破壞性不
斷加劇，剝奪了普通市民正常生活的權利，嚴重損害
了香港的國際形象。

暴力亂港 人神共憤
尤其是在近日，香港國際機場發生了駭人聽聞的
暴力事件：非法集會的部分激進暴力分子，在

眾目睽睽之下非法禁錮、圍毆、施虐執《環
球時報》旗下環球網記者付國豪和另一

內地旅客。這些目無法紀、侵犯
人權、泯滅人性的暴行，完

全超出文明社會的底
線，是對法律

和 道

德的公然挑戰，可謂惡相畢露、理性全無，引發人神
共憤。

當前，不斷升級的違法暴力已經讓香港社會付出
了沉重代價。6月，香港出口降至3,096億港元，較
上年下降9%，為2016年以來最糟糕的表現，同時
香港進口也下降了7.5%。香港零售業總銷貨價值急
挫6.7%，香港住宅銷量呈斷崖式暴跌，食肆總收益
創10年來最差，更自2009年以來首次再出現價量齊
跌……業界分析，如GDP在第三季度繼續環比下
滑，則香港經濟將陷入技術性衰退。

除了經濟蒙受嚴重損失，香港以往良好的國際形
象也遭到破壞。一直以來，香港以良好的營商環
境、開放的經濟體制、完善的司法制度以及有序的
社會治安而聞名於世，其綜合競爭力也得到國際社
會的廣泛認可。如果當前發生的暴力衝突持續氾濫
惡化，勢必會嚴重打擊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經濟發展
前景的信心。
可以說，這些嚴重暴力犯罪破壞的其實不僅是物

品，而是香港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建立起來並長期維
護的良好社會文明、城市安全和公共秩序，其目的就
是要押上香港700多萬人的民生作為代價，進而摧毀

香港的穩定繁榮。如果任由這些恐怖暴行蔓延，

香港將滑向無底深淵。
毋庸置疑，香港已經走到了一個危機關頭，沒有

人能置身事外、獨善其身。所有關心香港前途的人都
已經感受到黑暗侵襲，每個人都應當為陽光披荊斬
棘，為正義保駕護航。

眾志成城 以正壓邪
要讓香港盡快驅散陰霾，擺脫滑向沉淪的漩渦，

就需要我們力挺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穩定局勢，力挺
香港警隊嚴正執法、維護安寧，進一步凝聚起共護家
園、以正壓邪的正能量，讓香港重回秩序、市民重享
安詳。

同時也呼籲社會各界能摒除成見，在這個艱難時
期團結一致，眾志成城，以香港之真正福祉為
重，讓社會盡快恢復正常運作，攜手聚焦經濟
民生發展。
相信香港這顆屬於祖國母親的灼

灼明珠，在驅散陰霾後，必將
風采依然，浪漫依舊，
浴火重生，再造
輝煌！

8月13日晚，香港國際機場上演了令
人極度憤怒、痛心的一幕。大批黑衣暴

徒以示威的名義，在機場聚集，其間以不人道的手法
對付送機的內地旅客及記者。他們被辱罵、毆打，內
地記者甚至被人用索帶縛起手腳，被人用強光照射眼
睛、潑水。事實上，兩名人士沒有做過什麼，純粹因
為被示威者毫無證據的懷疑，就遭受不人道的對待。
對於暴徒濫用私刑的行為，我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然而，最令人憤慨的是，有縱暴派政客在接受傳

媒採訪時，居然搬出「公民拘捕」為暴徒辯護。所謂
「公民拘捕」就是指普通人可以使用適當武力，將懷
疑犯罪分子拘捕，這是一種好市民的行為。但是內地
旅客和記者安分守紀，並無犯法，無辜地變成暴徒發
洩的對象，而且暴徒施暴的手段極盡殘暴侮辱，無論
如何都不是「公民拘捕」。

暴徒的行為是赤裸裸的犯罪，是非法禁錮、暴力
傷人，完全是目無法紀。縱暴派政客卻視若無睹，反

而為暴徒的所作所為塗脂抹粉，顛倒是非、扭曲法律
為暴徒開脫，其用心之險惡可見一斑。奉勸縱暴派政
客，不要再為暴徒撐腰，應該盡快與暴力割席。

當天還有大量旅客受暴徒癱瘓機場影響，無法登
機前往目的地。有些外地旅客，懇求黑衣人「放一條
生路」，但黑衣人斷然拒絕。有外地旅客質疑，既然
黑衣人把香港說得那麼危險，為什麼又不容許旅客登
機離開？有外地旅客更質疑黑衣人的觀點，認為香港
根本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不認同黑衣人的無理訴求。

外地旅客來到香港，就是香港的客人，黑衣人的
所作所為，絕對不是一種對待客人的應有態度，他們
是以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旅客。我以為，香港發生
兩個多月的暴力行為，對很多外地旅客留下很差的印
象。香港「好客之都」的形象，被暴徒徹底粉碎。黑
衣人翌日去機場向市民、旅客道歉，但無論他們做些
甚麼，都不可能挽回已經造成的傷害。這正正說明了
一個道理：破壞容易建設難。年輕人應該好好領會當

中的道理。
兩個多月來的遊行示威、暴力衝突，使多國對香

港發出旅遊警示，嚴重打擊本地旅遊業，造成重大的
經濟損失，影響不少市民的生計。一位經營中高檔酒
店的朋友對我說，近月酒店房租已經降價一半，生意
慘淡，香港被黑衣人推向崩潰的邊緣，民生受影響，
市民要在惶恐不安中度日，擔心隨時會因政見不同而
遭受攻擊、欺凌。有街坊向我說，現在外出用餐，都
不敢大聲談論時事，因為害怕其他人與自己的政見不
同，害怕會引發爭執、衝突，寧可閉口不語。

造成人人噤若寒蟬的現象，香港是否還有言論自
由？到底是誰製造這種恐怖氛圍？黑衣人正在催毀他
們聲稱要爭取的東西，實在諷刺。香港弄到如斯田
地，令人痛心。各位市民，不論政見如何，都要與暴
力割席，不要有破壞、無建設。所羅門王辨別真假母
親的故事中，誰不忍心殺害嬰兒，誰才是嬰兒的母
親。真正愛香港的人，絕不忍心毀掉香港。

勿讓「好客之都」毀於一旦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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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社會上最大的民主，就是讓
絕大部分人安居樂業；社會上最值得

尊敬者，就是能讓社會保持安寧的人。任何社會都不
可能十全十美，但香港自回歸以來，繼續保持經濟繁
榮穩定，繼續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繼續作為航運
樞紐通達世界，正正是以事實證明「一國兩制」行之
有效、適合香港。
回顧歷史，曾作為世界兩強之一的蘇聯，因小部

分人嚮往西方民主，急速推行西式民主自由模式，導
致政權瓦解、國家崩潰。至今近30年時光，原蘇聯
人民的生活無法回復昔日水平。

我國過去也經歷過失敗和痛苦，是前人勇敢面對
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華的挑戰，犧牲幾千萬生命，
一步一步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換來今
天的繁榮穩定，換來人民的豐衣足食。

今天，祖國在世界的影響力日增，香港亦在祖國
支持下保持繁榮穩定，經濟穩步增長，國際大都市的
魅力不減反增。

近期香港出現一連串暴力事件，破壞法治，損害
經濟，動搖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本港引以自豪
的繁榮穩定正在受到威脅，暴力氾濫的後果讓人擔
心。

如果香港真的亂得不可收拾，全港市民都無法獨
善其身。現在那些口口聲聲為香港爭取民主自由的
人，可能已經移民外國。被留下來的港人只能承受法
治、經濟被破壞的苦果。
作為香港的一分子，港人要借古鑒今、明辨是

非，堅決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亂，捍衛香港繁榮穩
定，各方也應回歸理性，以溝通促和解。

我們亦要向忍辱負重、盡忠職守維護法治的警察
致敬。希望大家不要再保持沉默，站出來支持8月
17日由「守護香港大聯盟」主辦的「拒絕攬炒、齊
救香港」集會活動，以行動守護我們的共同家園。

學歷史明辨是非 以行動守護香港
詹美清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會長 香港工會聯合會法律顧問

反修例暴力衝擊不斷升級，已到達無差別襲擊平
民的地步，周二晚的「機場襲擊事件」，一班暴徒單
憑一己好惡、單憑個人感覺，就可以動輒濫用私刑，
將平民禁錮、圍毆、搶劫，之後更拒絕救護員將傷者
帶走。整個機場更猶如暴徒的「私家樂園」，想圍堵
就圍堵，不讓旅客登機就不讓旅客登機，令到機場完
全癱瘓，一眾旅客慘成暴徒「人質」，香港形象大受
打擊。這不但是香港機場最黑暗的一天，更是香港民
主自由最黑暗的一天。
「機場襲擊事件」引發民意巨大反響，暴徒的所

作所為已經逾越了法律、道德、人倫的底線，成為
「香港之恥」。然而，縱暴派依然堅持所謂「不割席
不篤灰」原則，並沒有譴責暴徒，與暴徒以「契媽契
仔」相稱的毛孟靜，聲言年輕人已知道做錯，並第一
時間道歉，不會再發生同類事件云云。張超雄更指暴
徒有「公民拘捕權」，拘捕之後就可以交給警方或機
管局。如果認為對方做錯了事，是可以行使「公民拘
捕」云云。

縱暴派續撈政治油水
這兩個反對派政客的言論，說明反對派不可能與

暴徒割席，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暴徒一分子，並期望繼
續從暴徒身上撈取政治油水，這幾個月來反對派吃下
不少「人血饅頭」，試問又可能與暴徒割席嗎？
毛孟靜說暴徒已經知道錯，並承諾不會再犯，毛

孟靜憑什麼代暴徒承諾？難道她本身就是暴徒大台，
可以代其發言？而且，說暴徒知錯，但外界看到的
是，在機場襲擊事件後，暴徒仍沒有收手，繼續到深
水埗警署門外「燒衣」，以鐳射槍攻擊警察，挑起事

端；發起所謂「擠提」銀行行動，企圖以暴徒
的「龐大」資產衝擊香港金融穩定；至於周六
日的所謂和平遊行集會，幾可肯定又會變成全
港性大騷亂，暴徒已經摩拳擦掌，請問悔意何
在？
至於張超雄指如果認為對方做錯了事，是可

以行使「公民拘捕」云云，但「公民拘捕」僅
限「可逮捕的嚴重罪行」、且不可搜查、盤
問，並要及時報警，請問機場旅客做了什麼錯
事？他們是在非法圍堵機場、恐嚇旅客嗎？真
正做錯事的是一班暴徒，是張超雄之流的反對
派政客，是否應該發起市民對張超雄等進行
「公民拘捕」？張超雄以前講話也算是有紋有
路，怎麼現在為了袒護暴徒，連基本的邏輯常
識都不顧，為了政治油水不斷胡言亂語？

討好暴徒只為選舉利益
縱暴派堅持所謂「不割席不篤灰」原則，為的當

然不是什麼公義正義，而是政治利益選舉利益。反對
派這幾個月與暴徒合作無間，頗得到一些暴徒的肯
定，這些暴徒不單成為了反對派反政府的棋子，而且
有可能成為反對派之後選舉的票源，讓縱暴派平白得
了大禮，自然不敢違逆暴徒心意，不敢對他們稍作批
評，就算他們公然犯法，到處破壞、打人、縱火、堵
路，縱暴派都不能批評半句，更要對他們拍手叫好，
為的就是要討好暴徒。
看看民主黨林卓廷、許智峯等對暴徒「獻媚」的

樣子就可看到，這充分暴露縱暴派擔心，如果此時割
席，肯定遭到圍攻，於是唯有為暴徒死撐到底。

縱暴派這幾個月的所作所為，根本就是暴徒一分
子，與暴徒一同策動、參與多場暴力衝擊，這些都有
大量證據，完全可以作出追究。縱暴派既是暴徒一分
子，又如何割席？然而，縱暴派「不割席不篤灰」，
必定會引發中間民意反感，暴徒的所作所為都會算到
縱暴派政客頭上，甚至其支持者亦不滿反對派的「縱
暴」表現，是否真的可以撈取政治油水恐怕有待觀
察。
而且，暴徒所犯的罪行，反對派也走不了廟，屆

時反對派政客遭受檢控，不但賠了夫人又折兵，更是
為暴徒「陪葬」。近日不少反對派政客如黎智英、羅
冠聰、毛孟靜、楊岳橋等人已經紛紛離港，這恐怕是
「春江水暖鴨先知」，留下來的暴徒還蒙在鼓裡，當
了「炮灰」仍不自知。

縱暴派根本就是暴徒，怎可能割席？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日前，30餘萬香港市民在金鐘添馬公園參加「守護香
港」集會，共同守護香港法治的核心價值。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