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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在香港機場發生襲擊內地記
者與遊客的極端暴力事件，暴徒的所
為已經嚴重威脅市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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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極端暴力事件激起越來越多市民的反
感，也有越來越多的各界人士加入到「止暴制亂，
恢復秩序」的行列。香港過往作為一個文明、理
性、守禮的城市，發生非法禁錮和毆打內地記者和
遊客的嚴重暴力事件，這實在是香港法治、港人的
悲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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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引起各界的警醒
與重視。而「守護香港大聯盟」也發起反對暴力、
守護香港的系列行動，為表達主流民意提供平台。
當前香港社會最大的意願是止息暴亂，讓發展重

回正軌。近月來由於修例風波引起的一系列示威與
暴力行動，導致香港早已遠離了穩定與發展的應有
之路。要知道香港從來都不是以搞政爭與暴力聞
名，作為國際金融城市，經濟的發展才是重任。近
幾個月來地區風波不斷，導致經濟發展受到嚴重拖
累，這從一系列數據中可以看到：在旅遊業上，包
括8月訪港旅客數量持續急降，跌幅屬近年最急；
酒店入住率普遍錄雙位數跌幅，個別地區更下滑三
至五成。多個國家對香港發佈了危險提醒，建議其
國民來港注意安全。
暴力事件同時對本地私人消費和投資情緒造成不

利影響，事件若持續，將對訪港旅遊業及與消費相
關的經濟活動構成重大干擾，進一步打擊經濟氣
氛，甚至損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的聲
譽。另外各大外資行先後下調本港經濟增長預測。
高盛上星期發佈一份報告指，因全球經濟增長放緩
及貿易緊張局勢，下調「亞洲四小龍」經濟預測，
更將本港今年經濟增長由 1.5%大幅下調至
0.2%，為「四小龍」中最低。加上受到中美貿易
戰的衝擊，最新次季GDP增長向下修訂到只有
0.5%，較之前預估的0.6%增幅低0.1個百分點，
經調整後按季 0.4%。政府並將全年GDP增長預測
由 2%至 3%，下調至0%至1%。
暴力的滋生與蔓延，再加上各項內外因素的影

響，當前本港經濟前景不容樂觀，同時也難以在短
期內得到積極改善。可以看到，對於維護社會穩定
秩序與和諧氛圍，破壞比修補容易太多，但破壞之
後需要修復的時間長久、需要承擔的代價巨大。當
前香港的經濟正面臨嚴峻的考驗，對此特首及財政
司司長用「內憂外患」來形容當前的形勢，因此各
界各派要積極行動，以最大的誠意凝聚正面能量，
抵制暴力行動，有效捍衛每一位港人的福祉。香港
的未來在於經濟，在於發展，當前每一位市民，包
括每一位曾經參與到暴力當中來的人士，應回歸理
性，凝聚和諧氛圍，為地區的明天支撐起共同的一
片藍天。

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港區
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
今年4月被香港區域法院裁定「因串

謀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兩
罪，被判監16個月。最近就定罪及刑期提出上
訴，現正保釋等候明年2月24日審理上訴。來自
全球400多名學者簽署聯署信，指戴因公民抗命運
動而入獄，呼籲香港大學校長張翔保留戴的地位。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先生在

facebook批評「戴耀廷提倡違法達義、荼毒學
生，而且沒有悔意，因此即使沒有判刑，香港大學
亦應及早開除。請大家一齊來抗議外國人干預香港
大學的人事管理。」
筆者指出，「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朱耀

明被指事發前一年已開始鼓吹有關運動，呼籲更多
市民上街支援。其案件是經由香港區域法院的一名
法官進行了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審訊，被告們
由一個龐大的律師團隊包括資深大律師替他們進行
辯護，主審法官是一名經驗豐富的資深法官，法庭
是根據事實、證據和法律去裁定戴的兩罪成立，沒
有政治考量，雖然戴完全沒有表示悔意，法官仍然
給予輕判。筆者認為戴的定罪穩妥，判刑並沒有顯
然過重，相信戴的上訴成功機會是很渺茫的。
戴耀廷本身是教法律，理應教人「依法、守

法」，偏偏卻教人去「違法達義去犯法」，荼毒年
輕人，把他們當作炮灰，送上不歸路，損毀他們的
美好前程，有一些年輕人更鋃鐺入獄！作為一個專
業教育工作者，戴「並沒有」努力讓學生明辨是
非，引導學生發掘自己的潛能，激勵學生的探究精
神，鼓勵學生確立有意義的人生目標。相反地，戴
卻顛倒是非黑白，滿口劣理，荼毒學生，鼓吹煽動
學生和市民違法「佔中」79天，嚴重破壞香港的
社會安寧和秩序，嚴重損害香港的經濟、民生和國
際聲譽，使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明顯地，戴並
非宣揚「和平」理念，實際上，他是宣揚支持「港
獨」的違法活動。

試問哪個學生願意由一位有政治立場偏頗的法
律老師去教導他們去學習法律？哪個學生願意冒
着不接受歪理就要遭受排擠或打壓的風險？哪個
學生可以從戴這種人身上學懂正當的法律知識？哪
個家長不擔心自己的子女在戴的手上斷送錦繡前途
甚至鋃鐺入獄？在社會上，筆者聽到很多家長和市
民的聲音，他們表示害怕戴耀廷不但未能灌輸正確
法律教育，而且擔心戴可能會教壞他們的子女，更
害怕戴在保釋後宣稱所謂的「香港的黃金日子即
將來臨」是別有用心的，廣大市民十分擔心戴又
可能會搞亂香港，把香港推向深淵，萬劫不復，
把學生當做棋子，損毀學生和香港的前途，及香
港大學的聲譽。
整體而言，戴的操守和言行，根本超越了「香港

教育專業守則」的底線，無論他是否被判刑，他根
本不堪當一個專業教育工作者。為了符合公義、香
港大學和公眾的利益，筆者懇請香港大學校董會馬
上撤銷戴耀廷在香港大學的教席和地位，捍衛香港
大學的人事管理的自主權，不受外國干預。

傅健慈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
書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中國
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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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暴制亂大勢已成 撐警隊護「一國兩制」
民陣周日集會沒有再次演變成為大規模暴力衝擊，既表明參與的市民大都不認同暴力，更重要的

是因為香港社會已經形成強烈的止暴制亂氛圍，產生了遏止暴力的巨大力量。周日集會期間警方沒

有動用武力的事實也表明：沒有違法暴力衝擊，便沒有警方使用適當武力制暴。豈能倒果為因，反

過來指責忠於職守的警隊？港人憑藉「一國兩制」和國家大力支持，取得舉世矚目成就，將特區政

府抹黑為「暴政」，將香港社會描繪成民不聊生，明顯不符事實。「一國兩制」是香港繁榮穩定的

定海神針，絕對不能有任何動搖。香港只有恢復秩序，才能溝通對話，修補撕裂，重新出發。

林建岳 博士 全國政協常委

止暴制亂是香港社會的當務之
急。在社會各界都發出反暴力、
護法治、求安定的強烈呼籲之
後，民陣周日發起的集會會不會
再次演變成為大規模的暴力衝
擊，這是海內外都非常關注的問

題。

主流民意產生止暴制亂巨大力量
應該看到，周日民陣在維園舉行的「流水式」

集會，其間也確實出現一些市民不願見到的現
象，如有示威者佔據行車線癱瘓交通，還有示威
者將硬物投向政府總部，以鐳射光線照向政府總
部內的警務人員等，但與前一段時間的遊行集會
每次都演變成嚴重暴力衝擊相比，周日的集會大
體上保持和平，參與的示威者大多恪守「和理
非」原則，並沒有過激的行動，令廣大市民鬆了
一口氣。

暴力衝擊開始出現明顯緩和的勢頭，一方面
表明參與周日集會的市民大都不認同採取暴

力手段，能夠堅持「和理非」，令集會
能夠在大致和平的情況下進行。更

為重要的是，暴力衝擊出現退
潮，是因為香港社會已經

形成強烈的止暴制
亂氛圍。8

月7

日，港澳辦和中聯辦在深圳共同舉辦香港局勢座
談會，傳達中央關於穩定香港當前局勢的重要精
神，明確提出「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當前最
急迫和壓倒一切的任務。連日來，香港社會各界
紛紛通過不同途徑表達反暴力、保法治、護香港
的強大呼聲和民意，「守護香港大聯盟」上周六
舉行的「反暴力、救香港」大集會，數以十萬計
的香港市民勇敢地站了出來，再次顯示了香港拒
絕暴力、拒絕攬炒、呼喚和諧穩定的主流民意。
「香港不能再亂」的主流民意產生了遏止暴力浪
潮的巨大力量。

必須指出的是，民陣的集會將矛頭指向警隊，
對警隊肆意醜化和抹黑，完全是罔顧事實，不能
接受。執法是警察的天職，面對任何犯罪行為，
警方必定嚴正執法。民陣周日集會期間警方沒有
動用武力的事實也表明：沒有違法暴力衝擊，便
沒有警方採用必要武力執法，更不會有催淚彈、
布袋彈；只是有了暴力衝擊，才會有警方使用適
當武力制止。這是因與果的關係，豈能倒果為
因，反過來指責忠於職守的警隊？

「一國兩制」是繁榮穩定定海神針
香港回歸22年，憑藉「一國兩制」和國家的

大力支持，香港人努力不懈克服了一個接一個的
困難和挑戰，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香港繼續
保持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連續25
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民主制度循序漸

進發展，經濟民生持續改善。儘管一些市

民對政府有不同的意見和看法，但將特區政府抹
黑為「暴政」，將香港社會描繪成民不聊生，明
顯不符事實。
我在美國讀書、工作多年，深深感受到港人在

外，美國只會將我們視作「二等公民」。所以，
近日在一些示威活動上看到有人揮舞美國國旗，
都令我大惑不解。回歸以來只有國家一直在大力
支持香港，為港人提供各種方便和優待，相反美
國從來沒有給過香港任何好處，一些示威者的做
法實在令人難以接受。
香港是我們共同的家園。「一國兩制」是香港

繁榮穩定的定海神針，是香港市民的共同利益，
絕對不能有任何動搖。暴力衝擊不單破壞香港社
會秩序，更是衝擊「一國兩制」，對香港將造成
「傷筋動骨」的損害，違背香港整體利益，這絕
非香港市民所希望看到的。

恢復秩序修補撕裂重建和諧
支持警隊、維護法治、恢復秩序是當前香港的

最大利益。香港社會反暴力的主流民意已經十
分清晰，社會各界應共同努力，營造止暴
制亂的良好民意環境，讓社會盡快回
復秩序。只有當一切平靜，才可
以進行各項對話交流工
作，從而修補撕裂，
重 建 社 會 和
諧。

有反對派中人說，特首一天不
回應「五大訴求」，我們便繼續遊

行集會！
錯！
縱暴派不是要特首林鄭月娥回應，而是要特首

答應「五大訴求」。
縱暴派的「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這不是真誠

對話，而是要逼政府全面投降！特首不會答應，香
港市民也不會答應，全國人民更不會答應。

《人民日報》旗下人民網 8月9日的評論說：
「 在所謂『五大訴求』包裝下， 極端激進分子
或以為自己代表着『民意』，這種虛妄的認知無
疑也屬於意淫。其『五大訴求』，『撤回』是偽
命題，『取消暴動定性』是指鹿為馬，『要求特
赦』是天方夜譚，『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圍
點打援，『全面落實雙普選』是不知魏晉，忘記
歴史、歪曲現實， 踐踏法治」「香港社會有共
識、不答應，香港市民心水清、不會上當」。中
央權威媒體這樣評論， 已很清楚：「五大訴
求」，注定五大皆空。

再者，由6月9日至今，反修例運動已變質，
變成「針對國家」和「不公義」的運動。

先說「針對國家」，由反對《逃犯條例》修訂
開始，反對派大肆抹黑內地司法制度，修例工作
已完全停止了，反對派仍不知進退，出現下列事
件：7月21日，衝擊中聯辦，污損國徽；8月3日
和5日，三天內兩度把國旗扔下海；8月18日，
把上環粵海集團門口的國旗扯下，扔在地上。
這種接連侮辱國家的行徑，令人髮指，也令參

與和平集會遊行的香港市民蒙污。至於8月13
日，暴徒在香港機場毆打《環球時報》記者付國
豪及一位深圳遊客，更顯示暴徒誓要「去中國
化」，赤裸裸搞「港獨」。
至於「不公義」，8月11日，一名女示威者在

尖沙咀暴力示威現場右眼受傷，反對派把該事無
限放大，卻對7月14日有警察在沙田被暴徒咬斷
手指一事，視而不見。這公義嗎、合理嗎？更可
恨的是，有13家醫院的醫護人員，事實未明，
便妄下判斷，在醫院內集會示威，指控警察濫用
暴力傷害女示威者，完全違反醫護專業性。

集中力量搞建設
為何兵荒馬亂，女示威者還要參與非法的集

會、圍堵尖沙咀警署？至今有具公信力的醫療報

告，證明女示威者的眼睛是何時及如何受傷嗎？
女示威者為何至今仍不報警？是否有隱情？有甚
麼隱情要令女示威者不能開誠佈公公佈真相？反
對派不是一向很重視「開誠佈公」嗎？

香港醫護人員的名聲被這批黃絲醫護玷污了，
醫管局卻竟然坐視不理，真是「為官避事平生
恥」。香港真的重病了。若在新加坡，刻意把警
隊污名化，相信早被政府告上法庭及被判罰了。
8月18日，還有人參與反修例的集會及非法遊

行，中央公佈了《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深圳的未來定位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到本世紀中
葉，深圳將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
全球標杆城市。

40年前深圳還是一條小漁村，香港若繼續在政
治泥淖中窩裡鬥，輸的是香港前途，年輕人更加
沒有前途。
真心為香港好的市民，真心愛惜年輕人的市

民，應齊聲對破壞法治安定遊行集會、暴力示威
說「不」，不要再成為外部勢力反中亂港的棋
子，堅決和動亂、暴力切割，讓香港回復平靜，
集中精力為下一代搞建設。

縱暴派逼政府全面投降欲葬送港前途
馮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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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亂局已持續兩個多月，
一幕幕亂象令人痛心，暴力衝擊越

演越烈，將一個被國際公認最安全、法制最健全
的國際都市，變得陌生、危險、令人恐懼，難道
這就是我們要的香港？亂局已影響到全社會，很
多事情讓人匪夷所思，無法無天，再亂下去，香
港還有希望嗎？癱瘓交通，遊客卻步，商場閉
戶，人心不安，股市大跌，數百名警員和無辜市
民受傷，數百萬市民生活在憂慮中，經濟受損嚴
重，再亂下去，香港能有明天嗎？
香港是個法治社會，市民一貫是通過理性和平

表達訴求，希望為了我們共同的家行動起來，齊
發聲表達我們的7大訴求：止暴亂：「亂夠

了」，停止無休的非法遊行、集會、佔路；「停
暴力」，停止一切暴力衝擊行為；「勿擾民」，
停止影響市民日常生活的「不合作運動」；「止
破壞」，停止污損國旗國徽、破壞警署和公共交
通設施；「守法治」，恢復守法傳統，勿自毀
「一國兩制」；「阻撕裂」，不同政治取向的市
民不再互相攻訐；「返正軌」，社會回到正軌，
政府改革向前。

香港已經遍體鱗傷，不能再忍氣吞聲、姑息縱
容。我們要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盡快止暴制亂，在社會民生上改革向前，令市民
生活得更好。香港人應攜手同心，為了自己也為
下一代，向暴力和亂象勇敢說不。

國家和特區政府一直重視關心香港的青少年，
通過各種途徑，給予各種政策，創造各種平台，
提供各種機會，撥出專項資金，想盡各種辦法為
青少年的學習、成長以及今後的發展作出努力、
大力支持，我們相信大部分的香港青少年是愛國
家、愛香港、更會愛自己的，一定會分辨是非、
與違法行為切割，做有理想、有正義、守法治的
有用之才。
最後，呼籲香港社會各界充分表達反對暴力、

維護法治、確保香港繁榮穩定的心聲，廣大市民
一起來守護香港這個700萬人的共同家園。
香港決不能再亂！希望香港市民團結起來，行

動起來，止暴制亂，向暴力和亂象勇敢說不！

市民團結起來表達反暴力強大民意
莊紫祥 博士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8月15日，一群土生土長的香港市民，在大
公、文匯、星島、明報和頭條日報等報刊頭版，
用特大粗體字刊出「香港受夠了！」五個大字，
強烈呼籲市民聲援他們的五大訴求，撥亂反正。
翌日，德高望重的李嘉誠老先生以「一個香港市
民」身份，也在報刊的頭版大字刊出了「黃台之
瓜，何堪再摘」八個大字。

香港真是受夠了！受夠了美國為首的現代
「美英聯軍」黑手伸進來教唆、支持、指揮暴
亂的摧殘和恐嚇；受夠了反對派政客和「港
獨」暴亂分子癱瘓地鐵、機場，使香港經濟蒙
受巨大損失；受夠了暴亂分子恐嚇、毆打、辱
罵內地同胞，使香港經濟四支柱折斷，旅遊一
柱難以立足；受夠了叛亂分子辱國旗、污國徽

並拘禁、虐打我同胞記者；受夠了要使「一國
兩制」變形、扭曲和分裂國家的領土、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受夠了暴徒打、砸、燒香港維
護法紀的柱石警署和警察，要舉行「光復香
港」復辟英殖民統治……

新聞報道：上月31日晚，官塘康柏苑有18歲
逆子譚某，因不滿母親看電視的內容與自己政
見不合而拉扯母親頭髮並掌摑親娘臉頰，毆打
至頭、手臂紅腫，被警方控以一項普通襲擊
罪。
日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警告：中美貿易戰反

覆不定，加上「反修例」的連串示威（按：實為
暴亂），香港面臨內憂外患：今年餘下時間的經
濟形勢很嚴峻，經濟增長預測為0或1％。零

售、飲食、旅遊、建造、物流等行業面臨巨大壓
力。
如何撥亂反正，這就是一群土生土長市民五大

訴求：一、堅決支持政府及警隊執法，制止一切
違法、欺凌、破壞及暴亂行為。二、要求政府在
社會秩序恢復之前暫停批准一切公眾遊行集會活
動；以及港鐵及機管局提升應急計劃以防止服務
受示威行動干擾。三、敦促家長、大中小學校長
及老師盡力勸止學生參與違法活動，阻止他們自
毀前程。四、要求執法部門嚴懲一切資助、教唆
及協助暴力和騷亂的非法行為。五、要求政府嚴
懲任何傳媒透過發放失實報道及混淆視聽、縱容
和美化非法行為和暴力、鼓吹民眾擾亂社會秩
序、阻礙警方執法。

香港受夠了 停止暴力回歸發展
黃熾華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