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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滿是戾氣、甚至不斷暴
力的暑假結束了，香港學生在
三號風球下迎來第一個開學

日。學生們按時來到學校，在奏國歌和升國
旗中拉開了新學期的序幕。但也有激進者還
沒鬧完，在開學日搞罷課，把反修例的極端
運動帶入學校。

學校以教學為主，學生以學習為主，不管
是教師還是學生，對政府和社會縱然有不
滿，開學之後仍然可以有各種渠道可以表
達，不應該荒廢學業。更何況，有些話慢慢
說，有些訴求急不來。放一放，停一停，對
話始終是最好的解決方式，即使曾經有些做
過頭，一切都可以重建。
可怕的是，反修例的急風暴雨把年輕學生

推上風口浪尖。該學習的年齡，卻讓無知蒙
蔽了雙眼，甚至還有未成年的孩子盲目走上
抗爭的街頭。讓人心痛的是，示威現場不乏
稚嫩面孔，那些尚顯年幼的稚氣臉，本應出
現在課堂中，現在卻擠在違法的隊伍中，還
自以為是「勇者」。警方7月3日深夜通
報，已拘捕13名示威者，年齡最小的僅14
歲。14歲還是少年，心智未開，卻被一些
成年人帶壞走上歧途、墮入法網。
更令人吃驚的是，警方8月25日拘捕的

違法者中，刷新了年齡的新低。警方稱，在
楊屋道拘捕一名12歲男生，當時他身上持
有一支5呎長鐵支，亦有噴漆，以及頭盔、
防毒面罩等防護裝備。12歲的男童剛小六
畢業，準備升讀中學，即使孩童也有表達訴
求的權利，但他才念了六年小學，社會意識
還很不成熟，面對當前香港複雜局面，根本
難以辨清是非，法律意識更不足，對違法犯
罪後果的嚴重性根本無知。他們未必對「五
大訴求」、對「修例」有十分清晰的認識，
但也在現場高呼口號。
8月31日的衝突中，警方宣稱在太子站行

動中共拘捕63人，包括54男9女，介乎13至
36歲，涉非法集結、刑事毀壞、管有爆炸
品、藏有攻擊性武器，其中13歲被捕者被搜
獲兩枚汽油彈及打火機，月台亦發現汽油彈。
年幼的違法者，參與警方反對的集會，還

身懷攻擊性武器，背後一定有成年人的教
唆。這些孩子身懷的違禁品，以他們對社會
的認知，完全由自己製造絕無可能。很可能
是，成年人為逃避法律制裁，把這些違禁品
交給未成年孩子，以孩童作掩護；要麼就是
成年人教授孩童使用。這是典型的教唆暴
力，這種讓年幼一代從小接受暴力的事實，
以暴力綁架了孩童，罪行嚴重、影響深遠。

內地官方媒體《人民日報》也注意到問題
嚴重性，在報道中指出，關注香港下一代，
因為他們是香港的明天。正值香港新學期開
學日，文章認為，愛國家，明法治，守正
道，是香港必不可少的「開學第一課」。

孩童盲目走上街頭、參與政治抗爭，背後
原因主要是成年人唆使。負有教育責任的家
長和學校教師，為了香港的下一代，要負起
教育好、照顧好孩童的責任。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開學不久，不少別有用心人
士意圖將他們抗爭的戰場轉移

至學校，讓人人為之緊張擔憂。兩個多月的
抗爭的負面影響已明顯浮現，市民日常生活
飽受影響，社會撕裂不在話下；更甚者，是
暴力抗爭所導致的結業潮已經出現，不少市
民已痛失飯碗，長此下去必會讓香港步入寸
草不生的惡性循環。
縱暴派認為，學生既然也是社會一分

子，有權參與事件是合情合理之事。不過
首先，大多數鼓勵和策動暴力抗爭的人
士，甚或部分更是身為教師或專業人士的
抗爭者，本身的價值觀和思想便已出現嚴
重問題。什麼「禍必及妻兒」、「黑警死
全家」，以及挑動學生如何仇視警察子女
等，本身便不符合公民身份和道德的思
想，再加上這兩個多月的示威浪潮中，他
們是如何打着民主旗號做非民主的行為，
以自由名義衝擊別人的自由，堵路、非法
集會、起底、襲警和刑毀等罄竹難書的罪
行，既與他們的訴求毫無關係，更顛倒是
非地將罪行合理化，即是作為常人也不應
參與此等干犯罪行的行動。
教育界人士應明白，青少年仍處於心

智並未成熟，入世未深之齡，教育界應
引導青少年遵紀守法，專注學業。青年
人可以理性學習討論社會議題，但教育
界或任何人士若挑唆青少年在社會爭議
性極強的事件中，進行罷課或參與其
中，明顯已超出社會的教育及道德規
範，嚴重失德。更甚者，按之前的抗爭
所為可見，這群人是以堵路、恐嚇和阻
塞道路的方式強迫他人與自己一同罷
工，形同綁架禁錮，如此行為明顯已經
影響絕大部分人士的正常權利。如上所
言，唆使學生罷課已是不當行為，若明
知罷課行為牽涉非法及影響他人正常生
活的行為，卻仍然一意孤行地綁架學
生，那他們與將兒童當作人肉炸彈的恐
怖分子有何分別呢？
縱暴派如今荼毒我們的莘莘學子，無非基

於背後有一群失德教師，在背後推波助瀾。
筆者過往實在較少稱讚國泰這間航空公司，
不過其對於罷工行為的零容忍，也實在值得
特區政府借鏡，去審視如何嚴肅處理縱容罷
課及灌輸錯誤思想的教師，防止別有用心人
士對學生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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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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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楊岳橋勾結「台獨」助美遏華賣國賣港
黃之鋒和香港反修例勢力與「台獨」的勾結活動，已經聯成一體，無孔不入。楊

岳橋、郭榮鏗之流促請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更暴露他們不惜出

賣良知。黃之鋒、楊岳橋之流鼠目寸光，根本看不懂時代的大棋盤，他們毀不了香

港，只會自毀人生。

黎子珍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抵達台灣訪問，他在桃園
機場表示，希望在10月1日前能獲得台灣朋友更大
支持，香港人心裡最希望民主能在香港萌芽，未來
的夢想是「今天台灣、明天香港」云云。
剛結束訪美行程的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與法律界代

表郭榮鏗，以及該黨另外三名立法會議員譚文豪、
陳淑莊及郭家麒，在美國國會復會前夕聯署去信美
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參議院多數派領袖麥康奈
爾、參議院少數派領袖舒默和眾議院少數派領袖麥
卡錫，指香港情況惡劣，人權及民主發展持續受打
壓，呼籲美國國會盡快完成《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的立法程序，以協助捍衛先進國家都認同的自
由、法治和民主價值，以及《中英聯合聲明》與基
本法對香港實行普選的承諾云云。

香港暴亂幕後黑手指向台灣和美國
黃之鋒、楊岳橋之流勾結「台獨」，賣身投靠美

國的事實，正如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指出，這場
修例爭議提升之快速、規模之龐大，組織看似鬆

散卻非常精密，與過往的群眾運動明顯不
同，故有理由相信這次風暴有幕後推手，

或是外部勢力介入，「種種跡象都
指向台灣和美國」，他們的根

本目的，就是要令香港變
成國際博弈的戰

場 ， 令 香

港變成反抗中央的基地，作為牽制中國的棋子。董
建華指出：「香港這次暴亂，國家已查明大部分資
金是台灣民進黨蔡英文資助的，目的是要配合美國
搞亂香港，然後攻擊『一國兩制』失敗，煽動台灣
民眾撈選票，以求連任。」

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一步步介入香港暴亂
的事實已經很清晰，蔡英文多次通過媒體採訪、演
講、網上發文等方式，聲援香港暴徒。民進黨主席
卓榮泰露骨要求黨內相關部門，「研議擴大聲援香
港做法」。有「時代力量」成員公開在社交網站上
為香港暴徒籌集物資，宣稱「港人衝前線，台灣做
後勤」。民進黨和「台獨」勢力不但說，而且做，
既出錢，又出力，證據確鑿。
而黃之鋒、楊岳橋之流受到美國和「台獨」支

援，不斷推動暴力升級，以達到分裂國家的目的，
其心可誅。

漢奸毀不了香港只會自毀人生
黃之鋒表示這次去台有三個目的，首先是分享香

港目前情況，包括面對修訂《逃犯條例》、《緊急
法》對香港的抗爭有什麼影響；其二就是現在香港
人希望台灣能提供人道救援機制，希望聽聽不同的
台灣「立委」、不同政黨的想法跟意見，能對香港
有更多的支持與實質幫助；第三，香港接下來在10
月1日也有抗議活動，希望會有更多的台灣朋友、
社會的總動員出來支持香港。這三個目的，暴露黃
之鋒和香港反修例勢力與「台獨」的勾結活動，已

經聯成一體，無孔不入。
楊岳橋、郭榮鏗之流促請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更暴露他們不惜出賣良知。該賣
國賣港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凍結所謂侵害香港自由
的中國內地及香港人士在美資產及禁止入境。這一
法案若在美國國會通過，將對內地和香港人士在美
資產造成巨大損害，並且破壞中美、港美之間的人
員交流。
中國的命運不掌握在華盛頓的手中，華盛頓沒有

操控中國的餘地。美國無法做到遏制中國，美國學
者哈爾·布蘭茲指出，美國無法忽視「中國世紀」
到來，遏制已變得不可能了。
蔡英文政績不彰，把香港搞亂搞壞，有利她轉移

目標、販賣恐懼、拉抬選情，拒絕「一國兩制」、
和平統一，也迎合美國以台制華的策略。但蔡英文
煽風點火，終將引火燒身，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
保」。台灣中時電子報發表題為《莫對香港煽風點
火》的文章稱，無論從修復兩岸關係還是穩定香港
局勢着眼，蔡英文當局都應當收斂其煽動港人暴亂
的行為，停止干涉香港事務。
黃之鋒、楊岳橋之流鼠目寸光，根本看不

懂時代的大棋盤，他們像歷史上所有的
賣國者一樣，把死抱外部力量大
腿當作自己的生路。但這些
漢奸毀不了香港，只
會自毀人生。

「他們究竟想要什麼？」過去兩個多月以來，當
我們在電視直播中看到年輕的暴徒在街頭肆意破
壞，做出一件件反社會暴力事件之時，我們都會不
禁思考這個問題。
或許我們可以從最近的無綫電視節目《清心直

說》中找到答案。一位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被問到
關於香港最近的動亂，令人有些許安慰的是，至少
她的英文達到一般水平，不至於像浸會大學學生會
主席那樣，連記者會上最直白的英文提問都聽不
懂！我們的大學學生領袖的英文水平令人擔憂，不
過這是另一個話題。

政治意識薄弱易受唆擺和洗腦
如果真如她所言，她是代表年輕示威者發聲，那

無疑就暴露了他們極端天真、自相矛盾和思維不合
邏輯的缺點。例如，她說年輕人想爭取自由和法
治，但是她卻引用了被內地拘留15日的香港居民
鄭文傑作為例子。據報道，鄭文傑是英國駐香港總
領事館的本地僱員，因在深圳嫖娼而被行政拘留！
她說他們想要維護法治，但他們的暴力行為卻正

在破壞法治！她說，年輕暴徒需要站出來發聲，但
當行政長官邀請他們進行公開對話時，卻遭到他們
的拒絕。他們一再重複他們的訴求——要求行政長
官赦免所有暴徒，這一訴求明顯有違法治。《基本
法》並未賦予行政長官大赦的權力，檢控權是律政
司司長所獨有的，但是她堅稱「法律專業人士和教
授」告訴她，這在法律上是可行的。現在我們知道
了，他們是煽動這些年輕暴徒的幕後黑手。她看到
示威者的暴力視頻時，辯稱示威者是為應對警察的

暴力而被迫使用暴力。但是所有持平的旁觀者都能
清楚看到，事實與她所述完全相反——年輕暴徒先
使用暴力，迫使防暴警察作出回應。

她聲稱他們不相信「一國兩制」，認為香港「獨
立」是一種選擇！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如果年輕
人真的想要保護他們「受到威脅」的自由和生活方
式，他們應該聽取睿智的終審法院退休法官列顯倫
（Henry Litton）的建議。列顯倫認為，他們應該
支持「一國兩制」並助其有效運作，因為這樣一
來，中央政府才有可能延長「一國兩制」的原定期
限。他們應該反思他們對北京不必要的敵視，並意
識到這只會讓北京重新考慮是否給予港人一個不同
的管治制度。
她企圖誇大某些年輕人「殺身成仁」的心態。他

們竟為了當前擁有的民主自由甘願賠上性命，是何
等的悲哀！他們政治意識薄弱，易受唆擺和洗腦，
我建議採納廉政公署成功之道，運用阻嚇、防治和
教育三管齊下，而事前亦必須有持續且嚴厲的阻嚇
措施加以配合。政府需要明確表示，反社會騷亂的
刑事風險甚高，一旦罪名成立將會影響一生。

政府應主動出擊止暴而非拖字訣
目前暴力事件有增無已，暴徒在上周日肆意毀壞機

場和地鐵站內設施，把他們愚昧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提
升至另一層次。很明顯，目前的反政府運動比「佔
中」有更巨大的境內外勢力撐腰，所以若政府認為可
以重施故伎，以拖字訣來消弭是次騷亂，那便是錯判
形勢。社會各界應積極發聲，支持政府止暴制亂。

首先，政府必須盡一切辦法，包括行使《緊急情

況規例條例》﹙俗稱「緊急法」﹚來平息暴亂。政
府不一定需要實施緊急法所有條文，例如繞過法庭
審訊把肇事人遞解離境。最迫切的莫過於引入禁蒙
面法，防止暴徒在犯案時以面罩掩飾身份。這是許
多西方國家在處理公眾集會及示威活動時經常使用
的執法手段。就香港目前的形勢，立法禁止蒙面示
威乃最合理不過。
其次是封鎖暴徒的主要溝通工具 「Telegram」

手機應用程式和「連登」網站。
然後是宣佈實施局部宵禁。做法是當暴徒聚集於

某一個區域，比如中區時，政府就可以立即宣佈午
夜後在該區實施宵禁。此做法有助明確區分暴徒和
旁觀市民，加強警方執法力度，免除警員意外傷及
無辜的後顧之憂。
最後是為暴徒設立一個特別羈留中心和成立特別

法庭，以便把被捕人士迅速拘留候審。
試想像若這場無法無天的騷亂發生在英治時期的

香港，殖民統治政府必定毫不猶豫全面實施「緊急
法」來平息暴亂。因此，我們迄今最需要的是公眾
支持政府採取強硬措施止暴制亂，使香港在過去數
周所蒙受的巨大經濟損失得以迅速扭轉，亦可令香
港重拾昔日作為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的美譽。必須
指出的是，某些政客不假思索反對「緊急法」，純
粹是譁眾取寵。至於那些得寸進尺的暴徒，絕對是
不可理喻。
（註：作者郭文緯曾任副廉政專員，現為香港大

學專業進修學院客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本文的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評

論版面，小題為編者所加）

我們對年輕的暴徒了解多少？
郭文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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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又一次訪華，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與其會見時說，雙方在海上油氣共同開發方
面步子可以邁得更大些。杜特爾特說，菲方願同中
方加快推進海上油氣共同開發。會見當天，中菲雙
方宣佈成立油氣合作政府間聯合指導委員會和企業
間工作組，推動共同開發取得實質性進展。

筆者相信，在當前世界大變局中，中菲聯合開發
南海石油，將成為南海局勢穩定的壓艙石。菲律賓
由發起「南海非法仲裁」，轉變為首個與中國共同
開發南海石油的利益相關國，顯示習近平主席倡導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誠意獲得積極回應，中
菲合作將成為在保護主義抬頭時勢下新的雙邊合作
典範。

當前南海並不平靜，美國不斷在這一區域生事，
打「南海牌」，既唆擺相關國家無理挑釁中國的合
理合法的探測工作，亦赤膊上陣屢屢派出軍艦搞所
謂的「航行自由」。中菲關係，也有過風風雨雨。

中國以適當「讓利」推共同開發
據統計，南海的石油資源儲量約在200億到300

億噸油當量之間，天然氣儲量約20萬億立方米，
是世界上最大的待開發油氣藏之一。對於中菲兩國
而言，雙方主要對禮樂灘盆地和西北巴拉望盆地的
油氣資源開採存在管轄爭議。其中，禮樂灘盆地完
全位於中國南海九段線範圍內，近年來的勘探結果
表明禮樂灘盆地的南部坳陷區域具有良好的油氣開
發前景。
2002年，菲律賓政府通過公開對外招標，在南

海劃分出一個包含禮樂灘盆地在內的PCR-1區

塊。2004年，時任菲律賓總統阿羅約訪華期間，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中海油）與菲律賓國家石油
公司共同簽署了《南中國海部分海域聯合海洋地震
工作協議》，同意在禮樂灘盆地附近開展油氣資源
前期勘探合作。

隨後，越南方面也加入該協議，三國石油公司於
2005年3月在馬尼拉簽署了為期3年的《在南中國
海協議區三方聯合海洋地震工作協議》，開展了一
系列海上務實合作。2008年底，協議第一期合作
到期，三方需要探討開展第二個為期3年的合作方
案。
然而，菲律賓議會卻以「禮樂灘盆地位於菲律賓

專屬經濟區，該區域範圍內的海洋資源開發涉及菲
律賓國家主權權利」為由，拒絕批准第二期方案。
隨後，對外招標。
阿基諾三世執政期間，菲律賓政府基本排除與中

國在南海的共同開發。杜特爾特執政後，菲律賓對
華政策大幅調整，願與中國開展合作，共同開發有
關海域資源。
2017年9月，菲律賓能源部長亞芬索．古斯在第

35屆東盟能源部長會議上表示，菲律賓與中國將在
巴拉望灣西北高岸的SC57區塊聯合勘探油氣資
源，合作方案業已確定。SC57區塊合同覆蓋面積
達72萬公頃，位於南海九段線之外。
此外，對於存在管轄權爭議的SC72區塊，菲律

賓總統府發言人表示，雙方在啟動共同開發之前需
要在國際法原則指導下討論法律實體問題並訂立書
面合作條款。去年8月，中菲就聯合勘探專門成立
了技術工作組。

注重大局意識和長遠戰略考慮
筆者研究有關談判的資料，當時有中方學者認

為，靈活的商業合作模式是推動共同開發的必要選
項。越南為了吸引其他國家參與「紅寶石氣田」開
發，曾允許馬來西亞石油公司擁有該區塊高達85%
的股權。因此，中國可以在公平互惠的基礎上適當
考慮「讓利」，比如在合作前期同意中菲雙方「四
六」分成的合作方案，共同開發「臨時安排」中的
利潤分成並不影響各自主權主張和立場。
此次杜特爾特訪華，中菲宣佈成立油氣合作委員會

和工作組，向前邁了重大一步。雖然中菲官方仍然沒
有進一步披露中菲之間的共識是什麼，但是從菲律賓
官員的言論中，可以看到菲方得利不會少於中方。

筆者相信，方案必然體現中國領導人的大局意識
和長遠的戰略考慮，首先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但
也充分照顧菲律賓的利益關切，表明了中國維護南
海穩定、謀求地區各國共同發展的誠意，中國也獲
得繼續和平發展的周邊環境。

中菲共同開發石油成穩南海局勢壓艙石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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