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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和「9·1」香港警察做得
好！
眾人矚目的「8·31」終於平安度

過。由於港鐵的配合，黑衣人被警方大規模拘捕，
由港島金鐘到灣仔到銅鑼灣， 以至過海到了旺角和
太子，黑衣人成了甕中之鱉，完全慘敗。

「8·31」和「9·1」的情況，值得注意有 6點：
1、 8 月30 日的搜捕， 一些知名反對派人士及 3

名立法會議員被捕， 但沒有遊行人士為他們「鳴
冤」。可以說，他們的被拘捕對「8·31」是「零影
響」。因此，有反對派政黨以為可以憑現時的反對
運動，便可在 11 月區議會選舉大勝，是否有點一廂
情願？

2、一直在掩護暴力，對黑衣暴力不割席、在「8·
31」全日對警察工作「阻頭阻勢」的黃絲，只懂罵警
察扮黑衣人和非議太子站的拘捕，其他方面，完全語
塞。
3、「8·31」的非法集會和遊行和往常一樣，「和

理非」繼續日間做平台，黑衣人則在「非法遊行」後
升級至不斷扔汽油彈（逾100 個）、腐蝕液體，四圍
放火， 甚至縱火至數層樓高。但警察整天沒有失過
一個陣地。黑衣人可謂黔驢技窮。
4、警察做得最漂亮的是不用催淚煙下衝入地鐵

站，衝入太子站車廂及月台， 大量拘捕黑衣人（逾
60人）。經中央媒體善意提醒後，地鐵再不是黑衣
人保護罩。黑衣人日後再搞暴力衝擊， 如何撤退會
成為大問題。可以斷言，黑衣人若再不收手，日後
被大規模拘捕的機會，只會有增無減。

5、黑衣人想用「快閃」策略，聲東擊西開多個戰
場使警察疲於奔命，怎料警察都能夠快速有效應對，
多個地區的行動如北角/黃大仙/尖沙咀，黑衣人行動
都是無功而還，而且有相當「兵力」損傷。由「8·
31」看來，警察已摸透黑衣人的策略，及沉着地應
對了黑衣人的「Be Waters」策略。

6、香港警隊在「8·31」發出一個強烈訊息，即使
黑衣人行動更激進，武器更「精良」，我們優秀的香
港警隊完全應付得來，不畏懼黃絲和黑衣人的政治壓
力，會勇敢維持香港秩序、維護國家安全。

可以說，「8·31」 和「9·1」， 香港警隊交出一
份很優秀的考卷， 令特首林鄭月娥不用在短時間內
啟動「緊急狀態」， 減輕了林鄭特首的政治壓力。
為香港警隊打氣，打擊黑衣人的氣焰，林鄭特首宜
立即到醫院探望「8·30」在葵芳遇襲的休班警員。
還是那句話：香港警察好嘢！ 畀個大大大大大的
LIKE 給你們！

馮煒光

「香港眾志」周庭去年報名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
選，被選舉主任以「眾志」提倡「民主自決」等理
由，裁定提名無效。周庭後來提出選舉呈請，高等法
院日前判周庭勝訴，同時裁定在遞補選舉中當選的區
諾軒並非適當地當選，換言之區諾軒已失去議員資
格。區諾軒得悉裁決後哽咽表示，裁決顯示選舉主任
的做法違反程序公義，區同時表示會在議會外繼續發
聲，未來仍會以區議員身份服務市民云云。區諾軒表
面沒有對判決表示不滿，但他的反應和淚水已經徹底
出賣了他，這幾年來他機關算盡，朝三暮四，背叛
「娘家」，為的就是一個立法會議席，為的就是在政
壇上位，現在一個莫名其妙的判決令區諾軒機關算盡
一場空，一切打回原形，怎不令權欲薰心的區諾軒悲
慟莫名？
不過，高院雖然判周庭勝訴，但針對的主要是技術

問題，是因為選舉主任沒有給予周庭合理機會解釋立
場，令是次補選出現「重大不當」，裁定程序出錯，
因而才判周庭勝訴，這是技術的問題，但卻沒有改變
兩大原則：一是選舉主任百分之百有權判斷參選人是
否真誠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其決定具有法定
效力，不容質疑。二是「港獨」、「自決」等主張違
反《基本法》，提倡有關主張的人士並不具備參選資
格。這兩條原則並沒有動搖，至於是否一定要給予參
選人合理機會解釋立場，法例並沒有要求，這是高院
的判斷，相信律政司會提出上訴，最終可能要由終院
判決。但不論如何，這個判決並不會給予「港獨」、
「自決」分子可乘之機，更沒有中門大開，這是毫無
疑問。

但當然，判決對於區諾軒卻是巨大打擊，相信他自
己事前也不會料到周庭會勝訴，否則他早前就不會表
示會將自身的區議會議席讓予助理，以便全心投入立
法會議員職務，這說明他根本沒有放棄立法會議席的
打算，但這個判決卻打亂了他的計劃。

法庭宣佈補選無效，如果律政司上訴失敗，很可
能要補選，這樣周庭將會參選，而就算周庭再次被
選舉主任DQ，「香港眾志」上次吃了區諾軒的
虧，相信也不會再次引狼入室，會改派其他成員及
友好參選。原因是上次補選，「香港眾志」找來區
諾軒接替周庭，事前區諾軒對「眾志」作出種種承
諾，以至表明只做一屆之後交回議席，但最終都一
一「跳票」，甚至在初時聘請一眾「眾志」成員做
助理，早前也相繼辭退，完全是過橋抽板，令「眾
志」一眾極為不滿。
本來，區諾軒以為周庭不可能勝訴，「眾志」一眾

也不可能參選，難以挑戰他的議席，所以不必再對
「眾志」虛情假意，誰知判決卻讓周庭有了重新參選
的機會，區諾軒就算多厚顏，也很難霸着位子不退，
始終他成為立法會議員，都是靠代替周庭而來，所以
區諾軒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籌碼。而「眾志」已經看
穿其面目，將來不論如何也不會再與區諾軒合作，在
港島競爭激烈的環境下，區諾軒要再當選幾近是不可
能的任務，難怪他自己也說將來會在其他平台發聲，
原因就是知道立法會已經難再染指。
區諾軒機關算盡，當年眼見在民主黨內排隊上位無

望，見到「香港眾志」因「自決」立場而失去參選資
格後，竟然背棄一手培養他的政黨，投向「眾志」，
為討好「眾志」一眾，在立場上更愈走愈激，目的不
過是爭取「眾志」支持，讓他可以借着「眾志」「蜀
中無大將」的時機，從而實現自己的立法會議員夢。
誰知「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最終還
是要交出議席，繼續做他的區議員，當然等待他的，
還有一連串官司。不過，這也是他咎由自取，怨不得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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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釋善意理性對話 反對派勿得寸進尺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香港何去何從的重要關頭發表電視講話，再次回應示威人士的

五大訴求，並提出了四項務實的行動，有助推動各方以對話為香港尋找出路。反對派

切勿得寸進尺，使香港局勢繼續惡化，反對派貪勝不知輸只會被廣大市民徹底唾棄。

黎子珍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電視講話，宣佈正式撤
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又提出另外三項行
動，林鄭月娥說眼前矛盾反映長期積累的政治、
經濟及社會問題，但暴力絕對不是解決問題的辦
法，而四項行動是對五大訴求的誠摯及莊嚴回
應，希望大家想一想，是否應該透過對話，為香
港尋找出路。

為推動社會向前行指明了方向
林鄭月娥最大程度釋放誠意善意，並提出了四

項務實的行動，再次回應示威人士的五大訴求，
為打破困局、聆聽各界聲音、推動社會向前行指
明了方向。
四項務實的行動，第一是宣佈正式撤回《逃犯

條例》修訂草案，示威人士的五大訴求，第一個
訴求即「完全撤回逃犯條例」，這是示威人士主
攻的目標。林鄭在6月15日已經宣佈暫緩條例草
案，之後亦表明，修例工作已經壽終正寢，條例
草案明年七月便會自動失效。現在特區政府正式
撤回條例草案，完全釋除示威人士的疑慮。保

安局局長會在立法會復會後，按《議事規
則》動議撤回條例草案。示威人士的首

要訴求已經達到。
四項務實行動第二是包括

委任前教育署署長余黎
青萍及資深大律師

林定國加

入監警會，這增強了監警會的專業性和公信力。
示威人士的第二個訴求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但有關警方執法行動，應該按既定機制，交由專
責的獨立監警會處理，而不應該另設獨立調查委
員會。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曾表明不贊
成另設獨立調查委員會，指不應該將矛頭指向警
方，否則會大大打擊警隊士氣。而林鄭早前探訪
地區警署期間，向警署的警務人員保證，「一定
唔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解釋「呢樣係我
唯一可以為警隊做的事」。警隊是穩定香港局勢
的中流砥柱，全社會都應支持警隊。

推動以對話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
四項務實行動第三是，行政長官和所有司局長

會走入社區與市民對話，一起探討解決方法。孫
中山先生有句話剖析政治說：「政者，眾人之事
也；治者，管理也。」特區政府吸取教訓，走出
象牙塔，在更大範圍接觸市民，放下精英心態，
了解民眾真實訴求，誰都可以談，即便最極端示
威者也可以對話，有助凝聚共識、集思廣益，推
動各方以對話解決當前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和改善
民生，推動社會各界攜手捍衛法治，重建社會秩
序，為社會帶來改變。
四項務實行動第四是，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和

學者，就社會深層次問題進行獨立研究及檢討，
向政府提出建議。本港社會深層次矛盾十分複
雜，牽涉範圍甚為廣泛，由於在房屋問題、青年
上流、貧富懸殊、醫療教育，以至退休保障等民

生方面的長期缺失，形成了社會

的鬱結，更令部分青年因為看不到前景，而將不
安、焦躁和無奈的情緒，透過街頭政治的方式宣
洩出來，修例行動其實是引爆了一次社會深層次
矛盾的大爆炸。特區政府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和
學者，就社會深層次問題進行獨立研究及檢討，
以積極有為的態度，善用資源，善用大灣區的發
展潛力，有條件有能力打破目前的社會困局。

反對派切勿貪勝不知輸
林鄭月娥再次回應示威人士的五大訴求，並提

出了四項務實的行動，反對派仍然聲稱，「五大
訴求，缺一不可」，若政府拒絕回應，將「無限
期」升級抗爭行動云云。這正如港澳辦新聞發言
人楊光所說，這不是在表達什麼訴求，而是赤裸
裸的「政治恐嚇」、「政治要挾」。
亂港派的目的就是要搞亂香港、癱瘓特區政

府，進而奪取特區的管治權，從而把香港變成一
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假高度自治、「港
人治港」之名，行完全自治、對抗中央之實，最
終使「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但這只能是蚍蜉撼
樹、癡人說夢。林鄭已推動各方以對話為香
港尋找出路，其中包括為反對派尋找出
路。反對派切勿得寸進尺，使香港局
勢繼續惡化，反對派貪勝不知
輸只會被廣大市民徹底唾
棄。

激進示威者日前非法聚集並衝
擊特區政府總部、立法會及警察

總部，以腐蝕性液體、磚頭等襲擊警務人員。
暴徒們抱着毀滅香港的瘋狂心態，將香港變成
不折不扣的「戰區」，不斷將暴力升級、嚴重
威脅警務人員及市民人身安全，社會受到前所
未有的傷害，本人對此極端暴力行為予以最嚴
厲譴責。
日前有教育界人士竟然支持本港學生進行大規

模的罷課，試圖將社會躁動不安、撕裂對立的政
治氣氛帶入校園，影響學校運作和學生情緒。
年輕人本來就比較反叛，這種思考方式及其帶

來的後果又強化了反叛，這是對年輕人最大的
傷害。香港年輕示威者淪為「沒有思考、沒有邏
輯、沒有底線，只有反對」的三無人員，這是因
為國民教育的長期缺失、通識課程的政治誤導、
教師不負責任的挑唆示範，讓香港青少年深受毒
害，一些人受煽惑利用走上街頭甚至濫施暴力，

成為亂港分子操弄的棋子和籌碼。
香港教育之病久矣。香港小學教育中的國民教

育幾乎是空白，小學生對國家的歷史文化、當代
面貌都只有模糊的認識。
香港回歸後，中學取消中國歷史作為必修課。

2009年起，通識教育進入香港高中必修科目，該
課程原本旨在培養學生批判思維和獨立思考能力，
尤其是批判性思維，在全面認識社會的基礎上，將
各種知識融會貫通，不料別有用心者卻借以輸出偏
激政治觀念，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問題。
通識教育包括「今日香港」和「當代中國」等，

囊括的議題本來就非常複雜。老師要全面準確理解
國情和特區情況，必須在掌握充足事實的基礎上思
辨。但實際上，很多老師是半路從其他學科轉來
教通識課。部分老師不搜集原始材料、不提煉中
心，僅憑個人喜好選擇媒體文章進行討論。
香港學生身份認同的核心應該把握「香港心、

中國情和世界觀」。本來中國歷史課應該是培養

「中國情」，肯定「香港心」，而通識課在培養
「世界觀」的同時鞏固前兩者。但現在中國歷史
課不斷弱化，學生對國家缺乏溫情和敬意。與此
同時，通識教育不得其法，沒有本民族歷史文化
支撐，加上香港受到英美自由主義影響至深，導
致部分學生容易陷入外國勢力的圈套。
教師要考慮有關內容是否切合學生的年齡和年

級，除以多角度客觀中立地陳述事實外，亦可藉
此機會幫助他們建立正面價值觀，社會人士對老
師的道德和專業操守抱有殷切期望。
香港教育界需要「止暴制亂」，盡早將師德淪

喪的害群之馬解除教職，對涉嫌違法者加以懲
治。我們堅決反對罷課，守護校園安寧和學生受
教育權。期望風波之後，我們更應正視香港教育
制度性問題，對通識課程和國民教育糾偏補缺，
從機制設置上避免政治黑手伸進校園，打造合格
的教師隊伍，從小開始正確培養香港學生的國家
觀念，讓愛國愛港教育深入人心。

撥亂反正加強推行國民教育
張仲哲 香港揭陽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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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騷亂雖波及地點多、暴力場景駭人，
但可以看出，香港普羅大眾已與所謂「勇武派」
拉開距離。暴徒失去大量普通人群的依託後顯得
勢單，儘管其暴力行為愈發升級，警方控制現場
的能力卻明顯提高，清場的難度相較之前降低。
由此而見，林鄭特首力倡依法「止暴制亂」的對
策已顯成效，香港亂局平息曙光初現。只要特區
政府繼續並加強依法嚴懲暴行，將暴徒的囂張氣
焰徹底打下去；同時迅速展開多層次、廣範圍社
會和解大對話，凝聚鞏固厭暴思和的主流民意，
相信香港很快將重返安寧、重回正軌，蒙污多日
的「東方之珠」有望將重新綻放美麗光華。

厭暴思和的主流民意顯現
近兩個多月來暴徒囂張氣焰滔天，客觀而言，

其底氣來自大量上街示威遊行的「和理非」人
群。一小撮暴徒隱匿其中，煽動、騎劫普通民眾
為其所利用，借助人群掩護肆無忌憚地施暴破
壞、襲警傷人。此種情況下，警員顧忌普通民眾
乃情理之中，維持秩序確有相當難度。

令人欣慰的是，近日相關情況已出現越來越多不
利暴徒的變化。很多居民心疼挨罵挨打仍高度克
制、忍辱負重的香港警員，赴多個警署慰問，為警
員加油打氣；在暴徒每次示威都亂塗亂畫且留下大
量垃圾後，總有一批批香港青年自發以快閃的方式

清潔社區、街道；8月31日下午，一名藍衣男子
試圖挪走激進示威者放在街邊的路障，被黑衣人
扯拉並驅趕；8月31日晚，有暴徒衝進太子地鐵
站，被幾位香港大爺從地鐵車廂打了出去……種
種跡象表明，厭暴思和的主流民意正漸匯聚，一
小撮暴徒漸成汪洋中無所屏障的孤島。
正因此，8月31日下午港島非法集會遊行參與

者較以往明顯大幅減少，新聞視頻中和亂港主謀
黎智英走在一起的李卓人看着周圍同行人員稀
疏，可感到其臉上流露出的不安和懼意。黎智英
在下午3點多也匆匆乘車脫離非法遊行現場，並
沒有像其叫囂的那樣「戰死」。

繼續嚴格依法止暴
筆者贊同《大公報》9月1日評論認為「為期

兩個多月的暴亂已成強弩之末」的觀點，然而需
注意，最後的瘋狂往往最具破壞性，應對稍有不
慎，可能導致難以估量的人身及財產損失，快成
死灰的暴亂更可能再度復燃為熊熊大火。所以，
在越接近成功止暴的時刻，越要謀定後動、智深
勇沉，務必奪取最後的全面勝利。
首先，一定要加強依法「止暴制亂」，對暴徒

形成強大震懾和阻嚇。現行適用的法律，對幕後策
劃煽動暴亂、實施暴力及組織、參與非法集結等近
期出現的一系列違法犯罪行為，都有相應定罪和處

置規定，只要能夠嚴格依法行事，就可平息暴亂
（從這個角度考慮，暫時不必搬用「緊急法」）。
當今確有不少公然亂港分子，包括以黎智英為首的
禍港「四人幫」、若干阻礙警方執法的反對派議
員及無良假記者、施暴後趁亂換衣逃離現場的暴
徒等，依然逍遙法外、繼續猖獗作惡，不盡快扭
轉這種局面，就難言「止暴制亂」的勝利。
其次，不放棄拯救那些受人蠱惑、誤入迷途而沉

迷暴力的年輕人。他們既是對香港社會造成傷害的
施暴者，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有毒教育」和殖
民流毒的受害者。對待他們，無論是已經羈押在監
者，都依然醉心於街頭暴力抗爭者，都要以深厚仁
心和極大耐心加以思想上的疏導、勸解，力爭使其
認識到「攬炒」的極端不負責、不應該而甘願放棄
暴力，從根本上消除暴力之源。
另外，盡快積極展開多層次、廣範圍社會和解

大對話，匯聚鞏固厭暴思和的主流民意；同時對
民眾感到不滿的一些深層次社會問題，比如不斷
擴大的貧富差距、畸高房價下年輕人無法「上
車」、人員短缺的醫院、公共教育的不足等，港
府可表達決意有為之心，號召各界盡快合力「止
暴制亂」以便共謀改善措施，這樣才有利於廣大
民眾福祉。
請大家謹記，「這個家，以我們每一個香港人

的努力而建立」，萬望「珍惜香港，這個家」！

嚴格依法止暴 拯救迷途青年
白冬紅

剛在上周末的暴亂中，位於灣仔軒尼詩道的
《大公報》招牌遭暴徒噴漆刑毀，暴徒更企圖拆
毀該《大公報》招牌卻不成功，這是針對新聞自
由的白色恐怖，也是對法律的踐踏。

為何記協卻未有譴責針對《大公報》的違法暴
力事件？難道愛國愛港陣營的媒體「受襲有理」
嗎？過往，稍有雞毛蒜皮的事情，記協總是跳出
來發聲明，《大公報》招牌被塗鴉，記協卻鴉雀

無聲，為何可以「雙眼開隻眼閉」？平時芝麻綠
豆，小事化大，現在遇上真正以媒體和記者作攻
擊對象，記協卻不聞不問，選擇性不發聲，或表
態含糊，其實已是在縱容暴力，為罪行護短，替
狂徒護航，記協或已成了縱暴的幫兇。
若然一個機構選擇性譴責、持雙重標準，則毫

無公信力可言。若然發出譴責的人或組織戴有政
治有色眼鏡，選擇性患上「政治色盲」，那麼，

在公眾眼中，他們只是一個政治打手和壓力團
體，為政治服務，也不能代表業界，譴責聲明也
只淪為一書廢紙。
當譴責與否成了政治的一部分，那麼發出選擇

性譴責的機構信譽蕩然無存，形象不倫不類，是
否作出譴責的決定畫虎不成反類犬，譴責只成了
指罵玩泥沙，而那機構也只成了茶餘飯後的笑
柄。

大公報招牌被刑毀 記協哪裡去了？
喻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