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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是香港特
別行政區唯一的一個國家級抗戰紀念
設施。在「九一八」事變88周年前
夕，莊嚴肅穆的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
碑多處地方被暴徒破壞塗污，噴上
「反送中」、「反送中列(烈)士」等
字眼。這是對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
公然挑釁，社會各界對此極為憤慨、
嚴厲譴責。
日本法西斯侵佔香港期間，烏蛟騰

曾經是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
港九大隊活動基地之一，逾九成村民
組織起來和游擊隊一起抗擊侵略者，
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烏蛟騰村先後有40人義無反顧地參
加游擊隊，其中9位抗日戰士獻出了
寶貴的生命。
抗戰勝利後，村民及旅居海外的華

僑自籌資金，於1951年10月在烏蛟
騰一處山坡下建成「烏蛟騰英烈紀念
碑」。1985年8月對紀念碑進行修
葺。2010年，由政府撥款遷址重建
的「烏蛟騰烈士紀念園」在烏蛟騰村
村口近新娘潭路的地方落成。園內有
紀念碑立於高台，碑上刻有東江縱隊
司令員曾生題字︰「抗日英烈紀念
碑」。 2015年8月，烏蛟騰抗日英
烈紀念碑列入國務院公佈的第二批
100處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
錄，為香港唯一上榜的地點。

勇敢的烏蛟騰人民，是愛國愛港的
典範，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的建
立，也是對港九新界所有抗日英烈的
緬懷。這對於在香港特區宣揚烈士事
跡，弘揚愛國愛港精神，加強對青少
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有着重要的意
義。
特區政府應嚴肅處理烏蛟騰抗日英

烈紀念碑被污損事件，迅速緝拿兇
手，依法嚴懲。每位愛國愛港的市
民，應發揚烏蛟騰精神，勇敢地站出
來支持特區政府和警隊，採取果斷必
要的執法行動遏制暴力蔓延，恢復穩
定的社會秩序。

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戰士
聯誼會

原全國政協副主席葉選平9月17
日在廣州病逝，他曾經長期在廣東工
作，與港澳人士交往甚多，大家都非
常懷念這位德高望重的好領導。上世
紀八十年代，我還在廣州一家工廠從
事財務工作，在參加廣東省科學技術
學會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和時任廣東
省副省長兼廣東省科技委員會主任的
葉選平有過多次接觸，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葉選平當時是全省科技工作的領導
人，也是這次會議的組織者，他在大
會期間和全體代表一樣，在出口商品
交易會的招待所食宿。他當年由北京
調職廣東不久，廣東人對他頗為陌
生，只知道他是葉劍英元帥的兒子，
將門之後，一般人都以為他是在軍隊
中工作，一定會一派嚴肅，不苟言
笑。不過，在接觸葉選平之後，大家
就改變了印象。整個大會期間，葉選
平沒有穿西服，也沒有穿當時頗為流
行的中山裝或軍便裝，只是白恤衫和
西褲，偶爾也換上T恤。他無論在會
場、在飯堂、在參加小組討論會，都
是親切主動地向相識或不相識的人打
招呼。當年他只有55歲，已經是滿
頭白髮，文質彬彬，更似一位可親可
敬的工程師或廠長。
有一天的會議早餐時，我正在一張

沒幾個人坐的餐桌旁坐下，葉選平走
了過來，客氣地問了聲：「這裡沒有
人坐吧？」我說沒有，您隨便吧。於
是他就坐在我的旁邊一同用餐並交談
起來，他問我是哪個小組的，哪個協
會的？我說是珠算協會，打算盤的，
參加大會聽了其他代表及科學家的發
言，相比之下感到很慚愧。葉選平聽
了，連忙停下粥碗裡的湯勺，擺了擺
手，用帶着客家口音的廣東話說：
「各有千秋，行行出狀元嘛，算盤打
得好也不簡單呀，我也打過算盤。算
盤是祖國的文化遺產，是值得研究
的。」
不知道葉選平什麽時候打過算盤，

過後我們又見過兩次面，他竟能夠記
得我的名字，只是我一直沒有機會問
他這個問題了。在葉選平的這句話鼓
勵下，我繼續專心研究，兩年後拙著
《珠算技術初步》在廣東科技出版社
出版，先後再版發行共10多萬冊。
以後，我就來了香港定居，就一直沒
有機會再見到葉選平，當面感謝他的
鼓勵。之後，我一直留意他的消息，
知道他已經成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並
全力支持了珠海市重點科技人才發
展，開創了廣東的「諾貝爾獎」，為
鼓勵科技人員努力報效國家，又做了
一件大好事。
斯人已逝，但他的音容笑貌，即

使只有一兩個場面或一兩次短暫的
會面，也會長留在我們的記憶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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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建設性對話 集思廣益尋找出路
特首林鄭月娥提出展開與民對話。對話有助收集民意，推動社會深層次改革。社

會各界特別是反對派應放下成見，理性溝通，促成社會復和、修補撕裂。所有建制

派人士更應支持對話，既支持特區政府堅決依法止暴制亂，也積極與特區政府進行

建設性對話，獻計獻策，集思廣益尋找出路。

葛珮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修例事件風波未平，特首林鄭月娥月
初提出4項行動，其中包括走進社區與
市民對話。林鄭前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
見記者時表示，與市民對話的交流活動
已經進行了100場，參與者包括曾經參

加過示威的人士。她又指出，本屆區議會很快結束，
特首應該和18區區議員交流，因此安排昨日在政府
總部會面。

各方真誠對話跨過難關
林鄭早前宣佈將落區與市民對話，特首辦轄下的政

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增設了「對話辦公室」。辦公室
主要統籌與對話平台有關的項目和活動，以便特首和
司局長能盡快開展與市民對話工作。
林鄭昨與18區區議員舉行「對話會」，反對派政

黨包括新民主同盟和民主動力約10名區議員在政府
總部示威，沙田區議會5名民主派區議員持所謂

「五大訴求」標語並高叫口號，破壞對話。任
何對話，都需要雙方心平氣和，懷着務實

「解決問題」的共同意願來進行，才
能得出好的結果。反對派政黨

預設敵對立場，以破壞為
目的，應該受到譴

責。但真心

為香港好的區議員還是大有人在的，他們在昨天的
對話會上，認真地反映確實情況，提出了有用的建
議。
林鄭日前出席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國慶酒會致辭時

表示，目前香港正處於外憂內患之際，受到中美貿易
戰的影響，香港進出口貿易、運輸物流業和相關行業
前景仍然困難；加上過去數月香港面對極為嚴峻的局
面，對經濟、民生、對外經貿關係、旅遊、零售等都
產生負面影響，令香港已經下行的經濟情況進一步惡
化。她表示香港社會風雨飄搖之際，相信在中央的支
持下、社會各界的理解和包容下，政府同各方真誠對
話後，一定會跨過難關。

把握良機展開建設性對話
修例事件風波的成因錯綜複雜，最近一段時間，

「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日益成為社會各界為這場
風波謀劃出路時的共同話語，這是極為正面的現象。
特首和司局長走入社區與市民對話，就長期積壓的

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例如房屋和土地供應、貧富懸
殊、社會公義、青年人的機遇、社會向上流動，以至
於公衆參與政府決策等，一起探討解決方法。希望在
和平、理性和互相尊重的環境下，吸納民意，集思廣
益，制訂更到位的政策措施。以對話代替對抗，是修
補撕裂、平息修例風波的重要舉措，也是堅持和平理
性的社會主流共識。

香港社會要走出困局，離不開政府

與市民廣泛溝通對話及展現解決民生實質困難的能
力，官員「落區」是釋出善意的第一步，政府即使面
對有人杯葛和非難也要堅持。社會重返理性和對話的
道路肯定是漫長而崎嶇的，但這是緩和矛盾、化解對
立的正途，不論如何艱辛都要堅持走下去。

解決土地房屋問題刻不容緩
各方面人士應該把握良機，展開建設性對話，就社

會深層次問題進行討論，集思廣益尋找出路，帶動香
港社會重新聚焦解決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的根本問
題。建制派區議員長期根植社區，熟悉民情，應該積
極向政府建言獻策。與政府溝通對話，發揮穩定香
港、挽回人心的關鍵作用。

反修例風波把香港潛藏的深層次矛盾和積怨井噴式
暴露，其中土地及房屋乃毫無疑問的頭號根源問題，
需刻不容緩設法紓解，是特區政府重建管治權威、政
治秩序與社會穩定的關鍵。在對話過程中，民建聯近
日向特區政府提出，通過規劃新發展區或公營發
展項目，並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是
短期和中期內大量增加公營房屋供應的
有效辦法，政府應該積極採納。香
港各界對民建聯的提議表示
支持，也得到特區政
府 的 正 面 回
應。

8·31太子站拘捕事件，已經過去大半個月，但反對
派以及一些極端反修例人士仍在樂此不疲地炒作，繪
聲繪影地指當晚有6名示威者被打死，這個漏洞處處
的大話竟令一些人深信不疑，結果太子站其中一個出
口，被佈置得猶如「靈堂」一樣，每晚都有人在「燒
衣」祭祀，但卻不知祭祀何人，姓甚名誰。所謂死者
至今仍然無名無姓，但反對派仍在不斷散播各種陰謀
論，繼續撰寫這個太子站「鬼故事」，而一班反修例
分子亦猶如「中邪」般深信不疑。這已經不是一場政
治運動，而是一場「集體洗腦」，相比起這個荒謬不
經的「鬼故事」，在今日的香港竟然還有人相信這些
鬼話，這才是最令人心寒的地方。

炒作謊言洗腦
繼毛孟靜早前表示掌握確實證據證明當晚有死人之

後，其前黨友楊岳橋也不甘示弱，又出來開記者會說
得到內部文件，指出事件有多個疑點云云。楊岳橋的
所謂內部文件，其實與毛孟靜的都是一樣內容，主要
指消防處記錄運送傷者的人數前後不一，有被修改記
錄的跡象云云。然而，警務處、消防處、醫管局及港
鐵已經召開了多次記者會，斬釘截鐵表明當晚沒有死
人，至於所謂數字不一，是因為當晚兵荒馬亂，因而

在記錄上有誤，這也是十分正常的事。但一些別有用
心者卻對此借題發揮，誣指警方打死人，並且消滅了
所有的證據云云，這種說法本身就是邏輯不通。
一是別有用心者指警方造假，但難道消防處、醫管局、

港鐵等機構都一同造假？消防處已經說得十分明確，當
晚沒有死人，如果真有死人，在香港根本「紙包不住
火」，他們難道會拿自己的聲譽「較飛」？二是如果有
6個人被打死，為什麼從來不見他們家人出來呼冤，甚
至連這些人是誰都沒有人能說清楚，這合理嗎？至於有
網民說這些人都是無親無故的孤兒，這更加荒謬，原來
警方打死的剛好是6名孤兒，又剛好這些孤兒都是無親
人、無鄰居、無朋友、無老闆、無同學、無電話、無地
址，猶如與世隔絕，因而才沒有人出來呼冤云云，會有
這樣的巧合嗎？正常人會說出這樣的話嗎？誰都知道這
根本就是一個謊言，包括楊岳橋，而他們明知是假仍然
樂此不疲地炒作，目的不過是借謠言來挑動激進分子的
仇恨，以仇恨來延續這一場已是強弩之末的風波。

民意已經逆轉
以謠言來挑動仇恨，本來就是「顏色革命」的慣

技，在這場風波中，各種造謠造假更到了無所不用其
極的地步，為什麼反對派要炒作8·31？原因很簡單，

因為當日警方果斷執法，一改以往驅散為主的部署，
對暴徒窮追不捨，一直追到太子港鐵站的車廂，並且
將大批正準備「換裝」逃走的暴徒拘捕，重創了暴徒
的氣焰。他們在惱羞成怒之下，才杜撰出這樣一個謠
言、一個荒謬的「鬼故事」來抹黑警隊，以挑動市民
對警隊的仇恨，挽回疲弱聲勢。

這場風波的幕後大台很清楚，風波已經超過100
日，過千人被捕，打仗打的是白花花的銀子，現在已
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加上特區政府已經明確「撤
回」修例，盡可能回應市民的訴求，儘管暴徒及縱暴
派仍然不依不饒，但不少「和理非」已經出現較大的
厭戰心理，百多日的動亂更已重創經濟，損害民生，
撕裂社會，引發民意愈來愈大的反感。
民意已經逆轉，反修例的支持度正在急劇減退，近

期暴力儘管有升級之勢，但參與人數已大為減少，這
些幕後大台都很清楚。為什麼反對派要死抓太子站的
所謂死人事件不放？原因是他們手上已經沒有多少牌
可以打，只有不斷炒作謠言，什麼太子站死人、新屋
嶺輪姦等，已經被醫管局嚴正否認，但謠言仍然沒有
止息，就是有人要通過謠言繼續「洗腦」，主導暴徒
情緒，推動他們作垂死一搏。反對派窮得只剩下造謠
和煽恨，真正希望香港死人的，其實正正是他們。

靠「鬼故」續命暴露反修例強弩之末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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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暴力風波持續3個多月未見消停跡象，各區
時不時爆發衝突，違法衝擊社會穩定的行為不間斷地
發生，有時規模還不小。特首林鄭月娥不久前作出了
包括撤回修例等四大行動，希望香港社會可以突破困
局、回歸安穩。然而，特首提出的措施還需要大眾以
社會正能量給予支持，回歸安穩，需要正能量。近
日，在香港鬧市和主要商場，也出現了另一種聲音。
愛國愛港市民自發在不同商場、公共場地，高唱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歌，揮舞國旗，以此表達對國家和特區
政府的支持。這些重拾穩定香港信心聲音的出現，引
起了社會的強力關注。
有愛國愛港市民來到中環國際金融中心（IFC），

展示國旗、區旗及宣傳單張，並在中庭聚集高唱國歌
和愛國歌曲，高喊祖國加油。之後，西九龍奧海城商
場也有大批手持國旗的人士在商場合唱國歌《義勇軍
進行曲》。周末，淘大花園、炮台山港鐵站等，香港
四處有愛國愛港的正義呼喚，自發性湧現一股希望穩
定香港的正氣，令大眾看到另外一種正能量。

借修例風波引發的激進暴力運動，令香港社會上下

充斥戾氣與負能量，香港失去了穩定前行的方向，所
謂的革命、鬥爭、暴力被標籤成為社會主流，東方之
珠一時間變成了殺戮的戰場。部分市民與市民、市民
與政府之間的情感異化，互不信任，互為對手。網上
一號召，就有人不顧一切上街。社會穩定結構被破壞
之後出現的動盪，讓香港猶如坐在了火山口，動不動
就爆發，動不動就噴焰。
當一座城市的負能量佔據主導，邪惡成為負能量，

社會穩定被掩埋，動盪成為必然。這個社會需要集體
正能量，用足夠大的力量以正義壓制邪惡，以人性指
點迷津，才能重建香港的穩定。
「正能量」指的是一種健康樂觀、積極向上的動力

和情感，是社會生活中充滿陽光的行為。當積極的、
健康的、催人奮進的、給人力量的、充滿希望的人和
事成為這個社會的主流，上升成為一個充滿象徵意義
的符號，與我們的情感可以有着深深聯繫，表達着我
們的渴望，人性才能被喚起，社會的正義感才能被煥
發出來。
通常，不正當的、不正派的人和事，壓不倒正當

的、正派的人和事。邪不壓正，這是社會常理。但這
段時間，類似的常理在香港缺失。社會的混亂變成了
真理，暴力難遏止，政府難以作為。當下究竟什麼是
方向？究竟誰是未來？社會的精神支柱又在哪裡？一
切都看不清楚時，香港迷失了。
香港的迷失是因為正能量的迷失，社會戾氣充斥。一

直以來，香港的繁榮穩定是因為依賴着一種能量，一種
社會的正義。在法治引導下，香港人懂得什麼該做，什
麼不能做。生活在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中，懂得穩定
才是營商發展的核心價值，懂得香港的集體價值需要集
體正能量來維護。站在這樣一種立場，香港人應該集體
發聲，以震聾發聵的正能量形成氣勢，發出香港人求安
定、齊包容、共同維護家園的呼喚。

香港從來都不缺乏挫折，歷史上的香港曾經歷過種
種艱難時刻，無論是憑藉自身的調整，還是依靠中央
的強大支持，每一次都能化險為夷，返回正軌。因為
修例風波，香港正遭遇重創，但只要有足夠的正能
量，以邪不壓正的氣勢，香港人絕對可以自己的能
量，齊心護好家園、重建家園。

香港社會需要正能量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中東地區強國沙特遭遇前所未見的安
全挑戰與防務挫敗。據悉，暫時仍然未
明的武裝力量，以遠程無人機為平台，
襲擊了沙特的煉油、儲油設施。直到本
文付梓，由此引發的沖天大火災仍未受

控。由事發至今，沙特原油出口量已經驟跌近半，其
盟友美國有政界及民間人士，開展動用戰略石油儲備
的討論。一時間，中東氣氛又緊張起來。
是次襲擊後續分析的重中之重，當然是發動者的身

份與責任。沙特是美國盟友、遜尼派國家龍頭；伊朗
是華府死敵，更領導着伊拉克、敘利亞等什葉派主導
的政權，與黎巴嫩真主黨的政治、軍事聯繫亦不淺。
然而，這兩位中東重量級對手，果真會真槍實彈大幹
一場的可能性，始終偏低。畢竟，沙特或伊朗直接攻
擊對方煉油廠、儲油庫等戰略基建，很可能引發兩國

全面戰爭，甚或把深度介入中東局勢的美國、俄羅
斯、歐盟一一捲將進來，局面恐不可收拾。
因此，外界普遍相信，是次大規模襲擊，是也門胡

塞武裝的「非對稱戰爭」手段。伊朗對胡塞武裝的技
術、武備、軍訓支援有多大是一回事；此次襲擊事件
的策劃與執行，由誰主導又是另一回事。事實上，無
論考慮到阿拉伯聯軍在也門的所作所為，還是胡塞武
裝在內戰、抵抗聯軍時的表現，「大衛擊倒歌利亞」
發生在沙、胡之間，可能性不小。由此引發的政治聯
想，以及地緣、戰略、安全形勢變化，又比事件本身
更引人入勝、更耐人尋味。
眼前所揭示的事實，是沙特防務的脆弱，以及「非

對稱戰爭」手段的有效阻嚇力，可能在中東蔓延。由
此帶來安全格局和意識形態的轉變，並不局限於針對
美國、沙特一方。駐敘利亞俄軍、伊朗、伊拉克正規

部隊，亦未必有應付同類襲擊的成功經驗、有效機
制。由此會否以沙特、中東為起點，掀起新一輪軍事
技術與體制改革，以應對「廿一世紀的新游擊戰」，
成為未來重要的觀察點。
目前，駐阿富汗美軍進退兩難，亦說明無論投放多

少資源，過去近20年間，美國進行的反恐戰爭，以
及與之相關的技術、戰術改革，都難以輕言勝利。勉
強說來，是汲取了不少血的教訓後，留下毁譽參半的
戰績。
可以說，從前蘇聯入侵阿富汗，到今天的美國，中

間貫穿數十場中東大小戰爭；無論是超級大國干預中
東、中亞國家，還是區域強國出兵周邊，換來的政
治、安全成果，都未盡如人意。尊重獨立主權和領土
完整並非說說而已，而是實實在在牽涉到大小國家及
國民的基本生活、安全與尊嚴。

美國「反恐」十八年 中東安全未如人意
許楨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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