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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絡暴民的威嚇下，香港賽馬會宣
佈取消前晚所有賽馬活動。代表香港
50年不變的標誌「馬照跑」，在香港
回歸22年零2個月後，突然間變成了
「不敢跑」。馬會是香港最大的慈善機
構之一，社會影響力巨大，難以想像幾
個網絡暴民的威嚇，就能讓它不顧「馬
照跑」這塊金漆招牌甩色，不顧經濟損
失而取消賽事。

馬會原定星期三進行的夜馬賽中，立
法會議員何君堯名下馬匹「天祿」也被
安排出賽。故此煽暴分子在網上發起到
馬場圍堵何君堯及騷擾其馬匹。馬會最
終表示鑑於馬迷、騎師、員工，以及馬
匹的安全受到威脅，因此決定取消當晚
賽事。在藉反修例引發的持續暴力衝擊
中，何君堯議員已經被縱暴派和暴徒視
為眼中釘，不斷以各種無恥手段群起攻
擊。有人更把取消賽事歸咎於何君堯，
指責其馬匹只會帶來麻煩。這種說法顛
倒是非，倒果為因，極為無恥。這些人
顯然是希望藉此讓何君堯的馬匹不能出
賽，以達到對其政治打擊和滅聲的目
的。
中國民間有句老話：「聽見螻蛄叫，

還不種莊稼啦？」這螻蛄不但長得醜，
還是大害蟲，專門咬食莊稼種子和根
莖，給農民造成很大破壞。不過即使如
此，農民也絕不會因螻蛄叫得瘋狂，而
不種莊稼。馬會以安全考慮為名取消賽
事，表面看似乎是情理之中，不過細心
一想：如果有人欲針對某一人士，就取
消賽事；那麼下次再有人針對另一人
士，又該如何處置？如果每逢賽馬日就
有人號召圍堵馬場，賽馬會是不是從此
關門大吉？
回歸以來，香港一直「馬照跑舞照

跳」，賽馬活動從來沒有因為受到恐怖
威脅而取消過，更不曾因為某個會員或
人士遭受恐嚇而取消所有賽事。事實
上，3個多月以來，暴徒們肆無忌憚地
打砸破壞、到處放火，汽油彈磚頭滿天
飛，到處襲擊無辜路人。市民不但每日
生活受到極大影響，甚至連生命安危也
受到威脅，其兇險程度早已遠遠超過這
次針對何君堯的圍堵威嚇。更重要的
是，難道有人發起堵路、發起破壞港
鐵，市民就得趕快跑回家中躲避，不敢
出街、不敢上班？難道有人打砸放火，
整個社會的運作也只能就此停止，任由
香港變成死港、臭港？
正如何君堯議員當天接受傳媒訪問時

所言：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馬會亦不
是一個政治團體，他不會因恐嚇說話而
屈服，亦不會向惡勢力低頭。馬會作
為政府特許經營的非牟利公司，得益
於政府給予的「賭業」特權壟斷，成
為香港最大的慈善機構之一，有責任
堅定地維護香港整體利益，而不應該
屈服於暴徒的威嚇，甚至縱容放任。
否則暴徒慾壑難填，今天圍堵這個，
明天針對那個，馬會屆時又如何應
對？希望馬會主動和政府警方配合，
做好部署，將企圖擾亂衝擊社會秩序
的不法分子繩之以法，為香港恢復安
寧發揮應有的作用，千萬別再讓「馬
照跑」這塊金漆招牌掉色了。

利曉

近日浸會大學學生會就
有學生藏有攻擊性武器被
捕事件，闖入學校行政樓
用粗言穢語辱罵副校長及
教職員，甚至有學生以磚

頭砸開門鎖，嚴重毀壞學校的設施。這
種暴力行為觸犯法例，學校展開紀律程
序做法是十分恰當。學校有責任教導學
生必須遵守法治，而不是包圍堵截校
長，毀壞校園辦公室。大學生向公眾召
開記者會發放錯誤信息，扭曲價值觀，
影響浸會大學的國際形象和聲譽，更影
響其他同學的情緒，所以這些學生必須
被學校嚴厲處分。
教育界必須正視學生暴力語言和行

為，建議教育局設立一套對於大學生
及中學生罷課行為及侮辱校長、老師
的懲罰機制，杜絕一切暴力事件在校
園蔓延，防止向學生灌輸錯誤思想價
值觀。同時，對於一些老師在學校宣
揚「港獨」思想，慫恿學生示威行
為，大學及中學校方應建立機制，對
這些老師設立懲罰機制，防止老師違
反法例，違背「一國兩制」精神。另
外，建議校方對老師和同學加強基本
法的教育。
教育局應列明指引，禁止老師及學生

標貼有關「港獨」思想和仇恨警察的宣
傳單張，以免影響其他老師、學生及家
長的思維和情緒，破壞社會和諧。香港
各院校不能縱容1%壞學生的暴力行
為，而影響99%好學生的思維，避免
99%的學生受到錯誤價值觀影響，因
此校方必須讓1%的壞分子受到嚴懲。
大學生是社會未來棟樑，他們必須要擁
護基本法和遵守法治精神，香港社會才
可持續和諧穩定發展。

張思穎 民建聯中央委
員 民建聯工商事務副
發言人 全國港澳研究
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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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能讓校園成為是非不分之地
9月本該是學子們欣盼的開學季，是一段嶄新生活的開始，卻有「香港眾志」等政治團

體鼓吹、煽動學生罷課，還設立平台，籌建學生關注組，聲稱若政府不接納「五大訴

求」，將會「一周一罷」。事態嚴重之下，又未知各學校實際情況，筆者決定發起反罷課

行動，並成立「民間監察罷課關注組」，主要目的是要確保學生正常學習不受政治影響。

何君堯 立法會議員

然而，反罷課行動至今不斷遭到抹
黑。有個別學校是非不分，不僅不反
對罷課，反而稱什麼尊重學生意願。
更有甚者，有教協呼籲校方提供資源
給罷課學生，還要求按照請假方式處
理參與罷課的學生，簡直是一派胡

言！對此，筆者重申，校園必須遠離政治鬥爭，教育
工作者應承擔起責任，堅守底線。教育局官員必須發
揮作用，否則要嚴肅問責，決不能讓校園成為是非不
分之地，守護校園環境刻不容緩！

絕不容忍任何形式的罷課
香港反修例風波持續逾百日以來，一直都有暴亂

分子挑唆學生衝在最前線，煽動學生作為暴力衝擊的
主力軍，做出種種違法行為。現在又公然慫恿學生罷
課，甚至揚言要「無限期」，這絕非為了表達訴求，
而是將校園變成政治鬥爭的角力場，成為宣揚對抗政
府的平台，從而進一步破壞香港社會的秩序和穩定。
罷課行為不僅會將中學生和未成熟的青年推上街頭，
影響他們的前途，還會影響社會未來發展，破壞香港
的法治和前途，必須警惕!

對此，社會不能只坐視而沒有行動，必須要保護
學生免受不良政治的誤導及荼毒，而成立「民間監

察罷課關注組」也正是出於這樣的目的。對
此，筆者早前便在社交網絡上貼出詳細資

料，又向網上傳言有關參與罷課的101
間學校發出呼籲信件，希望校方

不要參與並採取適當措施防
止學生罷課，希望能

盡力說服有關
學校，

減低學生罷課機會。
之後，監察罷課關注組還分成48個小組對有關學

校進行實地考察，當然，除非得到校方同意進入校
內，關注組成員一般只會在外圍進行觀察。根據觀察
和學校的回應，最終有22間學校給出明確答覆，稱
不參與罷課，9間學校有明顯支持罷課的跡象，包括
有顯著數量的學生戴上黑口罩、展示橫幅或標語、叫
喊「港獨」口號等，其中有一間學校的老師更疑似直
接帶領學生參與罷課活動。而剩下7成學校則沒有正
面回應，抱有「羊群心理」，還有學校給了不禮貌的
回應。
反罷課行動是為監督政府工作，整個活動都是在

和平、理性及非暴力的情況下進行，並沒有對校方作
出任何干預，而最終收集來的情況也會呈交給教育
局，並由教育局跟進個案。然而，卻有一群不敢說出
名字的中學老師及校長，在一張不顯眼的報紙上刊登
頭版廣告，聲稱民間監察罷課關注組對他們作出政治
壓力。教協甚至還做了個沒有絲毫代表性的問卷調
查，稱600餘份問卷中，有逾3成人認為筆者是政治
壓力來源。實在是含血噴人。倘若這些人沒有在校園
騎劫學生作為政爭工具，鼓吹歪理誤導學生，又怎麼
會介意社會人士對他們作出的監察呢？

教育局必須擔負起責任
在當下，香港不斷有學生參與罷課，在上課前發

起築人鏈活動，甚至出現學生在商場穿校服唱粗口歌
的惡劣行為，有關學校卻絲毫沒有作為，更不用提在
暗中興風作浪的教協了。早前《人民日報》海外版就
發文點名批評教協發起遊行示威，副會長葉建源煽動
學界表達所謂政治訴求，煽動學生罷課。對於教協荼
毒學生，置學生安全和利益於不顧的行為，筆者認

為，教育局必須要盡快糾正，尤其是教育局長必

須要擔負起責任。
事實上，成立監察組關注罷課情況本應該是教育局

的工作，但教育局卻缺乏作為，針對罷課情況，竟要
求中學自行處理，一些譴責更是不痛不癢，一些居心
不正、品德不良的教師對此根本不理不睬，這等於變
相姑息養奸。教育局長應向學校提供更清晰的指引，
嚴肅處理有關事件，不能卸責給學校校長就了事。
除了罷課問題，香港目前的亂象更說明了通識教

育的失敗，教育局應當檢討通識科存在中國現代史教
育的薄弱、教材內容的偏頗、師資培訓的不足、政府
把關的缺位等一系列問題，以避免部分老師向學生灌
輸不正當的觀念，以自己的政治立場影響學生等。對
此，可將通識教育轉為選修科，最主要是確保內容觀
點中立，教導學生做人做事的道理！
筆者認為，必須加強執行對政府官員尤其是教育

官員的問責機制，加強監察，一旦出問題，相關官員
必須擔負起責任來。過去一段時間國際上風起雲湧，
美國總統特朗普炒了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意大利總
理下台，沙特能源大臣也換了人，舉這些例子並非想
證明誰是誰非，而是想說明問責制是國際共識，政府
官員一旦出現失職行為，就應當有人問責下台，換上
更為負責任的人選，而不是讓問題不斷持續。

2017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會見特區政府新
任官員時，提到「為官避事平生恥」，這句話在
今天值得細味。在當下香港亂象不止的局勢
中，一些官員如果做事敷衍塞責，瞻前顧
後，甚至姑息養奸，助紂為虐，等
待他們的，只會是民眾的愈
發不滿和不斷加大的政
治壓力。

近日，美國國會和行政當局又舉行聽證會，討論香港
的最新情況。兩名小漢奸即「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和藝人何韻詩等獲邀發言。黃謂：香港警方對示威者
「濫用暴力」，用催淚彈、布袋彈、海綿彈、水炮車等
對待示威者。他胡言，香港現在情況接近「一國一
制」。而何韻詩更胡言香港行政長官「態度傲慢」，警
員執勤並無帶「委任證」和編號，市民難以「追究責
任」。她促請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要求美國國會政客干預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
首先，黃之鋒的說詞全都是顛倒是非和扭曲事

實。眾所周知，借反修例風波引發的暴力運動從一
開始，暴徒們就戴黃頭盔、蒙黑口罩和防毒面具，
用竹枝、鐵枝、利刀、彈叉、激光手電、撬起街面
磚石向維護公共秩序的警方展開進攻，造成多名警
員受傷。7月1日凌晨，暴徒用鐵手推車撞毁立法會

大樓玻璃門，衝入立法會議事廳肆意打、砸、搶、
偷，塗污香港特區區徽；另一夥暴徒衝擊中聯辦，
塗污國徽。
如今，暴徒們的暴力不斷升級：圍攻各區警署、

夜斬休班警員致其重傷、「起底」數以千計警員家屬
進行恫嚇威脅、向警方投擲百計汽油彈、破壞港鐵設
施、癱瘓交通、恣意毆打不同政見者……持續100多
天的暴亂，香港滿目瘡痍，到處人心惶惶，外出提心
吊膽，國際都會香港成為恐怖勢頭蔓延之城，而警方
總處守勢，面對暴徒不斷升級的殘暴攻擊，警方在萬
不得已情況下才先舉旗警告，後發射布袋彈和催淚彈
回擊。黃之鋒在暴亂中，充當美國人的鷹犬，也是暴
力行動的煽動者之一。
其次，黃之鋒所謂香港成「一國一制」更是一派

胡言。香港回歸祖國22年來，香港人享有過去150

年港英殖民統治下所沒有的自由、民主：選舉香港人
自己的行政長官、立法會議員、區議員，香港人在基
本法保障下享有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自由，更是
全球遊行示威最密、最多城市，自由度排名在美國之
上位列前三名，美國國會有何資格對香港的人權說三
道四？22年來，香港的「一國兩制」得到貫徹、落
實，至今中央政府仍以「一國兩制」為重，堅信特區
政府和警方止暴制亂的能力。
何韻詩投靠外國人也同樣無恥。她誣衊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傲慢」。然而就在她向美國人「作供詞」
時，林鄭剛好落區接觸市民聽取改善治港意見。反
而，反對派政客和暴徒們至今不依不饒，「五大訴
求」一個不能少，就是要奪取香港特區管治權，將香
港變成美國反華橋頭堡。何韻詩顛倒是非，抹黑香
港，有何資格代表港人？

黃之鋒何韻詩賣國賣港信口雌黃
黃熾華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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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所見，有不少市民自發到港九各區清理「連
儂牆」， 這些市民熱愛香港、守護家園，無私敢
為，義務清理那些散播謠言和仇恨、撕裂香港的
「連儂牆」，行動可敬可佩。但也令人擔心，這些
市民隨時會遭到黑衣暴徒襲擊，由「連儂牆」而起
的衝突時有發生，市民清拆「連儂牆」更應提醒十
二分精神。
反修例暴力事件中，「連儂牆」成為縱暴派和暴

徒的文宣「平台」，縱暴派和暴徒不惜工本到處張貼
「連儂牆」，借「連儂牆」進行扭曲真相的洗腦宣

傳，對政府官員尤其是警員進行起底、咒罵，抹黑，
顛倒黑白，煽動暴力，「連儂牆」不但影響衛生環
境，更破壞社會和諧，給暴力運動火上澆油。

港九、新界各區出現「連儂牆」，作為專責環境
衛生的食環署，似乎一直視而不見，放之任之。事實
上，清理「連儂牆」，食環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多個月未見食環署有所行動，是默許所為，抑或是害
怕暴徒、向惡勢力低頭？

平常，只要街頭的電燈柱或公共場所未經許可貼
上宣傳品，很快就有食環署的員工進行清理，撕去那

些招紙。可見，食環署有權有責處理有損市容、破壞
衛生環境的物品，關鍵是食環署的心態如何。
「連儂牆」至今「無王管」，在全港各區放肆張

貼，煽惑人心，食環署有失責、失職之嫌。不少市民
忍無可忍，不得不自發組團、甚至冒着被襲擊的危險
去清理「連儂牆」，食環署的官員不覺得臉紅嗎？不
覺有負全港市民所託嗎？

食環署清理「連儂牆」名正言順，有權有責，應
理直氣壯地去做，更可以要求警方在旁協助，不能再
安坐冷氣房、對「連儂牆」隻眼開隻眼閉！

清理「連儂牆」 食環署責無旁貸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我議事論事一般都會言辭溫和，但是這次不得不
破例了。在美國國會就《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舉行
的聽證會上，那些常常走在遊行示威行列前頭的香港
青年懇求美國國會通過該法案，他們的言詞令人不寒
而慄、心都涼了。

我實在忍不住要說，他們的行為極其愚蠢——是
無以復加的愚蠢。為什麼？懇求世界上頭號戰爭販子
去摧毀自己的城市，還能有比這更蠢的嗎？請求美國
幫助保護「人權」，無異於引狼入室。須知，他們會
毫不猶豫地設立一些像關塔那摩灣那樣的酷刑中心，
容許警察在街上濫用武力，容許情報當局對人民的一
舉一動加以全面監視，甚至是濫殺記者和謀害濫權行
為舉報者。
美國的這些所謂聽證會再次證明了香港的示威抗

爭活動不全是本土自發的。的確，香港的亂象有本土
的因素，但是它與美國戰爭機器的不斷煽風點火有着
千絲萬縷的關聯。自1997年以來，美國通過各種各
樣與中央情報局（CIA）相關的機構在香港投入了數
以百萬美元計的資金來培養激進分子，以及支持反中
團體。這些機構中，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就是
其中之一，至於其他類似的機構，我就不多說了，因
為其他人士的很多文章已經作出詳盡的描述。可是有

一點必須要指出：要說美國真的關心香港的民主，那
麼「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怎麼不在英治香港時期就
活躍起來呢？
在本周的美國國會聽證會上，歌手何韻詩說：

「如果香港被攻陷了，香港就會變成中國的集權主義
向外擴張的跳板，中國會利用其經濟實力，強迫別人
遵奉共產主義的價值觀。」

她說這話的真正意思就是：她寧肯讓香港成為美國的
附庸，成為美利堅帝國不斷擴張的一部分；否則，她寧
願讓香港成為飽受摧殘的廢港。我們很清楚地看到，美
國絕不能容忍作為中國一部分的香港保持欣欣向榮，一
如它不能容忍利比亞保持為非洲最富有的國家，尤其
是當利比亞前領袖卡達菲（Muammar Gaddafi）試
圖在非洲推行一種獨立的強勢貨幣以取代美元和非洲
法郎的地位時，美國更是非搞垮利比亞不可。
觀察美國在世界各地的行徑，如果美國得不到它

想要的控制權，就會想方設法摧毀不肯向美國下跪的
國家和人民。
當年，美國瘋狂轟炸利比亞，是要保持美國對石

油的控制。美國向委內瑞拉實施禁運，不是為了給這
個國家帶來民主，而是強迫這個全球石油儲量最大的
國家服軟，接受美國的控制。倘若何韻詩真如她自己

所說那麼關心民主，就應該去幫助委內瑞拉、利比亞
和海地等地的人民。
香港回歸以來一直保持為繁榮自由的經濟體。美

國現在對中國興起了新冷戰思維，香港在「一國兩
制」下一片繁榮盛世的景象，為中國增光添彩，美國
自然看不下去。

美國若無法控制香港，它樂見香港變成廢港，猶
如它在過去幾十年內親手摧毀全球十多個國家一樣。
我們必須要體認到，如果香港暴亂持續下去，自由之
都勢必最終不保。
美國承擔不起傷亡損失，所以美國因香港問題而與

中國兵戎相見的可能性不大。但萬一爆發戰爭，香港
必然像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一樣遭到徹底破壞。
倘若香港反對派游說美國國會的行動取得任何進

展，那麼香港距走向內戰不遠了。我們在上星期目睹
示威者的暴力行為不斷升級，對不認同他們的政見和
汽油彈的人士暴力毒打。如果美國最終真的通過「支
持香港」的法案，那麼，幾乎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將來
他們會向那些「民主義士」兜售武器！

屆時，香港就真的只有毀滅一途，別無它徑。
（註：作者為企業顧問和心理學家。文章的英文

版本刊登在《中國日報》評論版上。本文有删節）

向死亡販子乞憐乃無以復加蠢行
Chris Lonsda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