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佔中」埋禍根 暴衝結惡果
止止暴暴制制亂亂A1、A24 ■責任編輯：郝 原 ■版面設計：周偉志

外部勢力一直對香港特區虎視眈眈，
意圖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損害港人利
益及福祉，衝擊「一國兩制」原則底

線，奪取特區管治權。5年前歷時79日的非法
「佔領」期間，外部勢力已勾結禍港派包括「禍港四

人幫」黎智英、李柱銘、陳方安生及何俊仁，當時的學生領
袖黃之鋒與羅冠聰等，企圖操控與破壞香港社會。今次連場暴力衝

擊事件，外部勢力更站到台前，其意圖昭然若揭。
種種跡象顯示，由反修例引起的暴力衝擊具有典型「顏色革命」特徵，外

部勢力在幕後策劃和推動的痕跡亦非常明顯。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外交事務委
員會剛通過受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充分暴露美國粗暴干涉中國內
政，旨在搞亂香港，以牽制中國發展的居心。
香港禍港派亦四處「乞求」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已不是今日始。

在非法「佔領」前，「禍港四人幫」已不斷勾結西方反華勢力，例如黎
智英為美國政黨提供「捐款」，到台灣「請教」搞街頭運動經驗，非法
「佔領」期間與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密會等，不斷出賣香港利益。

輪番乞美通過涉港法案
至於陳方安生，在非法「佔領」期間曾被踢爆與美國高層官員見面。今年

她又藉反修例風波重施故伎，到海外與美國副總統彭斯及多位美國高官政客
會面，公然詆毀「一國兩制」，乞求外人插手香港事務。
由非法「佔領」到今次暴亂，黃之鋒及羅冠聰等一直與外部勢力勾結。今年

8月初，兩人被揭發與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政治部主管Julie Eadeh在酒店密會；
兩人又曾分別飛到美國進行游說，促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唱衰」香港，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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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等，都是香港一直以

來的核心價值，但從5年前的違法
「佔中」發展至今，煽暴派以各
種「政治偽術」扭曲是非黑白，
逐步蠶食香港的核心價值：明明
是暴力衝擊卻被煽暴派說成是
「手無寸鐵」；毫無真憑實據下
竟可構陷警方強姦甚至殺害示威
者的謠言；暴徒做出違法行為卻
被說成「義之所在」；更有一小
撮理應恪守政治中立的公僕竟參
與甚至發起政治性集會。常常滿
口「公義」的煽暴派一手一腳摧
毀香港的核心價值，禍害比非法
「佔中」更深遠。
5年前的違法「佔中」，激進示威

者表達不滿的手法以堵路為主，當
年的11月18日晚，一群蒙面人聲稱
要將「佔領」行動升級，一度包圍
立法會並在外圍拉動鐵馬，用鐵馬
及磚塊衝擊大門及玻璃外牆。事
後，連反對派也加入強烈譴責暴力

衝擊的行為。

反對派變縱暴派拒與暴徒割席
然而，5年後的今天，傳統反對派

變身縱暴派。「不割席」已成為他
們的口號，打從今年6月12日暴徒
掘起磚頭，以及用鐵支及鐵馬等作
武器攻擊警方，事後反對派強詞奪
理形容激進示威者是「手無寸
鐵」，更批評警方的執法行動，令
人慨嘆香港守法、講真理的核心價
值哪裡去了？其後，暴力衝擊愈演
愈烈，但竟被煽暴派文宣說成「義
之所在」云云。
與5年前的「佔中」最大分別還在
於，當年不少參與「佔領」行動者
明知自己違法，有被捕的心理準
備、甚至有人宣稱會「自首」；但
今次的所謂「五大訴求」之一，竟
是要求特區政府釋放所有被捕人
士，法理何在？
另一方面，公務員履行公職時必

須保持政治中立，以不偏不倚的態
度執行職務，但月前竟有與反對派
關係千絲萬縷的公務員就修例事件
發起集會，使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優
良傳統盪然無存。

借反修例為名發起的連串暴力衝擊事件，其暴力程度
與違法「佔中」期間絕對不可同日而語。違法「佔中」期間，

示威者主要在銅鑼灣、金鐘及旺角一帶架設路障並堵路，阻塞交通；
他們衝擊警方防線時，也主要是以身體及雨傘等「BB班級」的武器。然
而，在反修例暴力衝擊期間，暴徒使用磚頭、鐵支等武器已是習以為
常，更逐步升級至四處縱火、投擲汽油彈等，似誓要置警察於死地般；
他們更擴展至襲擊與圍毆不同意見的市民，完全視法治如無物。

在79天違法「佔中」，非法示威者多次於「佔領區」堵路、推撞警方
及衝擊警方防線，他們的「武力」主要是上面以雨傘擋胡椒噴霧，下面
則以雨傘的骨架插向警察的腿或以腳踢向警察。

縱火成常態 上演搶警槍
「佔中」最後以失敗告終，但暴力程度卻不減反增，先是有「勇武
派」及本土派以「光復」為名發起多次反水貨示威，幾乎每次都演變成

嚴重暴力衝突，甚至有內地旅客被針對性地踢篋或推倒；2016年大年初
一晚，更有暴徒借不滿食環署欲取締無牌熟食小販為名，於旺角一帶以
木板、磚頭、火種、玻璃瓶、垃圾桶等雜物襲擊警方，並縱火焚燒雜物
發起暴動，有警員一度向天鳴槍示警。
到反修例期間的暴力衝擊，暴徒更變本加厲，每次於遊行示威期間肆

無忌憚拆毀路邊欄杆築成路障、挖掘路面磚頭襲警、以鐳射筆照射警
員，其後更將衝擊範圍擴展至全港各區，包括堵塞機場兼亂打旅客、惡
意破壞港鐵設施等，更將暴力再升級至縱火、投擲汽油彈、改裝氣槍，
甚至搶警槍，已明顯不再是為了所謂「表達訴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從傘攻到磚頭燃彈襲警
暴力升級

顛覆價值5年前的非法
「佔中」，金鐘、銅鑼

灣及旺角等的主要道路被非法
佔領者堵塞，物流、交通大癱瘓，鄰

近的商店生意大受損害，但與今次的反修例
風波相比，當年的經濟損失只局限於幾個地區，以

及個別行業，今次的經濟影響卻是全港各區，作為本港經
濟命脈的旅遊業最是重創，引起「骨牌效應」，廣泛波及
零售、飲食、航運等多個行業。最令人心寒的是，暴徒聲
言要攬炒，不惜乞求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動搖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待遇，勢必拖垮香港的貿
易行業。這些「倒米」為求玉石俱焚的行徑，都是5年前
未曾出現的。
攬炒是今次動亂的關鍵詞之一，暴徒為奪取政權，多次

作出災難性的毀壞行為，不再像5年前非法堵路斷「財
路」，尤其在年輕人圈子裡，近月經常散播「沒有什麼輸
唔起」的攬炒心態，多次鼓動他人癱瘓機場，打爛香港機
場在國際間的金漆招牌，其間藉詞滋擾、亂打內地旅客，
以及對內地記者濫用「私刑」，有關惡行嚇怕旅客，至今
仍有約30個國家或地區，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嚴重損害
旅遊業。

大肆破壞基建 致令百業蕭條
暴徒更大肆破壞港鐵等基建設施，不僅令旅客卻步，連香
港市民也減少外出，消費行業隨即大萎縮。香港零售管理協
會分析，零售業的經濟影響比非法「佔領」時更嚴峻，因當

時只佔據特定區域和個別道路，現時的暴力衝擊卻「遍地開
花」，旅遊區生意額更有不少於三至五成跌幅，個別地區更
大跌七至八成。香港餐飲聯業協會亦估計，業界生意額在過
去3個月損失75億元，約有200間食肆結業。
倘若攬炒心態使本港多年建立的聲譽、經濟競爭力「一鋪

清袋」，中小企及基層市民將直接受累，是否要令所有無辜
的人承受苦果？值得三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歷時79天的違法「佔中」，參與者不乏年輕人與學生，亦
有不少「港獨」分子暗中操縱；今天的暴力衝擊當中，「港
獨」分子更明目張膽地擔起主導角色：他們多次侮辱國旗、
高呼「光復香港」的口號，甚至衝擊中聯辦大樓，嚴重挑戰
「一國兩制」。最令人心痛的，是不論參與衝擊以至因此而
被捕者中，有年輕化的趨勢，不少行動更是由校內發起，可
見「港獨」與極端主義思維於校園愈滲愈透。

衝擊被捕最小僅12歲
2014年的非法「佔領」行動，響應者中不少為大學生，而

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本身是「大學學者」。違法「佔中」主
力驅動者除了已全部被定罪的「佔中九丑」（其中一人為戴
耀廷）外，「雙學」（學聯及「學民思潮」）也擔當極重要
角色。
在「佔中」失敗後，年輕人的思想更走極端，不少轉為
「勇武」，有關思想除了已深深荼毒年輕一代，更令「港
獨」主義進一步抬頭。如今持續逾百天的暴力衝擊，激進示
威者常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美國國旗「老是
常出現」；踐踏與焚燒中國國旗事件愈來愈多；示威者更曾
衝擊中聯辦並塗污國徽，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底線。
同時，「港獨」組織「香港眾志」更向中、小學生「埋
手」，先有發起及鼓動罷課，後招募低年級中學生當「革命
天使」。事實上，連串暴力衝擊當中，被捕者最細的更僅12
歲。

黑師「洗腦」灌輸仇警
不止學生，就連為人師表者，不少亦其身不正。當中最令

人憤怒的莫過於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助理校長戴健暉，
早前被揭發在個人社交網站詛咒警務人員的子女「過唔到7
歲」；及時任考評局通識科委員會主席、嘉諾撒聖心書院任
教通識科教師的賴得鐘在社交網站發佈仇警言論。
何蔭棠中學亦先後發生開學禮時，學生涉侮辱國歌事件，

及爆出有教師在自製的中文科中一測驗卷中，誣衊警察為
「與黑幫暗中勾結」，意圖向學生「洗腦」，嚴重違反專業
操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全面攬炒

毫無底線

暴徒愈趨幼齡前途盡毀
「獨」害校園

有人說今次反修例風波觸發一場正邪大戰，確
實相比起5年前的非法「佔中」，當年人性被磨滅的程

度遠遠不及今次，當年的非法「佔領者」仍僅餘點點道德觀
念，對於異己或持不同意見的人士仍保持最低限度的包容
度；但今次卻不然，道德底線已被徹底踐踏，即使只是和平
唱國歌的異見者，暴徒也動輒私刑侍候，打致頭破血流；異
見者的財物如手機、汽車砸的砸，碎的碎，目的只為「滅
聲」，不折不扣是極權打壓。

恐嚇警員揚言「禍必及妻兒」
除此以外，5年前的非法「佔中」，警務人員的家屬雖然也
偶然遇到被歧視、起底及標籤等不公平待遇，當年個人資料
私隱專員公署在非法「佔領」首個月期間，已收到70宗涉及
警員的網絡欺凌包括起底的投訴及查詢。警員被起底的瘋狂
程度絕對不比今次，由今年6月至今，已有逾2,300宗警員或
其親友被起底的個案。
起底情況在今年的風波中更猖獗，政府官員、議員、醫護

人員、記者、不同意見者等均有個人資料在網絡上被公開，
尤以警務人員被「起底」的情況最嚴重。

暴徒還口出狂言稱「禍必及妻兒」，刑事恐嚇警員的家
屬，聲稱要用麻包袋綁架警員子女；甚至對紀律部隊宿舍進
行多次衝擊，這都是非法「佔中」打擊警權的升級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瘋狂起底無差別施暴行

「佔禍」5周
年 5 年 前

的今天，反對

派發動違法「佔中」，

最終令香港經歷黑暗的 79

天，該段期間除了法治面對嚴峻挑戰

外，經濟民生亦嚴重受損，久久未能恢復，

更荼毒年輕人，深深種下無可挽救的禍根。

5年後過去，祖國建國70周年的大喜日子即將臨近，但香港非

但未從創傷中痊癒，更因反對派、縱暴派、「港獨」分子與外國勢

力聯手下，假借反修訂《逃犯條例》為名發動「顏色革命」，在非

法「佔中」期間無法顛覆、奪取的政權，「禍港四人幫」妄想

藉迄今已歷時逾百天的連串暴力衝擊中奪權，整個社會不論經濟、

民生甚至人與人間的關係均經歷或比「沙士」更嚴重的衝擊，下周

二普天同慶的國慶日更隨時變演成另一場暴亂。

「佔中」失敗告吹令別有用心者深明任何衝擊與破壞「一國兩制」

的行為必不會取得成功，但卻無放棄他們亂港之心，反之更在暴力

衝擊當中看到暴力不斷升級、正確價值觀一再被扭曲、更多青少年

無辜「陪葬」，實則上他們只是想所有香港人一同「攬炒」！即使

事件平息，暴衝造成制度上的破壞，心靈上的傷害，恐短時間內難

以平復，未來更可能遺禍深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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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前爆發的違法年前爆發的違法「「佔中佔中」，」，激進示威者激進示威者
多以雨傘攻擊警方多以雨傘攻擊警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迄今已超過百日的反修例暴亂迄今已超過百日的反修例暴亂，，暴力全面升級暴力全面升級，，
暴徒甚至瘋狂向警方投擲汽油彈暴徒甚至瘋狂向警方投擲汽油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白衣男被暴徒襲擊倒在地上血流披面白衣男被暴徒襲擊倒在地上血流披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暴徒突襲西環中聯辦並暴徒突襲西環中聯辦並
污損國徽污損國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黃之鋒黃之鋒、、何韻詩赴美何韻詩赴美「「乞求乞求」」美國政客干預港事美國政客干預港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昔日海洋公園遊客如雲盛況昔日海洋公園遊客如雲盛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今日海洋公園門庭冷清今日海洋公園門庭冷清，，好景不再好景不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暴徒毆打司機暴徒毆打司機，，其客貨車亦被人破壞其客貨車亦被人破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沙田中學生沿沙田城門河築起象徵沙田中學生沿沙田城門河築起象徵「「獨立獨立」」的人鏈的人鏈。。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五年前非法五年前非法「「佔中佔中」」參與者多為大學生參與者多為大學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近來暴力衝擊者的年齡有越來越小趨勢近來暴力衝擊者的年齡有越來越小趨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暴徒掟燃燒彈襲警焚燒公共設施暴徒掟燃燒彈襲警焚燒公共設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9年9月

28
己亥年八月三十 初十寒露
港字第25393 今日出紙2疊9大張 港售10元

星
期
六大致天晴 日間乾燥

氣溫26-32℃ 濕度55-85%

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

20192019年年99月月2828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