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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日國慶節，
我有幸參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70周年大閱

兵，當我聽到習主席說：「 70年前
的今天，毛澤東同志在這裡向世界莊
嚴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
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一偉大事
件，徹底改變了近代以後100多年中
國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悲慘命運，
中華民族走上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壯闊
道路。」我不禁淚流滿面。我們從不
諱言「東亞病夫」及「甲午戰爭」、
「火燒圓明園」的恥辱，正因為過去
受欺凌的苦痛，才激起了中華兒女砥
礪前行、復興中華的昂揚鬥志。無數
革命先輩們的熱血，為我們鑄就了今
日的太平盛世。讓我無比驕傲的是，
1949年開國大典上指揮聯合軍樂團
奏響國歌的音樂家羅浪是我的同鄉德
化人，如今他已仙逝，但可以告慰先
輩們的是：你們用鮮血打下的江山，
如今山河壯麗，國富民強！

前30年篳路藍縷，建國創業的道
路上佈滿坎坷荊棘。後40年改革開
放，我親身經歷從香港北上創業到走
出去「一帶一路」，見證高樓崛起、
中國雄起、人民富裕。回想1949年
開國大典閱兵時飛機不夠，一架飛機
要飛兩遍。70年，彈指一揮間，如
今我國自主研發的殲20戰機早已領
先全球。國富民安，1949年我國的
人均壽命是35歲，2019年我國的人
均壽命是77歲。中國經濟的發展速
度創造了世界奇跡，建國初期我國
GDP總量僅為679億元人民幣，去
年我國的GDP總量已經突破90萬億
元人民幣。
這一切的成就，離不開中國共產黨

的有力領導，也離不開全國各族人民
同心同德的艱苦奮鬥。「今天，社會
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沒有
任何力量能夠撼動我們偉大祖國的地
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
和中華民族的前進步伐。」習主席的
這番話，喊出了中國的硬氣和底氣，
讓每一個中國人自豪！
習主席說，「前進征程上，我們要

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
針，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推動海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團結全
體中華兒女，繼續為實現祖國完全統
一而奮鬥。」1997年，香港回歸強
大祖國的懷抱，這二十多年來，中央
堅定貫徹「一國兩制」，始終支持香
港繁榮發展。我們相信，一小撮人的
暴行，動搖不了廣大香港同胞維護和
平穩定的信念，只要我們凝聚正能
量，一定能使香江撥雲見日，融入國
家共謀發展，國家和香港的明天都會
更加美好！

顏寶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前 晚 暴 徒 又 在 荃
灣、沙田、銅鑼灣、
將軍澳等地帶備利器
與警察對峙，更在多
個地鐵站肆意破壞，

視法治如無物。縱暴派慫恿年輕人甚
至中學生攻擊警察，周圍縱火，破壞
店舖，傷及無辜，市民十分憤慨。暴
徒已失去人性，政府應立即啟動更有
效的法例止暴制亂，包括考慮引用
《緊急法》，加快《禁蒙面法》立
法，平定亂局，勿讓暴徒持續破壞法
治和社會秩序。

暴亂曠日持久， 最近，穆迪對香
港的評級展望由「穩定」轉為「負
面」；惠譽亦將香港的信用評級降一
級，調低到AA級，展望亦轉為「負
面」。雖然，評級下調，短期內不會
影響香港的核心競爭力和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但暴亂持續下去，肯定會動
搖香港繁榮穩定的根基。

為了持續加強香港的競爭力，香港
良好法治和社會穩定一定不能喪失。
面對暴力不斷升級，政府必須採取更
嚴厲的法例止暴制亂，維護香港繁榮
穩定。更應防止的問題是，暴亂不
止，將對今年區議會及明年立法會
選舉構成嚴重負面影響，倘若讓同
情暴徒、支持暴亂的人進入區議會
和立法會，香港將變成「暴力之
都」「動亂之都」，進一步喪失競
爭力，經濟民生發展更加舉步維
艱，年輕人只會對未來更加失去信
心，更看不到希望。
香港持續3個月亂局，已經亂夠

了。警隊執法止暴受到廣大巿民的支
持和肯定，政府亦正落區面對群眾、
開展對話，希望以對話化解矛盾。但
是，對話的前提是恢復法治安定，政
府亦應加快落實《緊急法》、《禁蒙
面法》等相關法例，解決危機，重建
威信，為對話創造有利條件，讓香港
早日重回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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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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緊急法》實施《禁蒙面法》迫在眉睫
香港經歷百多日暴力肆虐，已經變得人心惶惶，港人正處於水深火熱中，止暴制亂是壓倒一

切的任務，為令香港盡快恢復秩序，減少暴力示威者有恃無恐的心態，當下盡快訂立《禁蒙面

法》最能起立竿見影之效。

龍子明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由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擔任召集
人、多位建制派人士擔任顧問的「禁蒙
面法推動組」昨日成立。該團體將在網
上發動聯署行動，並會草擬私人條例草
案，約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促請特區
政府盡快訂立《禁蒙面法》。

不容蒙面成為暴徒「護身符」
暴徒10月1日將暴行推至近4個月以來最瘋狂狀

態，在全港掀起空前的大暴動。一名18歲中五男生
在荃灣因襲擊警員而被警員槍傷。一方面，年輕人受
到煽暴派、縱暴派洗腦誤導，變成充滿仇恨、無法

無天、欲置警察於死地的亡命暴徒，自己亦要付
上代價；另一方面，暴力曠日持久，包括許

多學生在內的激進示威者之所以在襲警
時肆無忌憚，一個重要原因就是

蒙面可當「護身符」，令警
方取證困難，使蒙面人

施暴時膽子更

大，更加肆無忌憚。因此，為保護學生、救救孩子，
救香港於危險邊緣，應立即啟動緊急條例，實施《禁
蒙面法》。
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四十一章的《緊急情況規例

條例》，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香港出現緊急
情況或危害公安情況，可訂立任何其認為合乎公眾利益
的規例，包括檢查、管制及壓制刊物、文字、照片等通
訊方式；逮捕、羈留、驅逐及遞解有關人員離境；管
制香港的海陸空交通；授權進入與搜查有關處所；沒
收、處置有關財產等事項。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亦
可規定任何刑罰及制裁，包括強制性終身監禁。
暴亂曠日持久，暴徒戴上口罩頭盔，甚至像中東

的恐怖分子般把自己連頸部頭部也包起，只剩一雙
眼睛，規避法律責任，乃至於可以當眾行兇甚至襲
擊市民。香港的蒙面暴徒所到之處，無不引起黑色
恐怖的驚慌。特區政府應盡快研究啟動《緊急
法》，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引用《緊急法》賦予的權
力，參照外國做法，盡快頒佈緊急禁令，禁止戴面
罩參加遊行示威活動。只要禁止佩戴面罩，暴徒就
會有所顧忌，不敢再貿然作出犯法之事，香港才有

可能有效止暴制亂。

抹黑《禁蒙面法》可以休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禁蒙面法》在美、英、加、

法、德、意、荷、瑞典、挪威、丹麥、比利時、奧地
利、西班牙、俄羅斯、保加利亞等國，均已成為法
律，普遍禁止在示威遊行等公眾集會中蒙面。在香
港，沒有一個反對派政客（由黎智英算起）的子女蒙
面參加暴力運動，一個都沒有。因此，反對派政客抹
黑《禁蒙面法》的謬論可以休矣。
啟動《緊急法》，警方應嚴正執法，打蛇打七

寸，擒賊先擒王。10月1日的遊行並未獲警方批
准，黎智英、李卓人、何俊仁、梁國雄等人對法律
視若無睹，宣稱以個人身份參與，帶頭遊行。黎
智英等人的行為明顯違法，他們亦自稱清楚
法律後果，警方必須拘捕此等公然藐視法
律、帶頭違法的幕後黑手，絕不姑
息手軟。警方先拘捕暴動領
軍者，清除亂源，便可
打 擊 暴 徒 的 氣
熖。

反修例暴亂已經演變成「恐怖襲擊」，暴徒行徑愈
來愈暴力極端，對於政見不合者，動輒「私了」拳打
腳踢，將市民打至重傷，之後還要在網上沾沾自喜的
炫耀；暴力衝擊更在不斷升級，暴徒製造大量汽油彈
在街上亂擲，更針對前線警員大量投擲，目的已是要
置警員於死地。近日警方更破獲多個武器庫，反映暴
徒正在不斷製造大殺傷力武器，企圖在衝擊中製造大
量傷亡，罔顧市民性命安全。
這些都反映這場暴亂已經到了失控狀態，少數暴徒

已經陷入瘋狂，不造成大量傷亡不會罷手，為了補充
大量暴徒被捕而出現的「減員」，他們更在一班「政
治上腦」的教師協助下，將大批被「洗腦」的學生推
上前線，做宣傳作人盾，其行為已是喪心病狂。

「兄弟爬山 不切不割」
這場反修例暴力運動，縱暴派與暴徒一直同氣連

枝，「兄弟爬山，不切不割」，不是因為什麼「同志
情誼」，而是有利可圖。如果說5年前的非法「佔
中」是「學民思潮」和學聯指揮，那麼這場反修例暴
亂就是由一眾暴徒及其幕後大台發動，運動由一開始
已經被暴徒主導，縱暴派曾經企圖爭奪運動主導權，
卻難以染指，所以只能跟在暴徒後面，搖旗吶喊，企

圖爭取一些存在感，撈取一些政治油水。
在暴動爆發初期，經常見到一些反對派政客如鄺俊

宇、林卓廷、毛孟靜之流走出來插科打諢，阻礙前線
警員執法，其目的不過是在顯示存在感，以討好暴徒
及一眾激進支持者，顯示縱暴派與他們齊上齊落。而
暴徒也不會拒絕這些政客的示好，令到整個反對派陣
營一度出現所謂「大團結」。
然而，這個「大團結」只是利益同盟，暴徒要的是

政客的支持和掩護，縱暴派着眼的是11月選舉，他
們要在區議會變天，需要借助這場政治風波，令到區
選變得高度政治化，並且推動激進派票源集中給反對
派參選人，為此他們才要向暴徒示好賣乖，目的就是
為了11月區選。
但現在形勢卻開始逆轉，暴亂的聲勢正在急劇下

跌，增加人數大幅減少，近期暴徒的暴力程度愈來愈
升級，但參加人數卻愈來愈少，已是最明顯例子。同
時，暴亂持續超過百日，香港社會遭受嚴重破壞，法
治秩序遭到重創，經濟環境雪上加霜，校園也被政治
化污染，這些局面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反感，包括
反對派支持者。

反對派支持者雖然在政治立場上靠近反對派，但不
希望見到暴亂連連，不希望見到地區烽火連天，更不

認同暴力「私了」，反對派支持者尤其是中產支持者
本身與暴徒的價值觀格格不入，不過因為這場政治狂
飆而聯成一氣，隨着暴亂的失控，暴徒的瘋狂，不少
反對派支持者已由支持暴亂改為不作聲，不表態。

縱暴派是罪魁禍首
對於這種民意轉變，反對派是察覺的。所以譚文豪

之前突然出來說不支持「港獨」、不支持暴力，出自
社民連的「民陣」召集人岑子杰，也表示要反思暴力
云云。為什麼他們突然與暴力切割？為什麼他們3個
月前沒有出來阻止暴力，反而成為縱暴派？說穿了，
不過是為了選舉考慮，擔心暴力失控會影響其得票，
於是出來擺出一副不支持暴力的樣子，其實是要與暴
徒劃清界線，以免被其拖累。

然而，縱暴派的切割太遲了。暴亂3個多月來，縱
暴派的所作所為市民都看在眼裡，這場暴亂帶給香港
社會的破壞、帶給市民的痛苦，縱暴派同樣是罪魁禍
首，同樣要承擔最大責任。縱暴派現在想割席，可惜
席割不了，反而進退失據，兩面不是人，只能繼續跟
隨暴徒「攬炒」，當暴徒的暴力升級到一個無可挽回
的地步時，縱暴派必定會後悔當日為了政治利益，與
暴徒共同走上一條不歸路。

縱暴派與暴徒割不了席只能「攬炒」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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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衝擊香港各區的情況自6月起持續至今。為求
破局，不少人已經開始為此出謀獻策，當中政府已開
始走入社區與市民對話，雖然暫時不被看好，卻也可
能是長遠解決問題的手法之一。此外，也有不少人士
研究發現：3個多月來越來越勇猛的示威者的勇氣所
在，是在於蒙面後執法者根本難於辨認，蒙面暴徒可
以無法無天，為所欲為，心理上會自視為異於常人，
信心膨脹，相反執法人員卻因拘捕暴徒而被暴徒不停
放到網上批鬥起底；不過當暴徒被去除口罩，便立即
失去其瘋狂戰意，只能束手就擒。為了止暴制亂，政
府必須盡快訂立《禁蒙面法》，讓香港重回正軌。

《禁蒙面法》其實絕非為對付香港示威者而獨
創，美國部分州，加、德、法等國，亦先後針對示
威者的不法及危害社會的行為而制訂了《禁蒙面
法》，可見這絕對是保障國家、社會及市民安全的
重要法律手段。當然，《禁蒙面法》只會禁止市民
在示威中蒙面，或在公眾場所中蒙面等，主要按該
國或該地的實際情況而定，絕非一刀切剝奪所有人
的基本權利。
可能有人會說，《禁蒙面法》會影響市民自由，不

過筆者認為，這群蒙面暴徒已長久地威脅市民的生命
和財產安全，如果一個人行得正、企得正，又何須蒙

面？與蒙面的自由相比，市民每天出外行動的自由、
安全更重要；而且，如果說《禁蒙面法》剝奪市民自
由，暴徒及反對派何不細想這種自由被剝奪的始作俑
者為何？我們市民的自由，便是被這些暴徒及反對派
一點一點剝奪的！
當暴徒及反對派指若《禁蒙面法》在香港提出之後

必會圍堵立會，便知道《禁蒙面法》定必是打到了暴
徒此妖蛇的七寸。故如若希望止暴制亂、重回正軌，
政府、立法會議員及市民必定不可再畏首畏尾，不能
再錯失機遇，應立即實施《禁蒙面法》，讓香港重回
正軌。

要止暴制亂《禁蒙面法》必不可少
新界青聯智庫

反修例暴力組織的文宣讓人深感不安，他們明目張
膽地描述行動目標和行動方式：「佔據道路是奪權的
關鍵」;「我們不要搞秘密集會，要搞威力巨大的大規
模遊行示威」 ; 「不斷地製造輿論攻擊政府體制和事
務」。他們還強烈慫恿支持者對那些不同政見者施
暴，結果無辜市民動輒受襲擊、被滅聲。他們的成員
和追隨者包括大批的學生以及中產專業人士，還有一
些失業人士及對社會不滿的人。他們的出現使政治暴
力變成了社會的常態。
這些描述對於香港人而言是何等的熟悉，其實是德國

納粹黨衝鋒隊（Sturmabteilung）的文宣內容。納粹時
代的德國社會和當前的香港是如此詭異地相似。或許到
了將來，這些文字也會變成描述當前困擾香港的社會動
亂和暴力襲擊的歷史記錄，成為歷史課本上的一段節
錄。納粹黨衝鋒隊因身穿褐色制服而被稱為「褐衫
隊」，他們運用威嚇、政治暴力、恐懼以及暴力去推進
納粹運動，幫助阿道夫．希特勒向上爬，集權力於一
身。他們砸爛猶太人的商舖、燒毀猶太人的住宅，如有
任何人夠膽予以抵抗，「褐衫隊」就會野蠻地毒打他
們，甚至殺害他們。香港現時的情形與納粹運動時期是
何等相似，差別只在於「黑衣人」取代了「褐衫隊」。

香港的示威抗爭者標榜自己的運動和平，尤其是面
對國際傳媒之時。然而，過去幾個月持續的暴力行動

已證明它跟和平沾不上邊。如今在香港，無辜的市民
如果夠膽去質疑這些嗜暴的蒙面懦夫，就會被無情的
暴徒用最沒有人性的方式毒打。如果暴徒認定某家店
舖與中資有任何關聯，他們就會傷害這些無辜的店
員，把店鋪砸爛、搶劫店裡的商品——這與1930年
代德國「褐衫隊」的惡行何其相似！香港的黑衣人還
在店舖牆上胡亂塗鴉，大肆破壞公共設施，即便是全
球最佳、深受市民愛戴的港鐵，也遭到黑衣暴徒的屢
屢破壞。
幾個月來，香港勤懇而又勇敢的警隊不斷受到巨大

的壓力，實在令人痛心。從示威活動中受重傷的人數
很少這個事實上來看，我們能看到警方是多麼的克
制。他們不顧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勇敢地維護治安
秩序，保護生命財產。說句公道話，香港警察太過謹
慎、過於自制，才讓暴徒不斷提升暴力。即便如此，
警察的家人還要受到恐嚇，他們自己天天都要遭到暴
徒辱駡。很明顯，「反送中」運動的抗爭者其實巴不
得出了人命，有人成為了「烈士」，他們就可以利用
事件來製造輿論，鼓動更多的支持者。過去幾周以
來，他們的聲勢不斷減弱，市民對暴徒一次又一次的
瘋狂破壞、暴力襲擊覺得厭倦了。
在國慶日，暴徒傾盡全力破壞香港社會，不斷挑戰

亞洲最佳警隊的底線。他們在屯門、沙田和灣仔等13

個地區有組織地展開暴力突擊，於多個地點縱火和毀
壞公物，並向警察瘋狂施襲。當一名警員被多個蒙面
的黑衣暴徒從後襲擊時，另一警員試圖營救他的同
事，在混戰期間警告一名持械施襲的暴徒無效後僅向
他開了一槍。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警察即便是在沒那
麼危急的情況下也會毫不猶豫向暴徒掃射直至彈匣子
彈用完。某些評論員批評警員向暴徒開槍，渲染所謂
的「警暴」，但他們顯然與現實脫節。世界任何地方
的警察遭到暴力襲擊時都會作出嚴厲而適當的武力回
應，憑什麼要求香港警察例外？令人詫異的是，近日
印尼有兩名學生在當地的示威活動中被擊斃，但事件
卻沒有像香港暴徒被槍傷一樣引起國際傳媒的關注。
國慶節的暴力事件旨在挑釁北京作出強硬回應，從

而利用所謂的反修例運動作為戰鬥口號，在全球範圍
鼓動一場反華運動。國家主席習近平國慶節在北京強
調「一國兩制」的重要性，並承諾確保「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香港人應明白，「兩制」不僅意味着香港
享有高度自治，也要承擔高度的責任。香港需要自行
收拾爛攤子，在這個關鍵時段，每一個香港人都應該
站出來出一分力，助香港渡過難關。
（本文作者為中國事務顧問，居港18年。文章英

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內容
有刪減。）

納粹還魂？
Daniel de Blocq van Schelting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