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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風波擾攘5個月，香港人
慨嘆身心俱疲，期盼特區政府能

止暴制亂，可悲的是暴徒在縱暴派的包庇縱容
下，暴行「沒有最瘋狂，只有更瘋狂」。日前
有縱暴派人士在衝突現場中被咬斷耳朵，縱暴
派立法會議員就此上演「強烈譴責兇徒暴行」
的戲碼，但實際上只是再次諉過政府和警察，
為陣營在區選中增加政治籌碼。這班暴力的始
作俑者惺惺作態，選擇性譴責暴力，實在令人
髮指，社會各界必須撕掉政客的醜陋面具，不
容「政治暴徒」綁架港人福祉。

縱暴派在聲明中，宣稱「民主派區議員候選
人屢遭襲擊，暴力程度日益惡化」，隨即無限
上綱，聲言臨近區選出現上述現象，令人擔憂
有「消滅異見之嫌」及令人憂慮「選舉的公正
性受損」云云。最後，他們更「警告」特區政
府「切勿自製混亂並以此為藉口拖延甚至取消
區議會選舉」，揚言「不會因血色恐怖或白色
恐怖而畏懼退縮」。說到底，縱暴派只是一如
既往地製造恐慌，恐嚇港人，包庇暴行。
事實上，在香港被暴徒「攬炒」的過程中，

縱暴派政客身影處處。他們跟所謂的「和理
非」往往以「和平遊行」為包裝，實際為黑衣
暴徒的出場鋪路，任由他們流寇式到處縱火打
砸、破壞商舖和港鐵，甚至狂擲汽油彈及疑似
土製炸彈。近日，暴徒變本加厲，「私了」持
不同政見人士的暴力事件無日無之，日前更有
男子在旺角被多名蒙面暴徒圍毆，甚至被扯脫
衣服羞辱。
暴徒失控，也失民心，惟縱暴派政客向來對

暴行不哼一聲，為免得罪崇尚激情的年輕選
民，或淪為「勇武派」的圍剿目標，他們埋沒
良知，與暴徒同一陣線，宣稱「齊上齊落不割
席」，變相把更多激進青年推到違法邊緣，踏
上破壞法治的不歸路。更可怕的是，政客還要
顛倒是非，倒過來疾言厲色譴責「警暴」，任
由警民間的仇恨繼續滋長，社會難以安寧。
過往有政圈中人分析，縱暴派自回歸以來，

口裡常說爭取「真普選」，但他們壓根兒不想
香港有普選特首和立法會的一天，因為他們要
依靠尚未成功的所謂「真普選」，來維持其政
治地盤。同樣地，在今次亂局中，縱暴派為了
撈得更多政治油水，顯然不想香港社會回到正
軌。正因如此，縱暴派一直對暴徒暴行「少罵
大幫忙」，當特首會同行會通過引用《緊急情
況規例條例》，訂立《禁止蒙面規例》，他們
更將《禁蒙面法》說成是洪水猛獸，又為此向
法庭申請禁制令和尋求司法覆核。
「黑色恐怖」瀰漫全港，暴力衝擊在外部勢

力及縱暴派的推波助瀾下，瘋狂程度不斷升
級，已到泯滅人性的程度。內亂不平息，香港
又如何重新出發？香港社會各界必須馬上跟街
頭的暴徒割席，更要認清偽善政客的真面目，
不容他們再為了政治私利，煽惑市民鬥警察，
唆擺學生走上自毀路。只有大家堅持向街頭暴
力和議會政棍說不，香港總有一天能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界社團聯會
理事長

11月 4日，警方例行記者會
因有6名記者堅持進行抗議而要
取消。警方約1個半小時後以臉

書直播（ Facebook Live ） 方式來發佈訊
息。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部分記者忘記恪
守專業操守，有記者已自視自己為暴力運動的
一分子，在暴亂中掩護黑衣暴徒已成家常便
飯，更在報道時偏幫暴徒，鏡頭只針對警察。

記者的專業是報道真相，不是代受眾作評
價，更不應洗受眾的腦。至於有記者在記者會
上抗議所謂「警謊」，更是極不專業的行為。
記者若認為警方有說謊，便應在提問時提出，
要求警方拿出事實回應，然後準確地報道警方
所說的，讓市民作出判斷和評價。
針對記者不公正報道， 筆者有如下建議給

警方：
1、由警隊發出警方記者會的記者出席證，

出席的記者必須由其所屬媒體遞交記者的名
字、照片及身份證號碼，以及任職記者年期。
而申請媒體必須事前獲警方認可，否則任何人
都可以說自己是網媒記者而申請出席。這種登
記制度其實是倣傚美國白宮。
2、若任何記者不守秩序，例如發生11月4日

的事件，警方應果斷取消記者會。記者會絕不
是抗議的地方，而是傳遞消息和提問的地方。
3、警方應在每天記者會後剪輯當天記者會

精華，加上字幕，在社交媒體（如臉書、
IG、Twitter )播放，並應和各大商場聯絡，可
用廣告形式在商場的街頭大屏幕播放， 把這
些精華反覆播放，還要在畫面旁邊加上畫龍點
睛的說明，讓公眾一目了然。
4、警方也可以用微博、微信及Whats App

把相關視頻推送給少年警訊的會員，或其他願
意把手提電話或微信號提供給警方的人士，以
至一眾已登記的記者，尤其外國記者和通訊
社，可以推送英文字幕視頻。 反對派的黨報
便經常把反對警方資訊主動推送給市民，警方
必須加大宣傳力度。
5、警方也可以和「微信支付」及「支付

寶」等機構合作， 要求他們協助把警方資訊
主動推送給其客戶， 因為事關公眾利益和人
身安全，例如推送暴亂最新場地，讓市民知所
趨避，相信反對派也難以用保障私隱來阻撓。

總之，今次反暴亂是一場立體「戰爭」，
戰場不單是在街頭， 還包括宣傳戰，包括在
網絡世界的動員和反動員。相信全港警察能堅
持下去，守護我們的家園，也希望警方善於透
過社交媒體，打贏網絡宣傳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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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鼓舞特首和港人堅定不移止暴懲暴
「香港不能再亂下去了」是香港的主流民意，中央不會坐視香港繼續亂下去，習

主席的指示和要求，符合香港主流民意，是鼓舞特首、特區政府和廣大港人堅定不

移止暴懲暴的方向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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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特首林鄭月
娥時，表達了中央對特首的高度信
任，對特首和管治團隊的工作充分
肯定。習主席強調，止暴制亂、恢
復秩序仍然是香港當前最重要的任
務。依法制止和懲治暴力活動就是

維護香港廣大民眾的福祉，要堅定不移。

習主席關鍵時刻撐林鄭意義重大
習主席既表達了對特首高度信任，對特首和管

治團隊的工作充分肯定，也表達了對反修例勢力邪
惡目標的徹底否定。反修例勢力企圖否定特區政府
和警隊依法止暴制亂，逼迫林鄭下台，癱瘓特區政
府施政，以達到亂中奪權的目的，司馬昭之心，路
人皆見。習主席在關鍵時刻公開撐林鄭，有助穩定
特區政府和警隊，匯聚止暴制亂民意，共同扭轉香
港局勢。

持續了五個月的「修例風波」，對香港經
濟、社會、民生各方面，均帶來前所未見

的衝擊和嚴重傷害，嚴重損害港人福
祉。香港經濟已陷入衰退，商戶

倒閉、結業、裁員、減薪、
失業的「倒骨牌」效

應接踵而來。
市 面

蕭條，人心惶惶。黑色暴力對鐵路及所有交通設施
的毀壞，對銀行、企業及商舖的打砸燒搶，已使香
港安全城市變為「暴亂之都」。現時不僅港商、港
企對香港經濟及營商環境充滿擔憂，許多外資外企
乃至全球投資者都對港未來發展感到充滿不確定
性。目前全球三大評級機構中，已有穆迪及惠譽兩
家下調香港評級展望至負面。暴亂若持續下去，數
百萬名打工仔的飯碗岌岌可危。因此，習主席強
調，依法制止和懲治暴力活動就是維護香港廣大民
眾的福祉，要堅定不移。

止暴制亂方能保住市民飯碗
如果任由「暴」和「亂」持續下去，不僅會危

及香港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而且會毀掉特區政
府的管治權威，毀掉香港的法治基石，毀掉香港的
繁榮穩定，毀掉「一國兩制」，廣大香港市民不會
答應，全國人民也不會答應。現時，反對暴力、維
護法治、恢復秩序、回歸和平已經是香港壓倒一切
的最緊迫任務，亦是眾多香港市民的殷切心聲。因
此，香港社會當前最首要、最緊迫任務就是止暴制
亂，只有這樣方能遏止失業潮，保住市民飯碗。

反修例勢力惡意製造對立對抗，激化社會矛
盾，製造紛爭，暴力行徑不斷升級，肆意打砸搶
燒、攻擊圍毆警察、市民，公然侮辱和焚燒國
旗，嚴重破壞香港法治，嚴重挑戰「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損害廣大

市民普遍利益。
如果香港法治崩塌、管治癱瘓，最受傷害的是

普羅大眾。廣大市民必須與暴力畫清界線，支持政
府和警隊捍衞法治、嚴正執法，早日制止禍港亂港
行為，為政府有效施政、為民謀福創造必要的社會
基礎。

此次反修例暴力運動的爆發，與本港土地房屋
供應緊張、貧富懸殊、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深層
次矛盾始終未能解決有直接關係。這些深層次矛盾
和問題，長期議而不決、決而不行，香港難得安
寧，更遑論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年輕人創造美
好前途。習主席要求香港首先止暴制亂、恢復秩
序，同時提醒，要做好與社會各界對話和改善民生
等工作，為香港解決深層次矛盾、確保長治久安指
明了方向。
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對目前的香港至關重要，也

是重振經濟的前提條件，唯有穩定和諧，才能為經
濟發展創造空間，建立良好社會架構，才能從根本
上解決積存已久的社會民生問題。特區政府必
須積極作為，雙管齊下，既要堅定不移止
暴懲暴，也要聚焦土地房屋、扶貧安
老助弱等民生問題，下決心解決
長期未能解決的深層次矛
盾，以利香港長治
久安。

反修例暴力風波，衝擊香港的法
治、經濟、民生各個方面，港人對

前途信心難免有所動搖。在此關鍵時刻，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上海會見了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對林鄭月
娥高度信任，對特區政府的工作充分肯定，並對香
港接下來的工作提出期望和指引。這是向特首、特
區政府以及全體港人打下一記「強心針」，為香港
撥雲驅霧，更堅定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信心和決
心。上下同欲者勝，香港社會各界以支持特首和特
區政府為己任，官民齊心奮戰、共赴時艱，香港一
定能轉危為安，重回發展正軌。

香港經歷了5個月的「黑色暴亂」，社會、經
濟、民生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壞，香港一向良好的管
治、法治均面臨嚴峻挑戰。本港的縱暴派、煽暴派
不斷鼓吹煽動暴力，同時顛倒是非，肆意散播各種
謠言謊言，打擊政府的管治威信，誤導公眾，外部
勢力更不擇手段插手香港問題，向特區政府施壓，
阻礙特區政府依法止暴制亂，令特首和特區政府的
工作承受巨大壓力。

在此錯綜複雜的情形下，習主席會見林鄭月娥
的意義特殊而重大，明確傳遞了中央支持林鄭月娥
及管治團隊的信息，顯示中央對林鄭月娥的信任和
信心不會因一時一事而改變，相信林鄭月娥和特區
政府作為中央落實全面管治權的最重要抓手，有能
力處理好當前的問題，繼續成功落實「一國兩
制」、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這次會面，掃清了纏
繞特區政府的不利因素，消除香港社會的迷茫困惑
情緒，對特區政府、愛國愛港陣營乃至整個香港穩
定軍心都有及時而重大的作用。
習主席指出，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仍然是香港

當前最重要的任務。依法制止和懲治暴力活動就
是維護香港廣大民眾的福祉，要堅定不移。同
時，要做好與社會各界對話和改善民生等工作。
習主席的講話指出當前處理好香港問題的輕重緩
急，為特首和特區政府接下來的工作作出明確指
引。
有習主席和中央作為最堅強後盾，特首、特區

政府、警隊將更加積極作為，運用好一切法律措

施，調動更廣泛的民意支持，竭盡所能止暴制
亂，重振管治、法治威信，並且更努力、更貼近
民情地與民溝通，緩解矛盾，修補撕裂，重拾社
會的互信和諧。雖然，這些工作並不容易，但是
相信有習主席和中央的鼓勵和支持，特首、特區
政府能夠迎難而上，再接再厲，為香港和國家盡
忠盡責。
在此次會面中，習主席還強調，希望香港社會

各界人士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
法，齊心協力，共同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全面準
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共同維護香港
的繁榮穩定，與所有真心愛護香港、希望香港好的
市民息息相關，作為香港的持份者，社會各界都責
無旁貸出心出力。記得習主席2017年來港視察時
曾指出，上下同欲者勝。這句話今天同樣值得香港
各界作為行動指南，以香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
大局為重，全力撐特首、撐政府、撐警隊，包括支
持政府確保即將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公平公正安全地
進行，推動香港形勢根本好轉。

習主席為香港重回正軌注下「強心針」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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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暴力衝擊愈演愈烈，不斷
挑戰法治和道德底線。 日前，一批

黑衣暴徒破壞新華通訊社亞太總分社辦事處，更在
大樓外牆塗上侮辱國家的標語。
新華社是國家通訊社，在新聞傳播上具有世界影

響力。暴徒蓄意破壞新華社的行為，不僅挑戰法
治，更公然踐踏香港的核心價值──侵害新聞和言
論自由。反修例暴力活動中，縱暴派和暴徒經常高
叫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口號，要爭取新聞和言論自

由，但暴徒卻攻擊新華社、毆打《環球時報》的記
者，向持不同立場和不同政見人士施暴，剝奪他人
的自由，暴露縱暴派和暴徒是何等虛偽。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一再表示，攻擊傳媒機構和新聞工作者是
每一個文明社會都不能容忍的。香港黑衣暴徒破壞
新華社、攻擊新聞機構的暴行，應受到全球的譴
責。
暴力變本加厲，而且直接針對國家機構，說明

反修例的暴力運動已變質，鼓吹煽動仇視國家和

「港獨」，挑戰國家主權和「一國兩制」底線，更
加值得全港各界警惕。全社會不僅要對一切暴力行
為予以最嚴厲譴責，更須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和警隊
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不能讓暴力氾濫成災，摧毀
700萬人共同的家園。
香港已到危急關頭，所有關愛香港的人，都必

須和暴力割席，守護法治，讓香港渡過難關，盡快
回復平靜穩定。

破壞新華社侵害新聞自由
朱鼎健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美國副總統彭斯動輒用「壓制」
(suppress)、 「 挑 釁 」 (provoca-

tive)、「威脅」(threaten)、「引誘」(induce)等字
眼，形容中國正常的對外交往和國際合作。實際
上，中國從來不虧欠美國什麽，也對美國充滿善
意。而美國呢？當中國被列強侵略、慘遭瓜分時，
美國沒有缺席：英國在天津取得租界時，美國也分
到一塊，懶得用，甚至私下轉讓給英國；八國聯軍
侵華，《庚子條約》讓中國被迫付出四億五千萬両
紋銀，美國雖沒有出兵，也拿到總賠款的
7.32%；釣魚島本是中國故土，戰後美國卻將釣魚
島管理權交給日本……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民脂民膏滋養了列強的富

國強兵，讓他們好整以暇，邁向「文明」、發展「民
主」、講求「人權」。中國則經歷被侵略、內戰與種
種錯誤，至今才站穩腳步。中國的崛起完全來自人民
的胼手胝足，既不折騰他國，也不冒犯鄰居，從不靠
侵略和殖民，靠的是我們人民的聰明勤奮。

美國扮演世界警察讓人難心服
美國主導世界，超過半個世紀，一直扮演「正

義」角色，到處設立基地，控制海航要衝，對異己
者發動戰爭，顛覆不同政見者的政權，還拚命對外
輸出被認為是普世價值的自由與民主，擾亂別人視
線，製造美國文化先進的假象。人如果不檢討自

己，反而諉過他人，這個國家能讓人心服嗎？自己
用盡一切邪惡手段卻扮演世界警察，有資格嗎？如
今自己問題都解決不了，還對別人指指點點，不是
很可笑嗎？看問題只用以己度人的小人之心，究竟
了解中國嗎？了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嗎？了解中華
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截然分別嗎？
西方文化之根在理性思維，是外向型的，只及

於事而難達於心；發生問題只在操作上、法例上解
決，而較少深入到人心上來。「物競天擇、適者生
存」，「優勝劣汰」等思維觀念，為一直延續到當
下的「種族優越論」、「白人至上主義」提供了內
在的精神支撐。西方帶領下的現代文明，人已變成
工具、變成動物、變成新野蠻人，但卻比過去的野
蠻人厲害，因為掌握知識、掌握科技，扭曲為「自
以為理性，但偏偏不像人」的文化。

中國禮德治國冀世界「和平共存」
中國文化講「民本、天命與天人合一」，天就

是命，天命即民心，是以民為本、敬德保民。誠
意、正心、正己、正念，格物致知，而非向外求
知，是吾心通向外物時如何得其正、得其真、得其
道。講到底是修養問題，而不是知識問題。中國人
不是不關心知識，而是更重視求知時的態度。意
誠，才不會以私意宰割萬物；心正，才不會被慾望
牽扯。從人性出發，德以治之，正心誠意，才能達

致儒家思想所建設的「富而好禮」的社會。
中華民族以農業立國，以禮、以德治國，自古

推崇「協和萬邦」、「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和平思
想，不崇尚武力。幾千年來，我們一路受到外敵入
侵，因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予以還擊，築萬里
長城以禦外族。經歷過幾千年的戰爭，我們更知曉
和平的難能可貴，既沒有壓迫其他民族的野心，也
沒有自認為是天下第一的狂心，希望世界可以「和
平共存」。「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
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相反，中國拚搏奮
進的動力來自一代代中國士大夫對國家的責任：顧
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林則徐的「苟利
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譚嗣同的「我自
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都是士大夫內心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歷史擔當。
中國和美國的局勢，此盛彼衰，一邊是彭斯高

舉的「美國價值」在事實面前分崩離析，一邊是中
華文化支撐着中華民族正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
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這正是文化的較量。
我想告訴西方，中華文明經歷了那麼多的苦

難，正如當年經歷秦火，儒學與國學的潛德幽光，
到了再為人類認識和發揮功用的時候了！我還想告
訴彭斯之流的美國人，想評論中國的問題，應該先
好好學習中國的歷史、文化！（續昨日，全文完）

評論中國問題 應先學習中國文化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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