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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堯遇刺全港震驚，更令人關注在恐怖暴力陰影下，
區議會選舉能否安全公平進行。陳淑莊代表反對派慰問何
君堯，還要求警方一視同仁地也調查反對派議員受傷事
件；而朱凱廸在回應有關問題時聲稱，不接受襲擊事件，
亦不認為要押後區議會選舉，他更以阿富汗、日本、美國
等地並無因襲擊事件而放棄選舉作例證。反對派從不與暴
徒割席，陳淑莊惺惺作態地「譴責」刺殺事件，朱凱廸混
淆概念的表態，正正暴露反對派為收割暴力紅利，不惜自
相矛盾、欺騙選民，所作所為都是為選舉利益計算。
修例風波中，儘管暴力持續升級，反對派一直沒有也不

敢隻字批評，反而與暴徒稱兄道弟，為暴徒提供庇護，以
博取暴徒好感，將暴徒美化為「勇士」、「義士」。最令
人反胃的是，個別知名人士又再顛倒是非，替暴力行為合
理化。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公然指「暴力有時是解決問題的
辦法」；法律學者戴耀廷之流更為「私了」行為尋找理論
基礎，指在一些情況下「私了」是可以接受、不能太過政
治潔癖云云，這較之「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用心更
險惡、影響更惡劣。

如今眼見暴力失控，暴徒在光天化日行刺立法會議員、
區選會候選人，反對派擔心盲撐暴力會有反效果，恐流失
「和理非」的選票，陳淑莊代表反對派「譴責」刺殺事件
顯然並非發於真心，更不可能會與暴力切割，誰都看得出
不過是箍選票的權宜之計。過去5個月來，建制派人士以
至普通市民被暴徒「私了」，被打得頭破血流，甚至被除
褲羞辱，反對派視若無睹，從來沒有批評過暴徒半句，修
例風波引發變本加厲暴力現象，根本就是反對派煽動、縱
容、坐大而導致的，陳淑莊忽然「譴責」，虛偽至極。

暴力氾濫成災，已經全面蔓延至區選，針對建制派陣營
的暴力惡行層出不窮，對選舉的公平公正安全構成重大威
脅，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也是任何法治文明社會不能接受
的，社會要求押後選舉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但是，反對派作為暴力的最大得益者，迫不及待收割在

暴力加持下的選舉結果，自然拋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完成這
場不公平、不公義的選舉。朱凱廸舉例指，阿富汗今年的
總統選舉，雖然當地襲擊事件導致85人死亡，373人受
傷，在塔利班公然恐嚇之下，選舉不僅無改期，且仍有
200萬人投票；另外，美國及日本都有候選人在大選前遇
刺，但當地均如期選舉。

朱凱廸舉的例子與香港目前的情況不僅不可比，而且根
本偷換概念，誤導港人。

首先，這些襲擊例子，一是針對政府、針對社會的恐怖襲
擊報復，一是針對單一候選人的暴力襲擊，是個別事件。

目前美國、英國正在或即將進入選舉期，即使政爭激
烈、火花四射，有發生類似香港的暴力襲擊事件嗎？有某
個政黨成為暴力專門攻擊的目標嗎？反對派一向以美英為
師，為何不學人家尊重法治公平的民主選舉風氣？
至於阿富汗的例子就更不堪。阿富汗有選舉又如何，選

舉換來了安全民主嗎？請朱凱廸和反對派回答這個簡單的
問題。香港要向阿富汗學習民主選舉，說這樣的話，真不
怕貽笑天下。只怕朱凱廸和反對派心目中，只要能勝選，
香港淪為阿富汗也在所不惜。難怪有網民笑稱：「朱凱廸
和黑衣暴徒等同塔利班。」

朱凱廸在訪問時指出，民主選舉的核心作用，在於以公
認的制度體現民意，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這番話無疑圖
窮匕現，兩個字：奪權。可是在暴力陰影籠罩下，香港的
區選還能算是和平、還能發揮民主選舉的作用嗎？朱凱廸
不要自欺欺人。

楊正剛

區議會選舉臨近，平常都習慣在網絡上看看朋友義工們
在選舉街站的情況，為參選的好朋友打打氣。6號早上手
機傳來何君堯議員遇襲消息，第一時間在網絡上看到現場
情況，見到遇襲的錄像，驚心動魄的一幕。幸好何議員平
時素有拳擊練習，反應來得特快，電光火石間避開了致命
的一擊；表面看像一丁點的傷口，到了醫院才發現低估了
傷勢，還得要馬上施手術清除碎骨和瘀血。據醫生說萬幸
肋骨擋了一刀，否則刀子插向心臟隨時致命。

細看錄影中每個細節，兇徒為令何議員降低防範之心，
先送上鮮花一束，可見兇徒是有預謀要取人性命，到底何
事要如此仇深？只能說今天的香港充滿各種說不清的仇
恨，人性最醜惡的陰暗面盡顯無遺。

暴力是絕對的「錯」，不論什麼原因下，使用暴力都是
不能開脫的罪行，暴力本身就沒有崇高的一面，如果有人
拿着「爭取自由民主」的招牌而肆意對不同意見者使用暴
力，這種民主是偽裝的獨裁，這種自由是剝奪別人自由的
霸凌。

從6月開始，一波接一波的暴亂，哪一次不是打着所謂
民主自由的旗號？接着是一次比一次更暴力的亂，好好的
香港現在真的搞到民不聊生。如果要先摧毀繁榮來建設另
一種繁榮，這個摧毀過程是否合理？又是否公平？別人一
輩子幾代人的經營，竟然要被毀掉而成就自己的未來，這
不是「掠奪」嗎？還說什麼榮光？這次暴亂潮的台詞是要
「攬炒」，自己沒有的也要毀了別人所有。當然，大家都
知道香港毀了，也不見得暴徒能得到任何好處，整個暴亂
就是一種暴力發洩的過程，不問因由也不問後果。
是誰在煽動我們幾代青年人的無名火？雖說這次是「無大

台」暴亂，但是傳播效率之高，比上次「佔中」有過之而無
不及，攻擊什麼商店更是行動一致，「散水」之快也是很高
效一致，現場沒有指揮，難以達到如此的能耐，躲在暗角
的可能看不透，但是陽光底下的還有一眾帶頭率領的縱暴
派議員，林卓廷、許智峯、鄺俊宇、鄭松泰、陳淑莊、毛
孟靜、楊岳橋是赤裸裸地參與暴亂，更不斷忽悠年輕人上
街，又提供源源不絕的法律協助逃避刑責。反對派如此賣
力煽動暴亂，就是為了嚇退建制的支持者，迫使其不敢投
票。這幫人的惡行應該受到社會的譴責，必須追究其刑責
到底，絕不能放過！止暴制亂是先從「制亂」開始，制亂之
後暴就必然止住；亂的源頭正是反對派政棍，清除反對派出
議會是制亂的關鍵，所以我們不能放棄，必須把握最後時
機，將垃圾暴民掃出區議會，阻止反對派奪權政變。

致使何君堯受傷的暴力不只傷害了其身，更傷害香港社
會的法治精神，目的不單只要謀害何議員性命，更是要挫
我們的團結和士氣，所以我們要沉住氣，凝聚力量踢走政
棍，反對派越是要奪權，越不能讓其得逞，越是要嚇怕我
們，迫使放棄投票，我們越要及早投票。

何君堯議員是對抗暴力的先鋒，遇強越強、迎難而上、
從不放棄，這次遇襲是意志力的考驗，強者的強大是通過
洪爐歷煉出來的，身上沒有傷疤就不能說是身經百戰的勇
士；我們更須團結一致，堅守香港！血債必須票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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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勉勵和鞭策特區政府止暴懲暴
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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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習主席會見林鄭之後，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

韓正在北京會見林鄭時，重申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仍然是香港當前最重要的任

務，特別強調這是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共同責任。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中央領導人高度信任林鄭，充
分肯定林鄭管治班子的工作，是
勉勵，更是鞭策。以特區政府的
實力，以香港警隊的訓練有素，
再加上有中央作後盾，不可能平
息不到幾千名暴徒的暴亂。中央

領導人敦促止暴，而且要求堅定不移懲暴，就
是勉勵林鄭帶領管治團隊「再出發、再前
進」，齊心協力，共同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行政立法司法各盡其職
暴亂曠日持久，一個重要因素是特區政府各

部門未盡全力，亦未採取一切法律方式平暴。
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門，構成特區政府的管
治框架，本應在止暴制亂中各司其職，但實

況不盡理想。
在行政方面，政府作為香港的管治
者，17萬公務員是維護香港法治

安定的中堅力量，不能靠警
隊孤軍作戰，政府部門

應 作 出 更 大 擔
當，全方

位支持配合警隊執法，更有力更有效打擊暴
力。不少政府部門在止暴制亂中彷彿置身事
外，引起不少批評。散播謠言、煽惑人心的
「連儂牆」遍地開花，食環署出手清理責無旁
貸，不能視若無睹。政府各部門必須上下同
心，立場一致，依法運用好一切手段打擊暴
力，減輕警方執法的壓力，彰顯與警隊共同進
退，才能有效遏止違法暴力。

在立法方面，建制派議員應更加旗幟鮮明止
暴制亂，維護立法會正常運作，反對煽暴派議
員騎劫議會。政府公佈以緊急法訂立《禁蒙面
法》，40名建制派議員發出新聞稿，表示支持
政府採用有效止暴制亂的手段，協助警方執
法，以便盡快恢復社會秩序。建制派議員仍佔
議會多數，在揭露和反對「泛暴派」議員騎劫
議會、煽動暴亂方面，可發揮更積極作用。

迄今未有暴徒判囚
司法機關處理暴亂的表現也不盡理想。警方逮

捕了逾3,000名暴徒，暴徒不僅絕大多數獲得保
釋，迄今更無一人被判囚。這些被捕暴徒，經過
落案程序後又重歸暴動前線，正因為如此，蒙
面黑衣暴徒才會肆無忌憚。有高等法院的法官

參與反對修例遊行及聯署，令人

質疑能否審理修例風波的案件。中央要求行
政、司法和立法機關共同努力止暴制亂，三部
門應合作共赴港難。2011年英國處理暴動事件
時，當地司法部門成立24小時特別法庭以加快
審理案件，本港司法機關應加以借鑒。
中央指出：「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仍然是香

港社會當前最重要工作，是香港行政、立法、
司法機關共同責任。」這是一針見血，切中肯
綮，值得特區行政、立法、司法部門深思和改
進工作。
林鄭月娥表示，習近平主席接見她時給予

她和特區政府信任和支持，令她更加堅定止
暴制亂決心。她和特區政府將堅持「一國兩
制」方針，堅守法治，以最大決心盡快止暴
制亂，令香港恢復平靜，重新出發。廣大市
民期望特首和特區政府不負中央重託，堅定
不移止暴懲暴。特首林鄭月娥帶領特區
政府止暴制亂的工作已取得一定成
效，接下來全社會必須齊心抗
暴，香港才能夠盡快恢復
秩序，走出困局。

香港肆無忌憚的暴行開始從
街頭蔓延到各個領域，連正在

進行中的區議會選舉都受到衝擊。立法會議
員、區議會屯門樂翠選區候選人何君堯在擺
街站期間，竟被假扮支持者的暴徒借送花拔
刀襲擊。連原本和平理性、服務市民的區議
會選舉都遭到暴力的嚴峻挑戰，再次證明暴
力企圖摧毀香港的法治、民主制度，摧毀香
港的核心價值。事件必須引起特區政府和警
方以及全港市民的高度重視，暴力正向香港
的民主正義挑戰！
事件發生在6日早上8時44分，網上片段顯

示，一名男子手持一束花，主動走向何君堯，
又與他握手並要求合照，然後突然從包中拔出
一把刀，刺向何君堯胸口。何君堯頓時血染白
衫，隨後被送往醫院。襲擊男子也被現場人士
合力制服。

以暴行破壞選舉打擊建制力量
因為堅定的愛國愛港立場以及守護香港正

義價值的決心，何君堯一直受到反對派的攻
擊，從惡意誹謗到扒他親人的墳墓，何君堯
堅持正義從不屈服。這次在區議會選舉的宣
傳活動中遭遇攻擊，暴行不僅針對何君堯個
人，也正正想打擊愛國愛港力量，以暴力破
壞選舉。

事件引起香港社會一片嘩然。何君堯受襲並
非個案，資料顯示，近日已有超過150個建制
議員辦事處受到破壞，在地區擺設的街站遭到
不同程度的滋擾，更多的建制候選人在網上被
欺凌、抹黑，受到不同程度的恐嚇、騷擾乃至
受襲等等，令人擔憂選舉中的正義力量正在不
斷受到騷擾；候選人的安全正受到威脅；能否
落實選舉公平、公正令人擔憂！

經過一場風波，本次區議會選舉對香港十分
重要。議會選舉乃君子之爭，候選人通過理念
和態度為市民服務，也反映民眾對居住社區美
好生活的期待，完全有助於緩解香港當下的社
會矛盾，讓原本無休止的爭議通過和平理性的
選舉來解決。但是少數激進和暴力分子不願看
到這一局面，不希望香港回歸和平理性，他們
企圖將暴力延伸至社區，從根本上破壞一場公
平公正的選舉，趁機撈取政治利益。惡行讓香
港的民主根基陷入危境，令和平理性蕩然無
存，實在令人不齒。

一場公平公正選舉對港最有利
保證選民能夠安全及「免於恐懼」地投票，

是民主政治的最基本要求。平情而論，只要處
於一個公平公正的環境，選舉就能夠發揮優勝
劣汰的功能，選出真心為地區服務的區議員。
但當違法和暴力事件不斷發生，就會產生選舉

不公，如果連選舉公平也保障不了，還談什麼
爭取權利？持續的暴力對選舉制度和香港法治
形成重大衝擊，這種環境下香港難言希望，更
不會有未來。
可以看到，從暴力示威到選舉亂象，香港5

個多月的暴亂和失序，正在向各個領域蔓
延，這種暴力並不僅僅局限於行動上，更存
在於言語上和網上的種種抹黑。暴徒在港九
各區大肆破壞和將暴力帶到選舉，二者實際
上並不孤立，都是擾亂香港黑雲中的一環，
是暴亂的一部分，暴徒不斷轉移視線，目的
就是使這場亂局持續地擴展開來、蔓延下
去，甚至於形成更大的亂局、危局，這種跡
象值得特區政府、警方和社會各界高度警
惕。
對此，特區政府和警方必須設法制止任何針

對選舉的暴力行為，警惕選舉中的各種違法行
為，確保區議會選舉的合法公平，確保參選人
的人身安全、讓競選活動能夠順利開展以及每
名選民都能安全投票。只有一場公平、公正的
選舉才是對香港最有利的。
受到暴行迫害的何君堯無畏無懼，在醫院發

聲明強調「穩定勝於一切，我們要止暴制亂，
讓香港社會回復安寧」。同樣，香港不會被暴
徒擊垮，愛國愛港力量不會向暴行低頭。何君
堯不會倒下，更多的香港人要站出來！

絕不容許暴行挑戰民主正義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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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特朗普上台之初到現在，可以把朝美關係
的歷程歸結為一波四折，2017年的特徵是危
險，2018年表現為緩和，2019年上半年則為
維持，2019年下半年面臨新的挑戰。朝美之
間當前這種不進不退、不死不活的狀態可能在
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被打破。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今年元旦的新年賀

詞和在4月12日最高人民會議作報告時都表示
今年年底是朝美談判的最後期限。朝中社10
月29日報道稱，朝鮮國務委員會第一副委員
長、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崔龍海日
前表示，半島局勢正處於重大關口，只有美國
撤回對朝敵對政策，韓國積極走民族互助道
路，無核化才能真正取得進展。

朝美博弈難有進展
此前，朝鮮外務省顧問金桂官和朝鮮亞太和

平委員會委員長金英哲分別於10月24日和10
月27日發表談話，敦促美國今年年底前拿出
新方案參與朝美對話。朝美關係似乎即將進入
一個關鍵的節點，恐怕美國再難以虛與委蛇。
否則，朝美關係和半島局勢將會面臨嚴峻的考
驗。
客觀地說，為了不使雙邊關係倒退，朝美雙

方都有所克制和讓步，美韓方面從2018年以
來對傳統的聯合軍事演習進行了適當的改版，
降低了演習規模和烈度，減輕對朝鮮的刺激，
但聯合軍演並沒有終止，仍然在進行，對此朝
鮮多次提出抗議。同樣，朝鮮方面從2018年
以來完全停止了核武試驗和洲際導彈試射，但

也進行了短程導彈和大口徑火炮的試射，據統
計，截至10月31日，朝鮮今年以來共進行了
12次此類試射活動。顯然，朝美雙方至少雙邊
最高領導人還是希望兩國能夠打破僵局並向好
的方向發展。
然而，朝美雙邊技術磋商和會談總是難以取

得進展，主要原因還是戰略信任和戰略決策問
題，美國方面基本上是堅持原有的原則立場，
不作讓步，想迫使朝鮮按照美國的意願棄核，
而在朝美關係正常化、建立半島和平機制、保
障朝鮮安全和解除對朝制裁等方面遲遲不肯拿
出具體方案和實際行動。

事實上，朝美正在進行一場嚴酷的戰略博
弈，不排除美國的計劃是試圖維持雙邊關係
不好不壞的現狀，在嚴厲的制裁中拖垮朝
鮮。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肯定又是一個戰
略誤判，因為當前朝鮮的處境根本不是歷史
上最困難的時期，況且朝鮮的戰略力量已今
非昔比了。
眾所周知，特朗普與金正恩個人之間的關係

是不錯的，這正是目前維持朝美關係不破裂有
力的紐帶。特朗普同前任相比，更加靈活，更
加務實，也不那麼敵視朝鮮。但是，在美國的
對外政策上，似乎並不是總統一個人說了算，
美國強大的鷹派勢力構成對特朗普的對朝政策
上巨大的牽制和掣肘，這就大大增加了朝美關
係不可控的風險性。

韓國發揮斡旋作用
儘管當前朝美關係和朝核問題仍處在機遇

期，但是，特朗普和美國政府即將迎來一個艱
難的抉擇，2019年年底即將到來，如果美國
方面仍然不拿出誠意和有效的措施，現狀必
將被打破。特別是2020年是美國的大選之
年，朝美關係和半島局勢對美國將是一個極
大的衝擊。對於朝鮮高官的上述對美喊話，
美國方面目前還沒有應對，可見，美國如何
面對年底這個重大的戰略關口，的確是一場
不小的考驗。
在當前形勢下不能不提一下韓國。在朝美關

係惡化時，韓國能夠發揮一定的斡旋的作用，
但當朝美戰略博弈進入深水區時，韓國幾乎是
一個旁觀者，韓國不具備說服美國或者朝鮮改
變政策的實力和資本，希望韓國能夠擺正心態
和位置。
特別是，在韓國存在一個戰略盲區，有不少

人堅持認為，韓美同盟是韓國安全的保障。所
以，維護韓美同盟應該優於發展朝韓關係。這
是一個本末倒置的錯誤認知，韓國根本的安全
保障應該是與朝鮮和解，並建立半島命運共同
體，這才是韓國的根本出路。如果方向錯誤，
無論韓美同盟多麼強大，半島都將長期處於動
盪和危機之中。

韓國應該要搞明白，現代戰爭（包括核戰
爭）輸贏已變得模糊，沒有贏家。未來韓國政
府最大的考驗是如何擺脫國內外勢力的牽制，
能否從根本上改善朝韓關係。
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力量已經發生了根本性

的變化，美韓方面能否真正認清形勢，能否逾
越年底的戰略關口，拭目以待。

朝美戰略博弈面臨重大關口
李敦球 曲阜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