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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暴派和黑衣暴徒在8月5日、
9月2日及11月11日，發起所謂
「三罷」行動 — 罷工、罷課及罷
市，目的就是迫使政府回應他們的
無理訴求。暴徒在「三罷」行動中
的一舉一動，一次又一次挑戰法治
的底線。
事實已擺在眼前，暴徒在每一

次所謂「三罷」行動中使用的暴
力是愈演愈烈，市民對這班暴徒
所作所為，怨恨程度越來越高。
當8月進行第一次所謂「三罷」
時，暴徒阻礙地鐵車門關上，迫
使乘搭港鐵的市民，在車廂內呆
等幾小時。當時，有部分市民仍
覺得問題不大，認為暴徒只是發
洩心中的不滿，造成其他人的不
便，因此予以理解。縱暴派和暴
徒把市民的抱怨看成是畏縮怕
事，又見港鐵未依港鐵條例對其
違法行為進行追究，因此暴徒違
法的膽子越來越大。
更過分的是，暴徒食髓知味，

又在中小學開課日進行第二次所
謂「三罷」，除阻礙港鐵外，暴
徒更將雜物堵塞主要公路，暴徒
的目的就是要市民陪他們「攬
炒」！但很多市民合力搬走堵塞
馬路的雜物，將在港鐵月台上
「玩塞門」的暴徒趕走，務求一
定要返到公司上班為止。暴徒在
11月11日當日全面堵塞交通，造
成大塞車，天怒人怨。暴徒在荃
灣線列車的車廂內縱火，務求要
與市民「攬住來燒」。有網民拍
到暴徒在啟業邨一帶堵路，上班
途中的市民紛紛下車，移走雜
物。另外，有市民對暴徒行為感
到不滿，暴徒二話不說，將易燃
液體淋在市民身上並點火！當暴
徒的手法越來越兇狠，市民的反
抗亦越來越激烈。
自從6月至今，足足5個多月，

打工仔每日返工、收工都好似上前
線打仗一樣，擔驚受怕，求神拜
佛，希望能夠平安到埠。最後，以
下是全港打工仔的心聲：

夠啦，我們受夠啦！
這些日子幾時可以完？
香港幾時可以回復平靜？

馬駿

針對建制派候選人的暴力行為又
再升級，日前屯門樂翠選區的候選
人何君堯慘遭兇徒用刀刺傷，傷口
僅在要害心臟之旁，完全是意圖謀
殺。由於自6月起的氛圍下，針對
建制派參選人的滋擾甚至打擊並未
被遏止，反而升級至危害生命安全
的情況，讓人關注政府相關部門是
否仍有能力保障選舉公平及安全，
政府及各界必須正視，讓選舉可在
公平、公正下進行，也讓廣大選民
可在免於恐懼下投票。
現時針對建制派候選人的暴力可

謂層出不窮，包括：不斷對候選人
的辦公室進行破壞及縱火，破壞宣
傳物資及對街站作出滋擾，襲擊候
選人，進行不實的網絡抹黑，甚至
發生意圖謀殺候選人的事件。如此
一來，選舉明顯已經不在公平及公
正下進行，建制派候選人及團隊的
工作必然一再被打亂及影響，也無
法在原有而合理及公平的渠道下接
觸選民。
與此同時，在暴徒龐大的黑色恐

怖氛圍下，市民必然擔心其表態將
會被暴徒針對，以及遭到網絡起
底。最明顯的影響在於過往餐廳及
店舖都會貼上東主支持的候選人的
海報，但不少東主為免被暴徒破壞
商舖，迫於壓力只能將他們對建制
派的支持埋在心裡；同時，雖然政
府過往強調投票過程完全保密，但
鑑於過往有不少公務員曾違反政治
中立在《逃犯條例》修訂一事上作
政治表態，讓人質疑政治中立在一
些公務員心中早已蕩然無存，過往
甚或有公務員儘管為facebook其
中一深黃地區專頁的版主，然而也
可作為該地區的票站工作人員，讓
人咋舌；此外，過往甚至發生有暴
徒堵路並要求市民表示與他們同一
立場才可放行，有關情況也讓不少
市民擔心投票當日的人身安全。
遺憾的是，事實證明政府仍未能

遏止現時的選舉不公狀況，也未能
給予市民充分信心，讓他們可以在
免於恐懼下投票，故選舉已在非常
不公平不公正的情況下開展。儘管
區議會是香港的重要諮詢架構，故
押後或取消選舉仍是下策，但政府
也必須立刻想方設法確保選舉的公
平及任何人的安全，否則暴力歪風
將會成為日後任何選舉的模仿對
象，選舉制度無疑已無法達至原有
設計時的效果，即使投票最後終於
完成，但看來這場選舉已與民主完
全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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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罷」是恐襲 預演暴力干擾選舉
2019 年11月11日，對香港歷史而言肯定是瘋狂的一天，特區政府如何處理，對香港局勢以

至特區政府自身，有非常深遠的意義。這天竟然出現了黑衣魔火燒不同政見者的場面。從網絡流

傳的短片可見，有數位年輕人在和一位市民口角，市民只是說了一句：「你們都不是中國人？」

然後再過數秒，便有一黑衣魔十分嫻熟地把易燃液體潑向這位市民，接着就點火，這位市民立即

成為火人。這根本是意圖謀殺，是以火焚不同政見者、以達到滅聲的恐怖襲擊。這種泯滅人性的

恐怖襲擊，可以發生在任何一位愛國人士身上，更可以發生在特區政府官員身上，更遑論警察。

馮煒光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昨晨7時不到便有人堵路、
破壞港鐵，以達到「三罷」（罷工、罷課、罷市）的
目的。黑衣魔曾多次號召「三罷」，但都不成功，因
為勤勞而善良的香港市民，特意提早上班來破解「三
罷」，但這次黑衣魔更可惡，提早進行全港暴力大癱
瘓以達到「三罷」目的，雖然效果仍然未達到他們的

期望，但已可視為11月24日區議會投票日的預
演。

筆者預料，黑衣魔為了嚇阻支持建制派
的選民投票，不讓他們以選票趕走

「縱暴派」（那些自我標榜為
「民主派」的政黨政客，

其實他們絕不民
主，看他

們如何對付不同政見者便知道）。黑衣魔極有可能在
選舉日早上6點便出動，令原本早上7點半開始運作的
投票站無法接受選民投票，甚至連票箱、選票能否安
全運扺全香港逾500個票站也未可知。黑衣魔更可能
大玩「火攻」，一眾建制候選人尤其勝算較高或知名
度較大的，隨時會變成「火人」。在毫無人身安全保
障下，這樣的選舉，如何能確保公平公正？選舉還有
什麼意義？
另外，一名交通警清晨在西灣河清理路障時，因為

被暴徒襲擊而開了3槍真槍，擊中一名黑衣魔。縱暴
派及其喉舌當然大肆攻擊警察，指責警察「不應開真
槍」，關槍的警察及其家人很快遭人「起底」，連他
兩名女兒的校服照也被傳上網，有網民更煽動攻擊警
察的兩名女兒。

昨日，多間大學出現有黑衣魔大肆搗毀的情況，有
人刻意阻撓學生上課，企圖

造成「罷課」的場面，中大、理大、恒大都因不安全
而宣佈停課；在紅磡隧道口，有疑似理工大學生不斷
從天橋上向下扔路障，堵塞交通，製造「三罷」的局
面。
修例風波發生5個月以來，暴力再次升級，恐怖襲

擊進入一個新階段。黑衣魔是在搞全天候擾亂、癱瘓
市民正常生活的一次「實驗」，也是為了在11月24
日投票日實施暴力，全面干擾選舉。

特區政府如何止暴制亂，保證選舉安全、
公平、公正，市民正在拭目以待。一眾
小民如筆者，只能自求多福，願
天祐香港，天祐香港市
民！

昨日，暴力再升級，大批暴徒燒隧道、破壞港鐵，
有男子因政見不同遭淋易燃液並被點火成火人，暴徒
暴行令人觸目驚心。較早前，區議會選舉候選人何君
堯被人行刺，種種跡象表明，建制派參選人已經沒有
了不受傷害、免於恐懼的自由。
違法暴力沒有藍黃之非，不論任何派別、任何政見

人士，都不應受到暴力威脅，違法暴力都應受到法律
制裁。但這5個月來，香港經歷了慘痛的「黑暗歲
月」，在「黑色恐怖」下市民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
日，生怕說錯半句，輕則被「起底」恐嚇，重則當街
被「私了」；商家不敢再表達政見，怕被暴徒無日無
之的縱火破壞，甚至連候選人的正當宣傳工作也受到
騷擾、破壞以至刺殺。暴力失控，只會造成更多的慘
劇，對香港而言，絕對是一場人為災難。

縱暴派一手炮製的災難
造成香港今日的局面，歸根究底，是拒絕與暴力切

割、死抱暴力的縱暴派政客縱容、煽動所造成。過去
香港政壇雖然壁壘分明，但不同派別都有共同底線，
包括反「港獨」、維護「一國兩制」、「和平理性非
暴力」，都是香港的主流價值觀和共同的政治底線，

就算近年激進「本土派」冒起，不斷衝擊香港的「和
理非」底線，但依然未成主流。
然而，在這場修例風波中，縱暴派早早就丟棄「和

理非」原則，不但沒有譴責變本加厲的違法暴力行
為，更與暴徒狼狽為奸。多名縱暴派政客紛紛走到前
線，為暴徒打掩護，配合違法衝擊，毛孟靜更稱呼暴
徒為「契仔女」。
縱暴派自甘墮落，造成了極惡劣的影響，令暴徒

更加有恃無恐，認為有縱暴派政客撐腰，自己更
「造反有理」，令到暴力難以收拾，最終演變成到
處縱火，到處破壞，動輒圍毆市民，以至殺警、謀
殺建制派人士。反對派在當中扮演了「煽暴者」的
不光彩角色。
近期，民意開始反彈，暴亂的規模在縮小，但暴力

程度卻不斷升級，已到了公然謀殺不同政見人士的恐
怖程度。但縱暴派至今仍然拒絕譴責暴力，更遑論與
暴力切割。對於何君堯遇刺，縱暴派有人冷嘲熱諷，
有人乾脆拒絕回應記者提問，而陳淑莊雖然有「慰
問」何君堯，但對於暴力就拒絕譴責。

縱暴派的立場已經很明確，就是絕不會與暴力割
席，即使暴徒如何襲擊市民、如何破壞公共設施、

如何搞得香港民不聊生，縱暴派就是死抱暴力。在
暴力與「和理非」路線上，縱暴派已經作出了抉
擇。
正如梁家傑所言，暴力有時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對

縱暴派而言，爭取暴徒支持，無疑是討好激進選民、
在區選大勝的手段。縱暴派為了吸納激進「本土」、
「深黃」的票源，全面擁抱暴力，更顛倒是非抹黑警
方「濫暴」，打的完全是選舉算盤。這說明，在區選
前不論發生什麼情況，縱暴派都不會與暴徒割席，暴
亂恐怕無日無之、愈演愈烈。

用好手上票止暴制亂
香港要止暴制亂，打擊暴徒的囂張氣焰，除了要大

力支持特區政府和警隊的止暴懲暴外，市民手上還有
最大的武器，就是用好手上一票。將縱暴派趕出議
會，讓縱暴派看到市民的真正呼聲，看到討好暴徒得
不償失，知道暴力沒有市場。
只要反暴的民意形成，平息暴亂將水到渠成。「自

助者，人恒助之」。止暴制亂不能只靠政府、警隊，
市民也要行動起來，必須用好手上一票止暴制亂，在
11月24日的區選上，為這場風波畫上休止符。

反對派死抱暴力 市民用選票止亂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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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於上周六在禮賓府閉門舉行的勳
銜頒授典禮，涉在會場舉起誣陷警隊的標語並叫囂，
滋擾在場的受勳人士和其他嘉賓，干擾典禮進行，結
果被現場保安人員驅逐出場。許智峯冥頑不靈，今年
已因他搶奪女行政主任手機一案被裁定襲擊罪成立，
被判處社會服務令240小時及罰款，似乎，許智峯卻
未有吸取教訓，依然故我，或許，在他的字典，未有
「守法」的概念。
勳銜典禮是一個莊嚴的儀式， 是官方表彰社會

各界對香港作貢獻的人士，尊重場合和受勳人士是
基本的禮儀，許智峯在這麼莊重的場合，卻亮出
示威標語和叫口號，是摸錯門，更是視法治秩序

為無物，很難令人想像許智峯是一名立法會議
員、更是一個法律學位持有人，卻知法犯法，目
無法紀。
許智峯借在勳銜典禮示威「抽水」，來博取區議會

票源，事實上，許智峯除了愛「搶風頭」，也曾有在
議會「搶手機」和「搶嘜」的不良記錄，視議會為暴
力遊樂場；許智峯早前更不顧自己立法會議員的身
份，並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結果因而被捕，可見
許智峯是濫用抗爭手段的常客。
輕民生、重抗爭，從來不是選民的那杯茶，市民不

希望見到政棍透過騎劫民生，把暴力抗爭文化帶到議
會，許智峯在搶奪女行政主任手機案後，背上了欺負

女人的惡名，已流失了不少女性票源，現在更抗爭上
癮，連受勳場合也不放過，騎劫典禮，似乎未有汲取
搶手機刑事案沉重的教訓，怎能叫選民再給他改過自
新的機會呢？
在典禮上，保安合力送走許智峯這個瘟神；在選舉

日，香港人也不要姑息暴力，要向「搶」慣「鬧」慣
的政棍說不，以免再次引狼入室，令區議會淪為抗爭
之地，或令選區淪為暴力溫床，選民宜珍惜手中選票
支持對社會有承擔的候選人，送走只懂「搶」和罵的
不智瘋狂政棍。

許智峯為中西區中環選區候選人，同區候選人包括
黃鐘蔚。

許智峯騎劫授勳典禮漠視法治
篤行

近日，英國和德國先後允許華為參與本國5G網絡建
設，讓美國十分氣憤，叫囂可能會被中國「木馬屠
城」。美國如此聲嘶力竭地炒作「華為威脅論」，既
是要收拾華為防止挑釁美國國家利益，同時也是對中
國快速發展加速度的極度恐懼。
華為究竟「侵害」了美國什麼利益？美國認為至少

有兩大利益，一是商業利益，二是安全利益。商業利
益比較好理解，華為越來越強大讓美國政府和企業無
所適從，單純從技術角度競爭無法與華為比拚，畢竟
華為兵強馬壯，資金雄厚，人才濟濟，視野前瞻，這
是美國政府和蘋果、思科以及高通等公司不具備的潛
在優勢。因此，美國人擔心假以時日，華為取代美國
公司就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只有把華為扼殺在搖籃中
才是上上策之選，不然華為不僅會在5G標準上領先美
國，也會引領未來的6G標準，美國不自信，存在強烈
的現實危機感。

美擔心華為做大挑戰其科技霸權
再有就是侵犯了美國的所謂國家安全。因為美國的

技術絕對領先，因而可以利用「信息高速公路」監控
全世界，一旦其他國家放棄美國選擇華為產品，那麼
美國監控全球的能力就會大大降低。華為多次承諾會
與其他系統使用國簽署安全保障協議，但美國依舊不
依不饒，因為華為不監控不等於美國不監控，華為是
光明正大的商業行為，美國則是心懷鬼胎的陰暗心
理，讓美國放棄監控全球的權利就等於放棄領導全球
的能力，無論誰當美國總統都不會允許其他國家挑戰

美國的科技霸權，畢竟有了科技霸權的基礎，才有了
美元霸權、制度霸權和軍事霸權，美國擔心華為做大
來挑戰自己的科技霸權。

既然如此，那就不僅美國不允許本國使用華為設
備，美國的盟國，如英國、日本、德國及北約和歐盟
國家也都在美國的算計之中，畢竟這些盟友一旦使用
了非美國標準和產品只能讓美國失去對小弟們的控
制，這是當大哥最擔心的事情，打壓華為就是要控制
小弟。斯諾登早就告訴世界，真正利用「木馬屠城」
恰恰是當帶頭大哥的美國，而不是中國的華為，華為
的坦蕩心胸是美國人的狹隘思維完全無法比擬的，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中國人信奉的處事哲理。

中國鼓勵更多華為強大起來
美國最大電信運營商之一的AT&T公司總裁曾一語

道破天機，「選用華為的產品會大大降低5G建設費
用」，但這些美國本土企業的建議從來沒有得到美國
國家安全部門的認可和批准。這也充分說明華為產品
的市場競爭力極強，讓美國政府擔心一旦允許華為進
入美國市場則會導致美國的全球5G市場不保，因為美
國的產品不具備技術和價格的雙重競爭力。為了對付
華為，美國只能用「危及國家安全」這樣老套的政治
說辭來試圖說服自己、說服盟國，把其他國家當傻子
來欺騙。但事實證明，這一切都是徒勞的，英國和德
國等國允許華為入圍，恰恰說明他們經過產品測試，
對華為技術是有信心的，因此華為是打不垮的，所以
美國政府和軍方才會氣急敗壞。

在中美貿易談判期間，中國提出來要解除美國對華
為等公司的無理制裁。實際上，中國考慮的不是華為
一家，而是眾多被美國制裁的中國企業，表面上看是
為了保護華為等企業，實際上此舉是針對美國的貿易
保護政策，華為等企業就是美國貿易保護政策的犧牲
品。因此，在中美貿易談判中談及華為就是再自然不
過的事情。
如今，華為已經成為美國重點打壓和扼殺的對象之

一，就是因為美國不希望中國有華為這樣具有挑戰性
的創新型企業，也不敢和華為堂堂正正地搞技術競
賽。美國不僅擔心今天的華為，更擔心明天的華為，
不僅擔心今天的中國，更擔心明天的中國，華為只是
中國的一個縮影，所以要通過打壓、圍堵、扼殺，讓
華為沒有今天，更沒有明天，讓中國沒有今天，更沒
有明天，這就是典型的政治迫害和科技遏制。但這
也恰恰說明一點，華為的發展道路是正確的，中國
需要更多像華為這樣的企業紛紛強大起來，就可以
讓美國堵無可堵，終究無法遏制，因為遏制不過來
了。但面對美國的刁難和圍堵，華為依舊要當自
強，中國企業當自強，中國當自強。無論是哪一個
國家、哪一家企業，只要能做出有益於人類科技進
步的事情，都應該積極鼓勵，這就是人類命運共同
體的大同思維。但遺憾的是，美國人不懂，其實不
是不懂，是不想懂，「一山不容二虎」、「零和博
弈」才是美國人心裡根深蒂固的霸權思維作祟，要
想讓這樣的對手放棄敵視，你只有比它強，這才是
真理，也是叢林法則。

美借強力圍堵華為打壓中國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