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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4日，香港將舉行區議會選舉投票。
對關心香港未來的人來說，這是一個以票止
暴、挽救香港的關鍵時機，不容錯過。

過去五個多月裡，一些反對派議員顛倒黑
白，亂港禍港，鼓噪暴力。有這些反對派議員
撐腰，亂港暴徒們在街頭打砸搶燒有恃無恐，
甚至不斷挑戰警方執法底線，企圖把香港推向
萬劫不復的絕境。
全港市民朋友不要小看一張選票。用好手中

的選票選出什麼樣的議員，決定香港市民能過
什麼樣的生活，決定香港的前途未來。正如有
異地港人在網絡留言：「萬水千山也要趕回去
投票，為了香港的安寧！」

最近幾天，上街清障的香港市民逐漸多了起
來。這一積極現象傳遞的信息表明，市民已經
自發行動起來。香港市民清楚地知道，團結一
致，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凝聚成堅強的止暴制
亂力量，才能讓香港回歸理性，才能獲得最佳
的民主，保護香港每個市民的未來。
如今的香港既要街頭清障，更要在區議會清

障。要選出實幹為民、擔當為港的議員，並讓
那些禍害香港、支持暴力者出局，最有力的手
段就是：以票止暴！
對那些操弄社會對立、謀求火中取栗的投機

政棍，不應再給他們上台表演做騷作秀的機會
了。所謂的「民主派」，這些人的根不在香
港，心不在香港。他們持外國國籍，一心攪
局、搞亂香港，怎麼可能考慮香港市民的利益
和福祉? 他們的所作所為是為其外國主子效
力，不少人已經是赤裸裸的亂港禍港黑手，是
鐵板釘釘的當代漢奸！
正如年近70歲的香港市民鄭伯所言，市民

的眼睛是雪亮的，建制派做實事，為民服務，
人人有眼見；反觀亂港泛暴派，在立法會阻撓
政府施政，點燃社會仇恨情緒，慫恿香港年輕
人上街搞暴力。鄭伯說，希望市民團結起來，
一起向暴徒說「不」。香港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也表示，區議會選舉本應聚焦民生，為當區
居民解決一些實際問題。但煽暴派企圖將今年
的區選政治化、暴力化，一些煽暴派候選人甚
至沒有政綱，只會抹黑、攻擊建制派候選人。
這些專心於政治角逐或宣揚暴力的人絕不可能
真正把精力放在這些基層事務上，基層問題只
會越積越多，民生矛盾只會越來越深。

廣大香港市民要擦亮眼睛，區選的這一票斷
沒有理由投給禍害香港的候選人！有理智有良
心的市民，要關注那些扎根社區、服務社區，
多年來以汗水灌溉社區的候選人；關注那些歷
經風雨考驗的建設派；關注那些為市民福祉
想，真建設、不破壞的候選人。
24日是市民們以票救港的機會。請選出身

邊實幹為民、擔當為港者，請以票止暴、挽救
香港！

大灣區之聲票投建制力量 反暴力重建家園
今日是區議會選舉投票日。在過去近六個月的修例風波中，縱暴派以所謂「抗

爭」、「革命」等口號，作為包庇暴徒的遮羞布，更不斷在亂局中添油加醋，煽動社

會大眾把怒火延燒到區選，從中撈取選票和政治利益。香港正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黑

勢力利用年輕人的熱情，摧毀社區和校園，衝擊香港的法治、繁榮，挑戰「一國兩

制」底線。儘管建制陣營飽受暴力的恐嚇攻擊，但為了守護香港未來，一眾默默耕耘

社區的建制派候選人無畏無懼，堅守初心，服務市民。救香港，護家園，社會各界必

須以神聖一票支持建制力量，一起掃除暴力陰霾，讓香港再現晴天。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多年來，建制陣營以謙卑實幹的
態度服務社區，由於地區工作扎
實，向來在區議會選舉有較大優
勢，贏得普羅市民投下信任一票。
奈何，反對派近年經常耍手段、走

捷徑，他們為了搶奪地區事務的話事權，每逢選舉
前夕就會炒作政治爭議，把社區民生事務政治化，
企圖煽惑、誤導選民，以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

縱暴派當選 絕非香港之福
今次也不例外，儘管特區政府在修例風波中一
退再退，不惜撤回修例，警隊由始至終使用最低

限度武力止暴，但縱暴派一直包庇暴力，為
暴力升級推波助瀾。眼見暴徒為癱瘓香

港、脅迫市民「三罷」，在多處縱
火燒車、攻擊港鐵和商舖、

「私了」成風，縱暴派仍
宣稱「不割席」，

反而將矛

頭指向中央，挑撥警民矛盾。這一切，暴露縱暴派
配合外力亂港，挾洋自重，同時因選舉作怪，旨在
博亂撈票。

值得社會各界深思的是，當區議會淪為政客反中
亂港的陣地，是否普羅市民之福？以2003年區議會
選舉為例，建制派因受到「23條立法」風波拖累，
不少質素平庸、毫無地區實績可言的反對派，只要打
着「民主」旗號，竟贏了在地區默默工作多年的資深
建制派議員。但歷史的經驗清楚告訴市民，這些突然
「空降」社區的反對派，當選後對地區服務得過且過、
敷衍了事，四年過去，市民必然唾棄只事政爭、不重
服務的政客，建制派終收復失地。

相對2003年的政治風波，今次香港在黑勢力籠
罩下，建制派區選候選人面臨更艱巨的硬仗。連月
來，建制陣營辦事處遭到逾百次的縱火破壞；建制
派候選人及助選團隊屢屢被「起底」恐嚇，甚至遭
騷擾施襲；在暴力淫威下，商戶及支持者因安全考
慮，只能低調打氣。

儘管如此，建制陣營依然咬緊牙關，堅持服務
市民，在競選工程中打拚。皆因大家深明，破壞容

易建設難，香港止暴制亂過後，

需要更大力量重建社區、紓解民困。

選民用手中票懲罰暴力守護家園
修例風波以來，全城在暴徒打砸搶燒下變得滿

目瘡痍，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日前將2019年香港
經濟增長預測下調至-1.3%，這將是香港時隔10
年後再度出現經濟年度負增長。大部分香港市民曾
飽經沙士期間經濟蕭條的苦況，倘未來香港經濟因
暴動事件造成持續下滑，每一位香港市民，尤其是
中下階層，很可能再次陷入「苦海」。
民生無小事，點滴見初心。曠日持久的暴力政爭，

只會養肥縱暴政客。香港要走出陰霾，再次放晴，還
需要社會各界實事求是，齊心協力。區議會選舉
事關重大，盼望市民以大局為重，與縱暴政
客割席，支持執法者和司法部門把違法
暴力分子繩之以法，以自己手中一
票懲罰縱暴、煽暴的禍港亂
港分子，守護家園，
守護未來。

「修例風波」至今已有5個多月，香港暴力極端
分子到處堵路與警方對峙、打砸公共設施及商店、
當街扔汽油彈縱火、甚至毆打不同政見者，還企圖
通過製造假新聞與謠言煽動香港社會分裂，完全違
背了香港社會的法治精神，香港已經到了與極端心
態切割的關鍵時刻。
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

會晤時表明，當前香港最緊迫的任務是「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任何珍惜香港法治與自由精神的
人，都不願看到一個極端的香港。作為愛國愛港的
社團代表，本人呼籲社會必須立刻同任何形式的暴
力割席，敦促激進示威者放下手上的汽油彈，重歸
理性。
當暴亂者用恐怖主義的手段威脅政府讓步及嚇

阻市民，反而激起了更多市民的厭惡；令人欣慰的
是，近日，香港社會希望恢復秩序的正能量進一步
聚集，在遭受激進分子連續幾天的大範圍堵路破壞
後，許多香港市民上周末自發走上街頭清理路障，

幫助恢復交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影響的市民
對示威者的粗暴行為不再沉默，這也顯示出主流民
意對暴徒破壞行為的厭惡，對止暴制亂的渴望。日
前駐港部隊官兵加入清理工作，協助市民完成周邊
道路疏通，恢復街道交通，贏得現場市民陣陣掌
聲。
大學校園是一處進行教學、科研活動的場所，

而絕不是用來搞政治的，即使師生在政治立場上
有矛盾，在思考模式上有所不同，都應彼此尊
重，相互理解，不應陷入「政治化」或訴諸暴力
的漩渦。但香港部分大學的校方反暴力態度模棱
兩可，既經常以「保護學生」、「捍衛校園獨立
性」為由，阻礙警方執法；同時又對參與激進行
為的該校師生、躲入校園的不明身份的激進分
子，採呵護姿態；這種「不敢管，也不願管」的
態度，嚴重影響到很多學校的教學秩序與學生安
全。
綜觀世界歷史，凡是因為政治紛爭陷入暴力爭

鬥的地方，最終結局都是陷入混亂和衰敗的悲情，
最大的受害者則是無辜市民，不但生活福祉大幅降
低，甚至生命安全都無法得到保障。今天香港的深
層次問題其原因由來已久，要徹底解決尚需時日，
但無論觀點與立場如何，為了香港的最根本利益，
我們都應該清清楚楚向攬炒暴力說不，不容我們的
家園走上不歸路。
精明的市民已經看得很清楚，煽動暴力派為一己政

治私利，不惜對暴徒肆意堵路、縱火、傷人甚至殺人
等嚴重違法行為隻字不提，言行顛倒是非，目的是為
了製造「黑色恐怖」，藉此撈取政治利益，所謂「反
修例」不過是反對派的虛偽政治炒作。近月有選舉候
選人及公衆人物受襲、議員辦事處被毀，情況令人擔
憂，但每一個真正熱愛香港的市民都應站出來向暴徒
與暴力割席，凝聚起反暴力、護法治、保穩定的正能
量，讓11月24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能和平、有秩序
地進行，並將神聖的一票投給維護香港長遠發展的真
正愛國愛港候選人。

用好神聖一票向暴力攬炒說不
陳閃 海南省政協常委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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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選舉今天舉行，今次區選報名人數創新高共
1,090人。據統計，屬於非建制的佔46%，建制派佔
41.7%，其他佔12%。在許多關鍵大區，例如港島
中西區、灣仔區，九龍的油尖區、九龍城區，新界西
的屯門區，非建制候選人都佔45%以上，灣仔區更
高踞51.7%。看來，煽暴派和反對派想乘亂奪權是
志在必得。這就孕育出一個危險的怪胎：區議會議席
的多數有可能被反中亂港者佔領，或被蒙面暴徒竊取；
以此為轉捩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施政或被基層的
反對力量架空，管治更加困難，香港社會更永無寧日。
因此，用選票粉碎黑衣暴徒竊取區議會議席便是當務
之急、人人有責。

其一，必須用選票阻止披着羊皮的狼竊權。港
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人3個月前才參加暴亂，現
在卻變身為「中立」派參選；有人曾擁着「光復香

港」黑旗加入復辟港英殖民統治，現在卻打扮成
「政治素人」混入；還有一些野心家、失意者、不
學無術的人、啃老族……。故投票前須帶眼識
人，以免把票投給披着羊皮的暴亂分子。
其二，要用選票回擊黑衣暴徒的要挾。11月16

日，暴徒佔領中文大學，並堵塞吐露港公路。17
日早，暴徒重開南、北各一條行車線，要求政府在
24小時內承諾不會取消或延期區議會選舉及釋放
被捕暴徒。這是以綁架公共交通和市民上班、營
商、上學作要挾，以實現他們區選奪權的野心，必
須用選票抵制。

其三，用選票為被暴徒磚頭砸死的羅伯伸張正
義。7旬清潔工羅伯是清潔工，與暴徒並無政治爭
拗，暴徒卻擲磚頭砸死他。暴行發生在區議會選舉
前夕，這無疑是對選民的死亡恐嚇和威脅。故我們

除了向羅伯致哀，還要用選票伸張正義，讓恐怖分
子不可得逞。
其四，用選票捍衛合憲合法的香港特區政

府。5個多月的暴亂，集中到一點上，圖窮匕
現，就是要乘亂奪取區議席基層權力，進而覬
覦下一屆立法會，製造「三權分立」，否定行
政主導，架空特區政府，破壞「一國兩制」。
故今次區選手中的一票，益見重要和珍惜，不
可胡亂投出。
有道是，香港人有先知先覺者、後知後覺者和

不知不覺者。5個多月暴亂和反對派政客的所作所
為，使後知後覺者醒悟、不知不覺者驚醒：原來暴
徒舞劍，意在竊取區議會權力和香港特區管治權
力。用選票粉碎黑衣暴徒竊取區議會議席已成為選
民責無旁貸的神聖權利和義務。

用選票粉碎暴徒竊取管治權的野心
黃熾華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副會長

今天，市民將就區議會選舉投下選票。這個世
界上，能夠稱得上「神聖」的事物並不多，每名市
民手中的選票「神聖」，當之無愧。一張選票或許
不能改變什麼，但每個市民都珍視自己的選擇，用
選票表明支持法治穩定、懲罰暴力的強大民意，每
一張選票都必將重於泰山。
正義是什麼？法治是最大的正義。正如十八世紀的

德國哲學家康德所言：「法治是自由的根本」。我們
嚮往的自由一定也只能來源於法治社會。這是一個簡
單的邏輯，亦是常識：法律不能脫離正義的原則，雖
然正義的原則沒有絕對，但法律是根據普遍人類認同
的價值觀而制定的。「以法達義」即是以法律彰顯社
會正義，正義是全體市民的共同追求。

投給正義 香港有正氣
自6月以來，街頭的違法暴力行為越來越頻繁，

所謂和平示威遊行迅速演變成激進違法行為。縱暴
派、暴徒甚至教唆、慫恿涉世未深的大中學生鋌而
走險，肆意實施所謂「快閃式」、「野貓式」的破
壞公共設施行動，並散佈極端的仇警言論、惡意
「起底」欺凌，將一向法治文明安全的香港推向
「暴力之城」、「仇恨之城」的深淵。

暴徒在各區堵塞道路、縱火、破壞港鐵設施，
投擲汽油彈，這些赤裸裸的違法暴力，背後少不了
有人在助推、縱容。打開一些縱暴派區議會候選人
的臉書等社交工具，為暴力惡行點讚的有之，為違
法行動吶喊有之，為打砸燒叫好的有之！縱暴派還
把暴力破壞美化為「守護香港」、「守護未來」，
實際上，他們守護的不是法治，更不代表正義。沒
有法治的香港，就沒有安全、沒有正氣！手握選票
的市民，願意相信縱暴派的胡言亂語？市民必須堅
定地站在法治、正義一邊，用心想一想，誰才是真
正守護香港、守護未來。

良知是什麼？真愛是最大的良知。香港是中國
的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是每一位愛香港之人的
香港。愛香港，一定希望它越來越好，希望香港能
夠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港人能安居樂業。港人的幸
福就是，每天不會因為「和你塞」而不能正常返
工；不需要因為暴力活動而擔心孩子們上學放學是
否安全；當市民出街消閒，不會因為黑衣人無處不
在而擔驚受怕；市民不會因為表達自己真實的看
法，而擔心被圍毆，被打得頭破血流。看看港人引
以為豪的港鐵，如今燒焦的列車、破損的屏蔽門司
空見慣；看看曾經繁華喧囂的油尖旺，如今恍如戰

場；看看香港這個家，本來「歲月靜好」，如今沒
有了「靜」，何來「好」！

投給正能量 香港向前行
香港亂够了，如今要撥亂反正，需要正能量。

就拿這次區議會選舉來說，公平競爭是正能量；光
明正大是正能量；服務市民、建設社區也是正能
量。獅子山精神、求同存異、同舟共濟，這既是香
港的核心價值，更是香港必不可少的正能量。

但是，黑色暴力恐怖籠罩區選，接二連三的建
制派議員和義工被襲擊，候選人、義工及助理在街
站被暴力對待，被公然剝奪宣傳的機會，讓人痛心
和不安。野蠻、暴力、恐怖，肯定不是正能量。

日前，駐港解放軍和市民們一道清理路障，獲
得了港人情不自禁的熱烈掌聲。香港需要的不正是
這種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正能量嗎？香港不正是需要
恢復秩序嗎？清理路障，也是移開壓在市民心頭沉
重的石頭、移除暴力陰霧，這就是正能量。

手握選票的市民，應該在投票前用心地想一
想，誰才代表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正能量。每位
選民都應珍視自己的選擇，為香港的正義、良知投
下明智的一票。

支持法治懲罰暴力 一票之力重於泰山
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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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6個月的暴動中，亂港暴徒到處破壞，喪心
病狂，近日的威嚇對象，已不限於警隊或政治立
場不同的人士，而是幾乎所有人的生命安全均受
到威嚇，包括一些熱心自發清理障礙物的市民，
均受到暴徒的襲擊和威嚇。區議會選舉到來，極
端激進分子在縱暴派煽動、縱容下，近來反民主、
反社會的極端暴力，令社會嚴重撕裂對立，已經
蔓延到區議會選舉，不少市民擔憂暴徒在投票日
破壞票站，干擾公平選舉，嚴重威脅建制派候選
人的人身安全。

正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強調，暴力和威
嚇並非由特區政府製造，而是過去幾個月大肆
破壞香港的暴徒，他們瘋狂地打砸毀壞愛國愛
港議員辦事處和商戶店舖，威脅區議會候選人
和義工，破壞選舉宣傳海報，甚至發展到公然
刺殺愛國愛港的區議會參選人，其目的就是在
選舉進行前製造黑色恐怖和寒蟬效應，發出對
建制派候選人安全的威脅，企圖威逼一些建制
派候選人退出，甚至恐嚇愛國愛港人士和市民
不敢參選、助選和投票，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反
民主的「滅聲」行為，以影響區議會的選舉
結果，其政治目的是綁架區議會，完全突破了
法律底線、人性底線，嚴重破壞了香港的政制
與法治底線。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通過選舉合法

產生為當地居民服務的區議會，區議會是香港
地區層次的區域組織，就市民日常生活事務向
特區政府提供意見，並參與地區管理事務；區
議會的本質決定了區議會選舉必須重視民生，
而非政治化，絕對不是播「獨」的舞台。這次
區議會選舉可投票的已登記選民超過413萬，
他們的選舉權利不應受到暴力或不當行為干
擾。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港獨」在
任何情況下都是行不通的，香港民衆也不會允許
「亂港分子」把暴戾之氣傳導到社區之中。
選舉順利進行是所有候選人和選民的期望，這

有賴全港市民通力合作，為香港締造安全環境。
如果選民不能在安全環境下投票，選舉就難以做
到公平、公正。如完全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兩萬
名票站人員、票站原有看守人員無法準時到達票
站，也難以舉辦公平、公正的選舉。

法治社會必須對暴力零容忍，止暴制亂為香
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作為一個愛國愛港的潮
籍人士代表，我們強烈譴責亂港分子嚴重破壞
香港的民主和法治的行為，堅決支持警方嚴正
執法，揪出幕後黑手，支持特區政府採取一切
可行措施依法保證區議會候選人的人身安全；
並同時呼籲屬於沉默大多數的市民，充分認清
亂港分子破壞區選、搞亂香港的險惡用心，勇
敢站出來嚴厲譴責黑色恐怖和選舉暴力，同心
合力發出「反暴力、護法治、保穩定」的最強
音，維護公平公正安全的選舉秩序，維護香港
法治和「一國兩制」，站出來支持社會正能
量，靠自己的選票讓香港停止暴力。大家齊心
協力，讓香港重新出發。

胡池 香港區潮人聯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