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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學者批暴徒濫用「自由民主」
嘆理大竟淪「恐怖分子基地」責暴行侵犯市民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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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研量子引力的藍霄漢現正身處越南。他
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電話訪問時表示，

自己一直透過網上直播關心理大情況，並感
嘆校園變得滿目瘡痍，還留意到有香港傳媒
引述警方指在理大檢獲近4,000枚汽油彈。他
慨嘆：「即使理大的紅磚建築堅固耐熱，但
燃燒後帶來的煙燻和焦黑，還是很難清理，
恐怕理大仍要花上大量時間和金錢，才可讓
校園恢復原狀。」
「（黑衣人）成日想做咩就做咩，但這並
非自由。」藍霄漢慨嘆，有關人等聲稱「追
求自由」，其實更像是無政府狀態：「他們
提出『五大訴求』的其中一點是要『收回暴
動定義』，但事件發展下來，他們卻是透過
連番暴亂，以強迫特區政府承認這『不是暴
動』。」
他批評，有關人等口中說所謂「五大訴
求」，實際做出的是各種「不合作行動」甚
或暴力行為，持續侵犯普通群眾基本權利，
而這種濫用「自由」的行為可謂極其荒謬。
事實上，在修例風波中堅定支持通過修例
的藍霄漢，就是「黑衣魔佔校」鬧劇的一名

犧牲者。他曾在街上舉起支持修例標語，換
來他人的無理推撞和拆牌。

曾睹生收頭盔 鼓吹「火的作用」
數月前，他發現有「學生」利用理大校園
收藏頭盔等物資，更目睹他們曾向其他同學
鼓吹「火的作用」。
「我親自拍到有學生在校內跟其他人說：

『火是我們最好的工具、屏障，有火（警
察）先無咁容易拉到我哋』，其後又教導他
人該如何放火。」藍霄漢說。
對此，他實在忍無可忍，遂在一次途經理
大校園的所謂「人鏈」行動上，批評參與的
黑衣魔為恐怖分子，結果被理大學生投訴、
批鬥，更因此被終止訪問學者身份，於今年9
月結束將近一年的在港研究工作。

離開前的一句「恐怖分子」，隨理大被
暴徒霸佔更成為「軍火庫」而「一語成
讖」。藍霄漢感嘆，「形容他們是『恐怖分
子』，我認為這是我的言論自由，卻換來叫
我離開（理大）的結果。」

網媒黃媒煽動 驅使走向極端
他強調，有關人等的黑衣蒙面形象根本不

容國際社會所接受，「本來西方都無咩人會
晒黑色兼蒙面做暴亂，因為成個社會會睇
唔起，只有香港能會容忍這般行為。」
藍霄漢並批評，香港網上媒體相當傾斜，

「打開YouTube熱門幾乎全是支持暴徒視
頻」，配合多個「黃媒」不斷鼓吹煽動，令
不少人因此走上極端，最終導致今日的局
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

港中文大學及理工大學近月先後遭受

黑衣魔蹂躪，校園大受破壞，至今仍

復課無期。曾以訪問學者身份在理大

從事研究工作的德國學者藍霄漢

（Sky Darmos）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慨嘆，昔日美麗校園竟淪為

最惡劣的「恐怖分子基地」（worst

terrorist breeding camp），並批評有

關人等濫用「自由民主」旗號包裝暴

行，肆意侵犯市民的日常生活權利，

這種行為絕對不能接受。

煽暴派抹黑香港警
方「濫暴」，藍霄漢
在訪問時直言，倘以
西方執法標準執法，
警方早已將香港暴徒

通通收監，「歐洲也許還好一點，
美國可能已直接開槍。」
煽暴派經常以一名黑衣魔「高舉

雙手走向擎槍警員」而中槍，抹黑
警員「無故」開真槍是「行刑式開
槍」，藍霄漢指出，「攻擊警察」

的行為本身已是充分的開槍理由，
尤其當警員已把槍口對準對方警告
的情況下還衝過來施襲，絕對是可
以開槍。
他更認為，在如斯瘋狂暴力動

亂，香港警察顯過分克制，「我在
香港經常聽到人們稱要『××』警
察，我反而要『××』警察為何遲
遲不動手去嚴正拉人，至今是拉得
太少，拉完後來又放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藍：若按西方標準
港警可把暴徒全收監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在近半年
的修例風波中，黑衣魔不擇手段地破壞香
港，連累港人聲譽嚴重受損。多家銀行、資
產管理公司、會計師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等
的高層人士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均表
示，由於擔心會聘請到曾參與非法活動者，
他們的公司會詢問應徵者曾否參與暴力抗議
活動，及加強社交媒體的「背景檢查」等，
有公司更設立「不成文規定」，停止僱用香

港人和本地年輕畢業生。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環球金融市場部前首席

經濟及策略師羅家聰日前向《金融時報》聲
稱，自己是因為交通銀行認為有「香港人代
表中資銀行發言」並不合適而「被離職」，
《蘋果日報》等煽暴傳媒即大肆炒作，稱
「中資銀行拒請港青」。

周浩鼎批「毒果」報道偏頗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在接受網媒訪問時批
評，涉事傳媒的報道立場偏頗，隨便將事件
上綱上線，讓人誤以為凡是涉及「中國」或
「中資機構」的，就一定是「中」字的做
錯。
「商業機構有其獨立商業決定及人事安排

屬正常不過的事，不應危言聳聽地製造中資
機構仇視港人的假象。」他說，事件起因或
可能牽涉一些個人因素，惟相關傳媒在未釐

清事實的情況下，已經渲染羅家聰因政治立
場「被離職」：「這可能不是事實，只是片
面之詞。」
周浩鼎認為，羅家聰受聘於銀行，而銀行

本身很大可能於經濟立場上已有自己判斷，
方向及內容跟員工在處理經濟分析時會大概
一致，很少出現南轅北轍的情況。故此，若
出現類似情況，則肯定會讓公眾百思不解，
不知哪一種分析才是公司立場。

三全球對沖基金不聘港人
《金融時報》此前亦訪問了多家金融服務

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發現不願僱用香港人

的範圍遠遠超過中資企業。有總部設於香港
的三家全球對沖基金的經理透露，公司設有
不明文規定，他們將停止招聘港人。一間駐
香港的獵頭公司招聘人員亦表示，他的大公
司客戶愈來愈擔心會否被捲入政治漩渦中。
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管理學系高級

講師、人力資源策略及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葉偉光指出，行政人員對聘用香港人有所卻
步，並正加強對香港人的「背景審查」，例
如查核他們個人社交媒體賬戶等，「他們當
然不會公開地表明不願僱用香港的年輕畢業
生，但暗地裡對於採用本地年輕畢業生會感
到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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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內的星巴克咖啡店被暴徒洗劫一空，
一片狼藉。 資料圖片

■理工大學近月先後遭黑衣魔蹂躪、大肆破壞，校園正門滿佈雜物，猶如廢墟，滿目瘡
痍。 資料圖片

■理大食堂內到處散發陣陣濃烈惡臭，大部
分食物發霉，並滋生蛆蟲。 資料圖片

美國所謂香港人權法案才簽署成法不
久，美國國會衆議院昨又通過《2019年
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中國威脅」
亦首度成為北約峰會的焦點。美國的
「貿戰牌」「人權牌」「軍事牌」各種
陰招齊發，全面圍堵手段陸續有來，遏
制中國發展居心暴露無遺。對此中國有
能力、有信心從容應對，香港各界亦更
可從中看到，美國關心香港人權民主自
由的說辭，是多麼虛偽。

借人權民主自由之名，打完「香港
牌」之後，美國緊接推出所謂《維吾爾
人權政策法案》，又打「新疆牌」。涉
疆法案同樣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是對中國內政的嚴重干涉，
根本不是為了保障人權自由。

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新疆地
區恐怖襲擊事件頻發，危害極大，民
憤極大。中國在借鑒吸收國際反恐經
驗基礎上，探索出反恐中國模式，打
擊和預防結合，重視源頭治理，去除
極端化思維。中國積極實施預防性反
恐措施後，新疆連續3年沒有發生一起
恐襲案件，是中國對國際反恐事業的
重大貢獻，獲得國際社會廣泛肯定，
認為極有借鑒價值。自 2018 年底以
來，聯合國高層、外國駐華使節、國
際組織、不少國家常駐日內瓦代表
團、境外媒體、宗教團體等來自91個
國家和地區的70餘批團組、1,000多人
赴疆參訪。他們通過實地參觀訪問，
理解新疆開展預防性反恐工作的必要
性、合法性、合理性。今年10月，60

多個國家在第74屆聯大三委會議期間
發言，稱讚中國新疆巨大的人權進
步。

但是，美國罔顧事實、背離國際社
會主流民意，以人權為藉口大做新疆
問題文章，「極速」通過所謂《維吾
爾人權政策法案》，蓄意抹黑中國的
反恐和社會管理舉措。這個法案，充
分暴露美國在反恐問題上的雙重標
準，讓世界和中國人民看清美國政客
的偽善面目和險惡用心。

美國除了打「香港牌」「新疆牌」
之外，還拉攏北約打壓中國。正在倫
敦舉行的北約年度峰會，首度指中國
構成威脅，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聲稱，中國軍事日益壯大，崛起對所
有成員國都帶來安全上的影響。中國
從不稱霸，中國的發展給世界帶來和
平繁榮，願意和世界各國分享發展的
紅利。北約仍然持冷戰思維看待中國
發展，完全是甘當美國反華馬前卒的
角色使然。美國打香港、新疆人權
牌，發動貿戰，乃至用北約發出冷戰
信號，目的都是為遏制中國和平崛
起，而且因為在貿易戰佔不到中國便
宜，各種陰招損招將更瘋狂、頻密地
使出。

善良的香港市民，如果將這一連串
的遏制中國鬧劇看懂了、看透了，相
信也就能夠完全明白，美國的干港法
案只是把香港當棋子，根本罔顧港人
的權利和福祉。

「人權牌」「軍事牌」迭出 再證美干港只為遏華
香港昨日舉行「國家憲法日」座談會。中聯辦主任

王志民在致辭中，以「三個根本」強調堅定維護憲法
和基本法所確立的香港憲制秩序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回歸22年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只有堅定維護、依循
憲制秩序，才能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
樣，才能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避免陷入無法無天
的混亂，並在實踐中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
港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和機制，保障「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從憲制和法理邏輯來說，堅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
立的憲制秩序，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
針的根本要求。香港回歸祖國，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
成了香港的憲制基礎。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基本
法的法律來源，也是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法律淵
源。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香港基本法律，具體規
定了在香港實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國兩制」方針
的法律化、制度化，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提
供法律依據。

香港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首先就是要
堅決維護憲法的尊嚴和權威，堅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
立的憲制秩序，把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香港的高度自治
權有機結合起來。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行為都必須
符合憲法和基本法，以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作為最高準
則。全社會都應自覺尊崇憲法和基本法、遵守憲法和基
本法的規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

其次，從制度設計初心和實踐檢驗來說，堅定維護
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是香港繁榮穩定、市
民安居樂業的根本保障。回歸後的前20多年，香港保
持國際金融、經貿中心的獨特地位，是世界最自由開
放、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一國兩制」下，中央關
心、愛護、支持香港，港人在國家發展中分享巨大紅

利，憲法和基本法正是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的強有力制度保

障。習近平主席 2017 年「七一」視察香港時指出：
「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
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憲法是實現
「兩個建設好」的最高法律保障。堅定維護憲法和基
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
制」之利，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經驗和根
本法寶。

但在過去半年時間中，香港持續發生激進暴力犯罪
行為，嚴重踐踏法治和社會秩序，嚴重破壞香港繁榮
穩定和市民安寧生活，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
線，其實質就是企圖挑戰和撼動憲法與基本法確定的
「一國兩制」憲制秩序，動搖香港的法治根基，全港
市民為此付出慘重代價。因此，香港各界既要堅定支
持特區政府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更要堅定維護以憲
法和基本法為基礎的憲制秩序，鞏固香港繁榮穩定的
根基。

第三，放眼未來發展，堅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
的憲制秩序，應該是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
系的根本遵循。 「一國兩制」作為一項制度創新，與
其他任何新生事物一樣，也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
中央和香港特區都有責任在全面檢視憲法和基本法實
施情況的基礎上，從有利於香港長治久安的戰略和全
局高度，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行使全面
管治權的制度，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當中包
括依法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項權力；建立
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健全
特區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負責的制度；完善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完
善加強對香港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情教育、中國歷
史和中華文化教育等相關制度和體制機制；完善堅決
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和進行分裂、顛
覆、滲透、破壞活動的體制機制。這是完善香港治理
制度的必要和緊迫任務。

維護憲制秩序 才能保港繁榮穩定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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