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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許放任黑魔 正是毀港元兇
財爺斥暴徒恐嚇小市民 批製黑色恐怖「逆我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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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經黑衣魔接二連三的蹂
躪，幾乎變得體無完膚，法紀及道德

價值崩壞，在自由被曲解濫用下，大學校園更成為擴播罪惡違法意識
的溫床。網上流傳近日攝於中文大學學生會民主牆壁報的照片，有人
竟公然貼上「大麻不是毒品」、「支持大麻合法化」等標語，試圖在
社會紛亂之際，以違反道德價值的言論挑釁法治，行為令人髮指。

■圖：網上圖片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陳茂波指出，暴徒以暴力為手段「私了」
（行「私刑」）市民，破壞私有財產和公

物，令港人憂心，減少外出，損害消費意慾。10
月份本港零售銷售貨量銳減26%，是歷來最大
單月跌幅，11月也好不了多少。這些情景也嚇
怕旅客，即使平安夜及聖誕等傳統旺季，入境人
次也減少約一半。
他續說，大批基層打工仔收入減少甚至面臨
失業，其中餐飲服務業的失業率已升至超過
6%，是超過8年來最高。本港第三季經濟按年
負增長2.9%的其中兩個百分點，也是這些暴力
衝擊與社會動盪因素所造成。第四季繼續呈現負
增長已無可避免，也令政府賬目15年以來首次
見紅。
他認為，過去半年的動盪已嚴重打擊經濟，
不過更大的衝擊是在人心。他直斥暴徒以「逆我
者亡」的原始暴力方式，恐嚇小市民的人身安全
及言論自由，透過踐踏別人的自由與權利以營造
虛張的聲勢，造成黑色恐怖，也損害了法治。
他表明，法律作為解決爭端的社會契約，其

核心精神就是禁止恃強凌弱、以眾欺寡的那套
「叢林法則」，讓社會走向文明理性。因不管有
什麼動機，訴諸暴力就是不應該，就是違法，這
是最基本點。

指「暴力」「爭議」「經濟」須分開處理
他又指，今天的香港已承受不起更多的暴力

與仇恨。如果因為不滿、不快，而對暴徒的橫
行、跋扈、甚至兇殘行徑視而不見，這種默許和
放任，才是真正毁掉香港的元兇。而香港目前面
對暴力脅迫、社會爭議及經濟衰退的問題，三者
互為影響，但必須分開處理。
陳茂波認為，對於暴力脅迫和破壞等行為，

必須全力阻止。或許有人希望社會要夠亂，才能
累積推動社會運動的籌碼，但對小市民而言，只
有社會安定，才能覓得生活和發展的空間。至於
社會爭議，必須透過對話以共謀出路。
另外，為紓緩經濟下行對中小企和市民造成

的「痛感」，明年2月發表的財政預算案會以
「撐企業、保就業、振經濟、紓民困」為主調。

張建宗：速止暴是港人共同願望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發表題為「沉着應對
重建互信 走出逆境」的網誌，指香港於這一年
面對自回歸22年以來最嚴峻及複雜的局面，經
濟、社會和民生均受重創。不過，他仍相信，憑
藉香港的深厚根基、「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和
掌握各種機遇，只要盡快終止暴亂，恢復社會秩
序，香港定能重回正軌，浴火重生。
張建宗指出，特區政府正着手籌備成立獨立

檢討委員會，宏觀探討整個社會事件的前因後
果，同時研究和破解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制定更到位的政策；監警會亦竭力於未來數周向
行政長官提交首階段報告。他強調，盡快恢復秩
序，回復港人熟悉的香港是廣大市民夢寐以求的
共同願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 黑衣魔持續擾亂社會秩序，嚴重打擊正在放緩

的香港經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直斥，暴徒以「逆我者亡」的原始

暴力方式，恐嚇小市民的人身安全及言論自由，透過踐踏別人的自由與權利以營

造虛張的聲勢，造成黑色恐怖，也損害法治。他直指，默許和放任暴徒的兇殘行

徑，才是真正毁掉香港的元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持續逾半年的修例風波拖
累本港經濟，有人發起以政見
做消費依據的「黃色經濟
圈」，令不同陣營的撕裂更加
嚴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昨日出席電視台節目
時，對所謂的「黃色經濟圈」
概念再次提出批評，質疑有關
做法無法持續並會阻礙社會自
我修復。「當社會面對咁大困
難，我哋再以這種方式去自我
劃分，係咪能夠復和呢？」
邱騰華認為，「黃色經濟

圈」對經濟影響未必大，不過
仍須指出有關概念的問題。他
表示，市民有自由根據自身價
值取向選擇消費，商店亦可以
支持不同價值，但如商店單單
因政治理念拒絕接待部分顧
客，此等經營模式或難以持
續。
他指出，現時香港社會面臨

巨大困難，市民如果繼續自我
分化，會阻礙裂痕彌合。「當
社會面對咁大困難，我哋再以
這種方式去自我劃分，係咪能
夠復和呢？再落去會唔會細分

顏色深淺？」

做法違國際金融中心理念
邱騰華續說，香港的市場向

來不管政治取向，歡迎所有企
業打入香港，不設壁壘，才可
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黃色經
濟圈」做法有違國際金融中心
的開放理念。
對於現時香港經濟的狀況，

邱騰華表示，困難來自本地及
外圍兩方面因素。外圍因素指
中美貿易戰，不過中美雙方最
近已達成部分協議，並停止增
加關稅，相信對周邊會有正面
影響。惟本地問題尚未解決，
安全隱憂或令外國商人對香港
有戒心，擔心「外圍經濟幾
好，香港都不能分一杯羹」。
近日有網民發起聖誕假期到

各商場「和你Shop」，最後演
變成黑暴襲擊，有遊客被滋擾
甚至搶劫，多間店舖被破壞。
邱騰華表示，事件性質嚴重，
可能釀成衝突，除影響本地消
費外，亦會連帶影響就業。他
強調，不能因為只有某類店舖
受波及而縱容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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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被社會質疑
「出政府糧反政府」的香港電台，日前傳出本年
度超支500萬元，需削減人手。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在其facebook發文，建議特區政府要求審
計署全面審查香港電台賬目，衡工量值，了解有
無空間削減港台經費。不少網民留言支持梁振
英，批評港台表現差劣，與眾網台等性質相近，
「政府無必要用公費，去經辦一個路線相同的電
台。」
梁振英指，香港電台超支500萬元，有可能需

要削減人手，而港台節目顧問團成員要求特區政
府增撥資源。
梁振英就建議，政府不如正式要求審計署全面

審查港台賬目，衡工量值，「看看在今天網台林
立，香港人只有750萬乘24小時的接收新聞資訊
和娛樂節目的前提，有沒有空間削減港台的經
費。」

「無必要用公帑辦與網台相同的電台」
多名網民也對港台的表現作出嚴厲批評。

「Chun Kau Wong」說︰「必須削減人手應該
是政府的工作！港台很多節目不僅失去公正性，

更被市民稱為『黄色節目』，記者被市民稱為
『黑記』。是因有些港台節目已被反中亂港份
（分）子所把持，給社會造成了不良影響和損
失。」
「Billy Lam」亦指出︰「以現在港台的制

（製）作方針，與眾網台及商辦電台相近，政府
無必要用公費，去經辦一個路線相同的電台。」
「John Lee」認同說︰「港台係用人哋十倍嘅

價錢製作類似嘅節目。」
不少人更認為港台應直接關台，「Ben

Chan」則建議︰「2020年將港台進行全面性的
改組，盡量聘請專業，較中立和理性的工作人
員，組成正面推廣香港價值和中華民族價值觀
念！」

CY倡查港台賬目 網民點讚促關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反修例
風波下禍害學界的「黃師」逐一現形，教
育局局長楊潤雄早前指，局方已完成74
宗教師專業操守調查，並已就其中13宗
證實個案採取發譴責信等相關跟進。楊潤
雄前日接受傳媒採訪時進一步指，如有學
校不配合調查，甚至支持教師失德行為，
局方可取消該校校長資格。
楊潤雄接受內地媒體訪問時，被問到如
學校不配合調查，甚至有校長支持涉事教
師失德行為，局方可如何應對。他表示，
局方會確認學校基本態度，若認為教師失
德「沒有問題」，即反映校方或校長立場
「有問題」，局方會依法從管理角度去處
理，「如果我們覺得一個校長已經不能勝
任，可以取消他的校長資格。」
他指出，校長任命要經教育局常任秘書
長批准，法律賦予局方相關權力，但強調
行使時會十分謹慎。假如程度並不嚴重，
局方可反饋給學校的辦學團體，建議辦學
團體、校董共同幫助校長做好工作。

若校方撐失德師
教局可DQ校長

■陳茂波認為，對小市民而言，只有社會安定，
才能覓得生活和發展的空間。 網誌圖片

■梁振英於其facebook發文，建議特區政府要
求審計署全面審查香港電台賬目。 fb截圖

黑衣魔在剛過去的聖誕節假期四處
逞暴，令市民度過一個黑色聖誕，警
方果斷執法拘捕336人。令社會極為痛
心的是，被捕者中有眾多青年學生，
最小的僅12歲。縱暴政棍利用孩子的
幼稚無知，把孩子推到暴亂前線，簡
直就是喝稚子鮮血。縱暴政棍如果還
有一點良知的話，就不要再煽動孩子
們參與違法暴亂。教育界及學校，請
拿出你們基本的良知，盡力給孩子們
講清基本是非，告訴孩子違法的嚴重
後果，力阻孩子墮入法網。

平安夜、聖誕節本是孩子們聚在一
起開派對、共歡慶的快樂日子，但一
些香港少年學生卻因參與違法暴力衝
擊活動而被警方拘捕。平安夜一名 18
歲男學生因在觀塘迷你倉藏有煙霧
餅、爆炸品等而被捕，聖誕節一名 16
歲中學生在沙田新城市廣場涉襲警被
捕。等待他們的將是法律的嚴正審
判，實在令人惋惜心痛。

香港的少年學生因家長們比較開
明，多享有相當大的自由，家長們甚
少過問、干涉孩子課餘和節假目安
排。因此，孩子們的行動更易受社交
媒體、同學、學校老師的影響。煽暴
政棍通過各種社交媒體，利用學生的
幼稚無知，將暴力衝擊輕描淡寫為
「和你 Shop」、美化為「抗擊制度暴
力救香港」，卻對違法後果隻字不
提，甚至不斷宣揚「違法達義」歪
理，美化暴力、顛倒是非，聲言為香
港爭取民主自由，出於崇高理想，即
使採用非法暴力，法庭也會網開一

面，有法律精英更聲稱「暴力有時是
解決問題的方法」，令不少中學生受
誤導，一時熱血衝動墮入違法深淵。

毫無疑問，教協及「黃師」是讓孩
子捲入政治漩渦的禍首。他們通過通
識課等，製作宣揚「違法達義」政治
理念的教材，並組織所謂「罷課」、
「人鏈」活動，煽動學生參與各類政
治活動。6個多月暴亂中有6000多被捕
者，近四成是大中學生，有80名教師
及教學助理被捕，逾300多所中學有學
生被捕，這足以顯示，「違法達義」
歪理已對學生造成極其嚴重的傷害。

聖誕夜一名16歲中學生在旺角疑避
警截查，從餐廳天台跳下墮地受傷，
顯示中學生其實明白自己所為屬於違
法行為，但中學生沒有成熟心智分辨
是非，更不知一旦違法被捕，對自己
人生會造成巨大傷害。本港法官的多
次法庭判決皆已清晰表明：所謂「民
主公義」不能凌駕法治，無論被告的
政治理想多崇高，對任何施政議題有
什麽意見，都不能用危險和非法手段
表達不滿，否則只有一個後果，就是
受法律制裁。

孩子們捲入政治漩渦，違法被捕，
家長傷心、社會痛惜，亦傷害香港未
來元氣。面對縱暴政棍喝孩子血的無
恥行徑，社會各界應強力譴責，並敦
促教育界與學校老師，拿出最基本的
良知，好好教育孩子，勿讓政治侵害
校園學子。

縱暴政棍不要再喝稚子鮮血了！
聖誕新年假期本來是旅遊消費旺季，但黑衣魔近

日接連搞「和你 SHOP」，打砸店舖兼「私了」遊
客。黑衣魔由攻擊異己，發展到搞所謂「黃色經濟
圈」，發行「抗爭幣」，這種行為本質上是打所
謂追求社會正義的旗號，行「順我者昌、逆我者
亡」的黑社會行徑，甚至比黑社會更明目張膽和囂
張。黑衣魔就是黑社會，面對黑衣魔的肆意違法行
為，特區政府和警隊必須嚴正執法，不容黑衣魔禍
害基本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廣大市民，包括那
些所謂「黃店」的主事者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法
治一旦失效，香港沒有贏家，再不堅決與黑衣魔割
席者，最終都只會被黑衣魔「攬炒」，沒有人能夠
倖免。

在借修例風波發動的黑色暴力運動中，黑衣魔持
續砸爛與破壞很多的餐廳商舖，包括美心、星巴
克、優品360、吉野家等等港人熟悉的品牌。黑衣魔
破壞這些商舖食肆，宣稱是因為其老闆或員工曾經
發表反對他們的言論，背後充斥一套「順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強盜邏輯。到了近期，黑衣魔及其支
持者更組織所謂「黃色經濟圈」，這種毫無顧忌打
擊不同意見商舖食肆的醜惡圖謀，進一步暴露他們
煽動仇恨，嘗試用暴力手段迫使商戶「歸邊」，為
達成自己的瘋狂政治目標造勢。

警方發言人多次強調，黑衣魔的手段已經與黑社
會如出一轍。他們在網上公示所謂「入圈門檻」，
要求店內要專門設有給暴徒黏貼文宣品的「連儂
牆」，店內要不停播放「港獨」歌曲，給暴徒提供
免費的「飯券」以及免費的交通卡，甚至要將收入
的 5%至 10%捐獻給特定組織，然後門上方可貼上
「黃豬」貼紙，暴徒們還會進行逐一「認證」，然
後「接受黃色經濟圈社團保護」。稍有常識的人都
能看出，所謂的「黃色經濟圈社團保護」，無異於

黑社會收「保護費」，是徹頭徹尾的
違法行為。

所謂「黃色經濟圈」，是虛妄、違法、違反文明
底線的，只是黑衣魔、「黃絲帶」政治上腦的妄想
臆語。本港生存所必須的食水、電力、食物不少都
來自內地，要在經濟上「去內地化」，黑衣魔恐怕
活不了幾天。本港四五十年前黑社會一度猖獗，到
處欺行霸市、魚肉市民，那時候的黑社會就是要收
「保護費」，訴求經濟利益。也因此，本港有完備
的法律條例打擊黑社會組織，包括《有組織及嚴重
罪行條例》、《社團條例》等等，不但參與暴力恐
嚇活動者會被追究法律責任，任何聲稱是這些違法
社團成員，或向這些社團付款或給予援助亦屬犯
罪。在法律意義上，參與「黃色經濟圈」的所謂
「黃店」主人亦很大機會涉嫌違法。

或許有黑衣魔嫌收「保護費」還是來錢太慢，一
個名為「香港公民鏈」的組織，早前乾脆宣稱發行
一款名為「抗爭幣」的加密貨幣，這種行為更是公
然擾亂金融秩序，完全是黑衣魔趁機斂財、巧取豪
奪的違法行為，企圖藉此搜刮誤信他們的市民的錢
財，結果不出數日就宣稱「未處理好發行的安全問
題」而停止運作。

今日的黑衣魔組織，比昔日的黑社會還要明目張
膽，他們打砸商舖、「私了」市民、恐嚇遊客，甚
至對凍結違法戶口的銀行進行暴力破壞，他們口口
聲聲宣稱追求「社會正義」，逼政府接受他們的所
謂「五大訴求」，本質上卻比黑社會更加惡劣。所
謂「五大訴求」難道可以違背本港法治嗎？可以違
背基本的社會秩序和市場秩序嗎？黑衣魔這種惡過
黑社會的「攬炒」行為，其實質就是違法，特區政
府和警隊必須嚴正執法，堅決打擊。而那些所謂
「黃店」的主事人，你們也應該醒一醒，不要以為
給了「保護費」就會受到黑衣魔的保護，等黑衣魔
把市場徹底搞亂了，你們也是「攬炒」的犧牲品。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香港法治基石一旦失去，沒有
一個香港人是贏家。

黑衣魔就是黑社會 堅決割席拒「攬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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