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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出之時，正值
年底， 2019 年將盡，
2020 年將至。 先在此

祝各位讀者新年快樂，並誠摯希望明年
相對今年會更好，止暴制亂有成效，香
港能盡快回復安寧。
歲末之際，看到一個好兆頭，教育局

終於動起來了。 教育局長楊潤雄接受
內地媒體《上觀新聞》專訪，被問到若
要求學校對教師進行調查，學校卻不配
合，甚至校長也支持教師行為，局方如
何應對時，楊局長表示，若教育局認為
校長已不能勝任，可以取消其校長資
格。若教育局真的能說到做到，這是特
區政府在教育界「掃黃」的第一步，雖
然只是一小步。

然而當教育局長只是按法例說話時，
教協便即時跳起來了，說局長「威嚇」
教育界。 筆者很納悶， 難道教協作為
專業教師工會， 要縱容教師發表暴力
或仇警言論？教師不是應該春風化雨，
引導學生向善嗎？一些教師發表「黑警
死全家」，又說「希望警察的孩子長不
大」等仇恨言論， 這是專業教師所應
為嗎？教育局對這些煽動仇恨的言論，
依法嚴肅跟進，有何問題？教師對學
生影响大，理應謹言慎行，教師發表仇
恨言論，不管是公開或私下發表，都是
不符教師專業形象的，絕不能以「言論
自由」作擋箭牌。 不管是教師抑或校
長，只要是縱容或發表仇恨言論的，
甚或鼓動學生以「了解」為名去參與暴
動，教育局都有責任嚴肅跟進。
至於說「恐嚇」，黑暴「私了」異見

者，四處「裝修」黑暴不喜歡的企業，
令正在美心酒樓喝茶的茶客慌忙走避，
令香港人不敢公開表達其政見，令保護
國旗的人被毆打，令唱國歌的人要集中
在一起，並要以「快閃」方式才能安全
離開，那才是真正的恐嚇。但教協有公
開譴責過這些行為嗎？對於較毒品更貽
害學生的「港獨」， 教協又有否公開
譴責過？
過去半年的香港，到底是誰在恐嚇？

這不是明擺着的事實嗎？！

馮煒光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發表網誌，說在新
一年裡，特區政府會努力修補社會撕
裂，讓香港重回正軌，在中央政府高度
關懷及全力支持下，特區政府會準確地
緊守及全面貫徹「一國兩制」原則。司
長的網誌並無提到「修補社會撕裂」的
舉措，也無具體表明如何落實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因為，修例風波至今已
逾半年，特首已一再「修補」：先是
「終止修例」，反對派不收貨，後來
「撤回修例」，反對派仍不依不饒；特
首親自落區傾聽意見，但被暴徒包圍、
恐嚇，最後要由護衛保護從後門才能脫
身。到了聖誕平安夜，暴徒「午砸上
水、夜襲東九、搶防暴槍、『私了』市
民、粗暴辱罵驅逐內地同胞……」暴亂
之火越燒越旺，問政府還可重彈「修補
社會撕裂」老調嗎？是不能也。因為，
樹欲靜而風不止。暴徒要奪的是香港特
區管治權，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特區官
員抓不準這個綱，就只能任由兇狠的魚
拚個網破魚竄。

香港動亂半年並未收歛，其矛盾錯綜
複雜，既有人民內部矛盾，也有敵我矛
盾。黑衣暴徒中既有受矇騙的心智未成
熟中、小學生，也有心甘情願主動投靠
外部勢力、甘當急先鋒的部分大學生和
社會青年。若敵我不分去「修補撕
裂」，無異是與虎謀皮。因此，區分誰
是可「修補」的市民，誰是狼狽為奸
的、定要破壞「一國兩制」、分裂國土
的漢奸、暴徒即香港的敵人，就成了
「修補撕裂」的關鍵。而在敵我矛盾
中，禍港「四人幫」及其幫兇黑衣暴徒
是當前諸多矛盾中的最主要方面。抓住
了這主要矛盾就抓住了網上的綱，其他
才能迎刃而解。

而要綱舉目張，需兩方面進行：一是
按習主席和中央的三令五申止暴制亂。
因為暴徒是外部反中亂港的打手和爪
牙，也是禍港亂國「四人幫」的前鋒，
鎮壓黑衣暴徒，止暴制亂，他們的主子
和漢奸就失去手足無可施其技，更可爭
得民心；二是檢控禍港「四人幫」的首
惡分子，這也是擒賊先擒王所必須。這
兩條做到了，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的市
民才能擦亮眼睛，修補撕裂才能水到渠
成；三是抓住中、小學教育這個
「領」。特區政府教育局是香港大、
中、小學的領導，而校長、教師是教育
的袖口。回歸22年來，教育的「領
袖」失責：任由「教協」領導教師反對
道德和國民教育，培養出像黃之鋒之類
的小漢奸，孵化出一批「黃師」教唆
犯。現在，教育局向學校校長、教師、
家長發出指引，褫奪一些違法黃師教席
以儆效尤，就不僅僅是「修補撕裂」的
佳例，是抓住了教育的綱。

而最大的綱，就是要為香港基本法第
23條立法，真正準確貫徹落實「一國
兩制」才不淪為空談。

黃熾華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副會長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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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齊祝「平安」願 年度漢字應選「止」
民建聯由2013年起，每年都會舉辦年度漢字評選，自2013起，年度漢字分別是「和」、「融」、「法」、

「亂」、「貴」、「順」字奪冠。但2019年民建聯的年度漢字評選卻沒有舉行，原因不得而知，也許與2019年

藉修例風波引發的長逾半年的暴亂相關。匯聚各方意見，2019年香港年度漢字應該是「止」字，即止暴制亂。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評論員

對於市民2016年投票選出「亂」
字，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指，2016
年由農曆年發生的事情（旺角暴亂）
開始，都令社會覺得香港比過去多了
亂象，同時反映香港是「人心思定、
人心思穩」，希望亂象盡快過去，故

2016年第二多人投票的是「穩」字。2018年由
「順」字奪冠，曾鈺成認為「順」字與管治有關，又
引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順之，所以理之」、
「未有不順民情而能理者」，強調順應民情應為管治
基礎，若管治者順應民情，就能好好管治社會。

「亂」「慘」「暴」「懸」不堪回首
想不到從「亂」字到2017年的「順」字，再到

2019年，卻走了一個惡性循環，由「順」復返
「亂」，而且是大亂特亂。筆者與新聞界的幾個朋友
日前聚會議及此事，眾人分別給出2019香港年度漢
字。
有人給出「亂」字，認為自2019年6月起，香港

經歷了開埠以來最大規模動亂乃至暴亂，特區政府陷
入1997年回歸之後最深重的管治危機，修例風波和

暴亂引發的社會撕裂，給香港留下巨大的傷痕。
又認為香港是否能夠像古語所云的「大亂之

後必有大治」，難以逆料。
有人給出「慘」字，認為過去半

年來，各區中資零售店、食肆
及旅行社成為示威者的

狙擊目標，到店
外塗鴉、

爆玻璃及縱火隨處可見。香港陷入沙士以來最嚴重的
經濟下滑，裁員潮、減薪潮、結業潮、倒閉潮、失業
潮的颶風吹襲香港，香港市民連生存權、生活權都不
保，700多萬市民生計受到極大打擊，港人「慘」狀
不忍目睹。
有人給出「暴」字，認為暴徒的暴行已無異於恐

怖主義行徑。暴徒從使用棍棒、石塊到瘋狂掟汽油
彈、安裝炸彈殘害警民；從衝擊政府部門、破壞公眾
設施，到大肆堵塞交通，對商舖、銀行、酒店打砸搶
燒；從公然搶槍襲警、割頸殺警到襲擊無辜市民，當
眾焚燒活人、擲磚奪去人命等。
有人給出「懸」字，認為過去半年來，香港處於

倒懸之危，港人受盡倒懸之苦。黑色恐怖令人窒息，
香港悽慘無比，滿目瘡痍，變成危城。暴徒癱瘓交通
和商業運作，重創香港經濟，逾百萬打工仔飯碗岌岌
可危，生存狀況令人擔憂。

止暴制亂不容猶豫徘徊和動搖
眾說紛紜之下，大家逐漸同意：2019年香港年度

漢字應該是「止」字，即止暴制亂。國家主席習近平
表示，香港持續發生的激進暴力犯罪行為，嚴重踐踏
法治和社會秩序，嚴重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嚴重挑戰
「一國兩制」原則底線。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
當前最緊迫的任務。這亦成為香港社會各界最廣泛的
共識、最強烈的呼籲。

區選落幕和聖誕假期後，暴亂仍然未有止息之
勢，並呈現出兩大趨勢：一是暴亂恒常化、持續化，
幕後勢力有意控制暴亂的節奏和規模大小，大型的暴
亂可以隨時發生，黑色聖誕暴亂就是警號，而且暴亂
可能延續至明年9 月的立法會選舉或更長時期；二

是暴亂呈現黑

社會化，黑衣魔一方面用「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
強盜邏輯，頻頻破壞一些與他們政見不合的商舖；另
一方面，正用類似於黑社會的欺行霸市、強收「保護
費」等手段，迫使商舖「歸邊」表態，強迫加入所謂
的「黃色經濟圈」。黑衣魔在網上公示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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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黑衣魔提
供免費的「飯券」以及免費的八達通卡，甚至要將收
入的5%至10%，或一定的營業金額，捐獻給特定組
織，之後，店舖的門面方可貼上「黃豬」貼紙。黑衣
魔的手段已經與黑社會如出一轍。

律師會會長彭韻僖日前在《香港家書》中慨言，
大家要放棄「打贏就話事」的「叢林法則」，回歸法
治基本精神；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表示，默許和放任
暴力，是真正毀掉香港的元兇。這都是不想香港淪亡
的肺腑之言，在2020年將臨之際，值得大家深切反
思！
香港將跨進新一年，要實現「平平安安」的祝

願，在止暴制亂這個大是大非、關乎香港前途命運的
問題上，包括特區政府各部門官員和廣大市民，沒有
中間地帶，容不得猶豫、徘徊和動搖。真愛香港，就
要堅決維護「一國兩制」。真愛香港，就要用實際
行動向一切損害香港繁榮穩定、挑戰「一國兩
制」原則底線的行為堅決說不。全社會要
一起拒絕「叢林法則」，回歸文明法
治，令暴力行動失去養分，逐
漸枯萎。

日前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召開會
議，傳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慶祝

澳門回歸祖國 20周年大會暨第五屆特區政府就職典
禮並視察澳門特別行政區重要講話精神。會議強調，
香港持續半年多的修例風波尚未平息，「止暴制亂、
恢復秩序」正處於關鍵時刻，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澳門
重要講話精神給香港盡快「重回正軌」帶來很多啟
示，特別是「四個始終」的重要精神值得港人認真領
會、深入思考。

習主席的「四個始終」對有效解決當前香港困境
具有重要意義。包括始終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
信，深刻認識「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始終準確把握
「一國兩制」正確方向，堅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
的憲制秩序，堅決維護「法治」這一香港核心價值；

始終強化「一國兩制」使命擔當，堅定站在國家整體
利益和香港根本利益的立場上考慮問題；始終築牢
「一國兩制」社會政治基礎，以更大力氣推動香港社
會深入開展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情教育，不斷增強
青少年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等等。這「四個始終」
是互相聯繫、相輔相成的。一言蔽之，是將「一國兩
制」堅持到底，同時更要將這項根本制度融入到港人
生活的方方面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前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赴

京述職的特首林鄭月娥時，再次高度肯定特首和警
隊的工作表現，繼續為特區政府提振士氣，鼓舞香
港人心。習主席重申的三個「堅定不移」，顯示中
央政府始終是維護香港地區根本利益的最大守護
者，港人在當前危機尚未解除的情況下，更應全力

支持警隊盡早平定動亂，社會各界在特區政府帶領
下，共同止暴制亂、恢復秩序、重回經濟發展正
軌。
由今年6月 9日爆發修例風波至今，警方已拘捕

6,000多人，當中近四成是學生，目前共有近千人
已被落案檢控，被控最多的首三位罪名依次為「暴
動」、「藏有攻擊性武器」和「非法集結」。暴動
對於社會的危害極大，同時對於香港法治更產生嚴
重衝擊。沒有法治，香港就不可能有穩定。沒有穩
定則談不上發展。社會經濟發展，不進則退，相信
沒有一位港人想要看到社會出現倒退。因此港人更
要以「四個始終」、三個「堅定不移」為本，支持
警方依法平定暴亂，還香港秩序與法治，將社會拉
出暴亂泥潭。

以「四始終」「三堅定」為本平暴亂重回正軌
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 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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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過去的聖誕節，激進示威者又再在全港多區
發起違法的示威活動，多番主動挑釁警察，甚至向警
方及途人作出施襲。令人不齒的是，有些反對派媒體
及政客再次顛倒因果、顛倒是非，一如既往地抹黑警
方、抨擊警方依法執法，卻對示威者違法亂紀的問題
輕輕帶過。難道警方維護法紀也是錯的嗎？難道任由
示威者肆意違法，警方對示威者的違法行為不聞不
問、不採取任何行動才是正確的嗎？作為一位重視法
治的市民，我對反對派及激進示威者的無理立場實在
難以苟同。
事情的發生總不會無緣無故的，也不會沒有前因

後果。試問一下，沒有違法的示威活動，又哪裡需要
警方執法和施放催淚彈？如果沒有暴徒在商場內破壞

商舖，警方需要進入商場制止嗎？難道途人在行人路
上和平歡度聖誕，警方也會突然施放催淚彈或作出拘
捕嗎？當然不會！反對派媒體卻一面倒批評警方的執
法行動，刻意忽略前因後果，是絕不公允的。

此外，在聖誕佳節期間，又再有所謂的「藍店」
或「非黃店」遭受示威者破壞，甚至有市民被暴徒
「私了」，正當商人的營業大受影響，普羅大眾的人
身安全也受到重大威脅，為何反對派媒體卻總對暴徒
的「裝修」及「私了」暴力行為輕輕帶過？這種雙重
標準的作風，是有公信力媒體的表現嗎？
事實上，倘若我們到違法示威的現場看過，便會

注意到激進示威者總是千方百計辱罵警察、挑釁警
察、阻礙警方，警察才會依法執法，止暴制亂。誰

是主動製造事端的一方？誰是被動採取行動的一
方？其實是很清楚的。反對派經常乞求外國政府干
預和介入本港事務，不斷在海外抹黑香港警察，不
知道他們有沒有看過外國警察對待違法暴力示威者
的表現？
依據《警隊條例》，香港警察有責任採取合法措

施以維持公安、防止損害生命及損毀財產、規管在公
眾地方或公眾休憩地方舉行的遊行及集會、管制公共
大道的交通，並移去公共大道上的障礙，在公眾地方
及公眾休憩地方，和公眾集會及公眾娛樂聚會舉行
時，維持治安等。綜觀警方過去幾個月針對修例風波
所採取的行動，無非也是履行《警隊條例》所賦予的
責任，依法辦事，盡忠職守，何錯之有？

反對派雙重標準煽動仇警情緒
郭劍榮 香港群策匯思成員

358票對234票。英國首相約翰遜大選過後，把脫
歐協議帶到英國下議院投票表決，結果輕鬆過關。這
意味着英國於2020年1月31日確定脫離歐盟，三年
困局，一朝解決。

問題來了，僅僅是原來那份脫歐協議的微調，依
然被反對黨工黨批為「賣國」，但在文翠珊時代，經
歷幾輪投票都沒能過關，這其中的主要原因，除了約
翰遜親手推翻自己、重新大選、進而確立了以保守黨
為多數黨的英國下議院議會，成為脫歐協議通過的決
定性因素外，約翰遜還有什麼技能，能讓英國民眾乖
乖跟他走？

系列出版物吸引批量粉絲
和特朗普不同，總統大選之前，特朗普毫無從政

經歷，甚至曾是《飛黃騰達》（The Apprentice）一
名真人秀節目主持人，特朗普的成功一定意義上是靠
錢。而約翰遜則不同，他沒錢，和前妻離婚後，甚至
連套自己的住房都沒有，不得不借住外交部官邸和女
朋友家。不過，約翰遜的過人之處是他的思想。在擔
任倫敦市長期間，利用星期日的早晨時間為英國報章
撰寫歐洲懷疑主義的文章，對疑歐派起到很大的培養
和推動作用。
約翰遜的文章節奏快，文字幽默、迷人，非常善

於把嚴肅的政治問題形象化，其文章吸粉力量相當強

大，這一度使他的稿費飆升，稿費年收入達到25萬
英鎊（約合港幣255萬元），但約翰遜笑稱，僅僅是
點雞飼料（chicken feed），不值一提。
在擔任英國亨利選區下議院議員和倫敦市長期

間，約翰遜曾出版過一系列作品，包括《羅馬之夢》
（The Dream of Rome）、《倫敦精神》（The
Spirit of London），以及後來的《邱吉爾傳》
（The Churchill Factor）。雖然他的「不務正業」
引發倫敦人的不滿，但一如既往地批判歐盟，樹立英
國人的高貴形象，爭取到批量粉絲，這為後來約翰遜
推動脫歐鋪墊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民粹主義和精英治國理念受到民眾追捧
當今社會是一個民粹氾濫的時代。表面上看，約

翰遜也給人留下了民粹主義的印象。他在《泰晤士
報》和《每日電訊報》的專欄文章罵了很多歐洲移民
的壞話，抨擊歐洲移民的三教九流將英國當成了自
家，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約翰遜的這些聲音非常迎合
英國疑歐派和底層民眾的口味。
近年來，在英國接連遭受恐怖襲擊的情況下，約

翰遜又發表文章，反對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場所戴蒙面
頭巾，他甚至將其裝束形容為倫敦街頭的郵筒（let-
ter boxes）。此番言論，當然顯示了約翰遜缺乏政
治修養，當然也遭到了英國穆斯林族群的強烈反對，

指責他「在極右的邊緣上徘徊」。
但是，不要忘記，英國雖然是個現代民主國家，

但從未擺脫過「精英治國」的傳統。迄今為止，英國
41位首相出自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約翰遜來自牛
津大學。可以說，牛津和劍橋壟斷了現代英國史的首
相人選。
加上約翰遜總是喜歡用簡潔而有力的語言為英國描繪

未來。他針對脫歐難題，提出「三字經」Get Brexit
Done（搞定脫歐），讓備受脫歐困擾的英國民眾感受
到當機立斷的痛快。針對文翠珊幾經談判形成的「北
愛後備方案」，多數議員認為文翠珊是賣國，但約翰
遜在此基礎上提出「5點建議」，核心解決後備方案
實施的主動權在誰手裡，隨即贏得疑歐派的廣泛擁
護，可以說是四両撥千斤。這也讓英國上下認為，民
粹主義+精英統治，正正切合解決當下英國的困局。
此外，約翰遜披頭散髮不拘小節的形象，顯示出

他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的桀驁不馴。脫歐方案不過，他
可以冒犧牲自我的風險，重新大選，幸運的是，他依
然能夠勝出。
這點傲骨基因，剛好和英國選民的性格特點相吻

合。你永遠不要鄙視在街角向你祈求那1 pound的乞
丐，也許他的背囊裡裝有一本厚重的經典。可以說，
正是那點傲骨，才是約翰遜帶領英國民眾脫離歐盟的
底氣。

約翰遜贏完首相贏協議，原因何在？
裴軍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