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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始，萬象更新。日前，國務
院任命駱惠寧為中聯辦主任，筆者表
示十分歡迎駱主任出任新職。駱主任
歷任青海省及山西省委書記，有豐富
地方主政經驗及財經專業背景。筆者
很有信心，駱主任會帶來新氣象、新
思維，堅定履職及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更好地推
動在香港落實憲法及基本法。
2020年是國家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國家

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脫貧的目標即將達到。令
筆者感到痛心的是，香港社會的焦點沒有放在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之中，元旦日持續發生暴力示威、破壞銀
行等違法行為。我十分認同，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
當前最緊迫的任務，以及堅決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
法。如同習近平主席所說，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
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筆者希望，香港市民看清暴力
只會衍生暴力，早日重回正軌，才是安居樂業的不二
法門。

眼下困境未解，伴隨着一連串經濟下滑的消息。去
年11月份訪港旅客人數跌幅擴大，預計本港全年訪
港旅客比去年下跌14%。11月零售總銷貨價值估計
為近300億元，跌超過兩成，已連跌10個月；亦有
消息指國際奢侈品牌計劃關閉銅鑼灣一線商場的分
店。重災區飲食業方面，若與2019年第二季比較，
餐飲食肆更有近462間結業。以上總總，均意味着基
層打工仔飯碗「危危乎」，失業率在農曆新年後有機
會大幅攀升。
止暴制亂已是刻不容緩，香港亦需要研究社會經濟

的深層次矛盾，進一步發揮香港所長，瞄準國家所
需，尤其是如何做好香港作為國家經濟發展門戶的角
色。兩會即將來臨，我很期盼就如何利用香港長處，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向駱主任學習和交流。
拉長歷史的軌跡來看，有時風平浪靜，也有時風高

浪急，過去大半年，香港經歷前所未見的颶風。筆者
十分感謝王志民先生在過去兩年半對愛國愛港力量的
指導和支持。最後，筆者確信，香港「新一年重回正
軌」是大家共同的新年願望，更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目
標。

因修例風波引起的暴力衝突已嚴重
影響香港的經濟、穩定和民生發展。
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2020年元旦賀詞
指出：「近幾個月來，香港局勢牽動
着大家的心。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
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真誠希望香
港好、香港同胞好。香港繁榮穩定是香港同胞的心
願，也是祖國人民的期盼。」

1月4日，國務院的一項任免通知，成為了香港的
大新聞。國務院任命駱惠寧為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
寧主任將帶給香港什麼「改變」，成為了香港社會關
注的話題。
不管如何，讓香港盡快重返正軌，應該是香港各界

的共同心願。正如駱惠寧主任見傳媒朋友時說的：
「近半年香港形勢讓人揪心，大家熱切期盼香港能重
回正軌，就像習近平主席在新年賀詞中指出，沒有和
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真誠希望香
港好，香港同胞好。」

駱惠寧主任過去在內地工作，具有豐富基層經驗，
擔任過兩個大省的領導，曾被形容為「政治堅定、經
驗豐富、做事嚴謹、待人寬厚，善於把方向、謀大
事，善於創造性開展工作，善於抓班子、帶隊伍，勇
於擔當，真抓實幹」。駱惠寧主任來港履職，體現中
央對香港問題的通盤考慮和高度重視，也體現了中央
治港的新思路。

未來香港可能會以穩定和發展經濟民生為主線。只
有穩定的香港，才能更好地確保國家主權和領土安
全，確保憲法、基本法全面準確貫徹落實；只有持續
發展經濟民生，才能化解政治爭拗，讓香港回歸經濟
建設和民生發展，才能提升香港市民的幸福感。
在風起雲湧、變幻莫測的國際博弈中，香港的問題

異常複雜。我們相信駱主任一定能以真誠和真情帶領
香港中聯辦忠實履行職責，與特區政府、香港社會各
界一道推動香港由亂轉治，發展由疲轉興。

駱惠寧「三個一定」表達對港真誠、真情和信心
駱惠寧出任中聯辦主任，肩負着中央的重託。香港社會也期

望駱主任以豐富領導經驗在新崗位上續發揮專長，助港走出困

局。駱主任昨日首次會見香港傳媒並發表講話，不僅表達了對

香港形勢的揪心和對香港能重回正軌的期盼，更強調「三個一

定」：一定能確保憲法、基本法在香港得到全面貫徹實施，一

定能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一定能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駱主任的「三個一定」，既包含了做好香港工作的真誠和

真情，更顯示了對香港明天更好的堅定信心！

姚志勝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國務院上周六任命駱惠寧為香港中聯辦主任，
昨日履新。駱主任在中聯辦大樓內首次會見傳媒
時表示，到中聯辦任職，就他個人而言是「新使
命、新挑戰」，會帶着對香港的真誠和真情做好
工作。

「三個一定」堅定港人對「一國兩制」制度自信
香港經受修例風波的巨大衝擊，陷入沙士以來最

大的經濟低谷。香港被黑衣暴徒打上暴力烙印，香
港的國際形象以至外界對香港的信心都受到影響。
駱主任充分肯定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
勢。他指出，「香港是東方明珠、國際化大都市，
香港同胞為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

要貢獻，祖國也始終是香港最強大的後盾。」駱主
任還特別引述習近平主席在新年賀詞中所說，「沒
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真誠
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駱主任的講話表明了
中央高度重視並堅決維護香港社會繁榮穩定，真切
關顧香港同胞的整體和長遠利益。駱主任在講話中
提到，「近半年來香港的形勢令人揪心，大家都熱
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軌。」這是回應港人在新年
伊始的最大願望，表達了與港人同舟共濟的真誠和
真情。
駱主任的「三個一定」顯示了對香港明天更好

的堅定信心。反修例暴亂不斷蔓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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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毀香港
的繁榮穩定。駱主任以「三個一定」作出回應：
相信在林鄭特首、特區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共同
努力下，一定能確保憲法、基本法在香港得到全
面貫徹實施，一定能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一定能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事實上，香
港回歸以來的事實已經並且將會繼續證明，「一
國兩制」作為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完全
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中央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駱主任以「三個一
定」堅定港人對「一國兩制」的制度自信，為香
港「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和保持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增添正能量。

香港社會期望駱主任助港走出困局
駱主任表示，「我過去在內地工作，但對香港並

不陌生」，對香港來說，「『一國兩制』是最大優
勢，我將繼續帶領中聯辦的全體同事，忠實地履行
職責。」駱主任曾長期在安徽工作，先後擔任青
海、山西兩地省委書記，工作經歷和領導經驗非常
豐富。中央在香港困難的時刻任命駱惠寧出任中聯
辦主任，體現出中央對香港情況相當熟悉、有充分
了解。香港社會期望今次的新安排，帶來新人事、
新作風，期望駱主任帶領中聯辦，與特區政府共同
努力，貫徹落實基本法及「一國兩制」，在新的崗
位上創造性開展工作，助港走出目前困局。

上周五（1月3日），我從灣仔入境處天橋步
向港鐵站，迎面遇到3位警察。我的習慣是：凡
是見到香港警察便會豎起拇指，表示稱讚。怎
知一位在我身後、和我素不相識的男子，卻在
筆者耳邊說：「食蕉喇你！」筆者即時反應是
毫不退縮，立即瞪大眼看着這位男士，然後駁
斥：「對着我講呀？」這位男士旋即在前面的
樓梯下去。
另一件事是，去年12月中旬，我在商業區找

吃午飯的地方。怎知一位迎面而來、穿裇衫西褲
的男子在我身旁經過時，大聲向我說：「人
渣！」筆者立即回頭，大聲說道：「有膽當着我
面講！」這位男士頭也敢不回地跑了，當沒發生
任何事一樣。這便是黃絲。一個人時絕對沒有
膽！一個人時只敢罵你一聲，然後完全不敢回頭
看你就溜了。何解？
因為愛護國家從來天經地義。但黃絲有國家

嗎？有，但那是美國！他們在遊行時，像孝子一
樣披着美國旗，但他們敢說自己的祖國是美國

嗎？不敢！美國會承認他們是美國人嗎？對不
起，黃絲縱使當過大律師公會主席（夠專業
吧！）也不一定能當美國人。因為黃絲一旦當了
美國人，還有利用價值嗎？只有黃絲還是中國
人、香港人，美國才可以利用他們來分裂中國、
搞亂香港。這絕大部分黃絲不明白，但李柱銘、
黃之鋒等心底明白，只是不說出來而已。
支持國家、支持警察嚴正執法，何錯之有？文

天祥說過：「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
河嶽， 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
冥。」我們雖不需要像文天祥一樣為國死節，但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
愧！」
愛護國家自然而然生出一股正氣，令黃絲不敢

正視。無國無家、無祖無宗的縱暴黃絲，或許對
上面幾句話，根本連聽都未聽過，何來道德勇
氣，去面對我們愛國愛港的藍絲？只能以侮辱性
語言來洩憤，連多罵一句也沒底氣。因為沒有天
地正氣作支撐，只剩下一個由英國留下來的所謂

專業身份，這便是所謂專業黃絲。
人一黃，腦不一定殘，但國家情懷沒了，浩然

正氣沒了，只能在蒙面時，憑着人多「私了」，
只能在人少時在你身邊侮辱你一句。所以，筆者
的結論：百無一用是黃絲。
執筆之時，中央剛公佈了中聯辦主任的任免。

對於駱惠寧主任的政績，好評已有不少，筆者不
再置喙，只知道遠在青海省的教師朋友知道此一
消息時，對駱主任主政青海，多有好評，懷念之
情，溢於言表。

筆者認為，駱主任的上任，印證了我的觀察。
若2019年香港的總結是：亂；那麼2020年的總
結應是：變。尤其過了1月11日（編者按：1月
11日是台灣地區領導人的選舉日），中央更可放
手處理香港問題。
「變幻才是永恒！」毫無家國情懷，只懂侮辱

國家的黃絲，2020年肯定是「變」得很不濟的
一年。我很早便寫過，侮辱國家，一定要付出代
價的。

百無一用是黃絲！
馮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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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亨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陳曉鋒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
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就是敢言」
執行主席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
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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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青年朋友告知，他們
在香港機場辦理登機手續飛台

灣，被要求出示回程的機票或者預訂回程機票的資
料，前所未有。每一年他們都會去台灣旅行，從來
沒有說要在香港事先查回程機票的。機場櫃枱職員
回答是台灣方面要求的，可能怕大家滯留在台灣
不回香港。雖然令人感詫異，卻也明白台灣當局
的擔憂，試問誰會歡迎香港暴徒留在台灣？
一直以來，台灣是香港青年朋友喜歡去旅行和

度假地方，很多人都只先買去程的機票，回程日
期往往等到台灣後再作打算。現在，台灣當局的
做法似乎悄悄改變了，感覺上怕了香港青年。因
此，想去台灣的朋友們，請你們事先了解清楚，
免得去到機場才知碰到釘子。

現在，確實有一些參與香港暴亂的人士以各種
方式去了台灣，逾期非法居留。台灣朋友說，大
部分的台灣民眾不歡迎他們，因此民進黨政府絕
對不敢說要接收他們留在台灣讀書或工作，更不
要說讓他們成為台灣居民，尤其是正在選舉期
間，若此刻有大量的參與暴亂的香港青年湧入台
灣，絕對會引起台灣民意反彈，影響民進黨選
情。民進黨政府要求在香港機場為香港青年辦理
登機手續時，確認回程機票，就是要減少在台灣
逾期非法居留的人數。
問題是：台灣當局或民進黨政府不是支持香港暴

徒鬧事嗎？並借此向台灣民眾負面宣傳「一國兩
制」？台灣朋友的答案是，支持香港暴徒在香港鬧
事與歡迎他們逃避到台灣完全是兩碼事！誰願意接

收一個地方的破壞者？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會容
許外來的破壞者。美國和英國也絕對不會，香港
的BNO持有者爭取居英權恐怕也是會落空。
現實就是殘酷的。台灣當局提防香港青年進入

台灣，在台灣朋友看來是正常之舉。台灣朋友斷
定，就算是台灣選舉之後，台灣當局無論是韓國
瑜上台，或者蔡英文連任，都不可能會改變政策
給予香港暴徒難民身份，最多只是找個理由收留
三幾個象徵性人物，以作為日後宣傳之用，絕不
可能容許大量的暴徒湧入。任何地方想要的人都
希望是建設者而非破壞者，要鬧事要破壞就繼續
留在香港，台灣不歡迎。台灣朋友甚至預測，台
灣極有可能會限制有案底的香港人士去台灣，包
括旅行和居留。我們拭目以待。

暴徒妄想台灣收留碰釘子
洪錦鉉 城市智庫召集人���

7�

假新聞自古以來就是一種惡意的政治宣傳工
具。即使是繁榮穩定的社會，也會受到散播不實
消息的傳媒機構所危及。「香港觀察」組織便是
其中之一。
「香港觀察」的創辦人羅傑斯（Benedict

Rogers）以「維權人士」自居。他在2017年入
境香港時被拒，事件引起不少關注。港府依照慣
例沒有透露拒絕他入境的理由，但還是有人揣測
他與2014年因「佔中」而被判入獄的罪犯關係
密切，因而被拒入境。「佔中」引起的暴力事件
令9位保安員受傷，但是羅傑斯不但把「佔中」
的主謀美化為「英雄」，還在他們到訪英國時高
度讚揚他們的劣行。

羅傑斯亂港原形畢露
2017 年底，羅傑斯成立了智庫「香港觀

察」，總部設在倫敦。雖然該機構標榜客觀中
立，但成立不久後便原形畢露，為反中亂港運動
護航，立場之偏頗令公眾驚訝不已。

羅傑斯一開始就爭取諸位反中亂港派的支持，
包括末代港督彭定康和英國上議院議員奧爾頓勳
爵（David Alton）。奧爾頓自此便不問因由，對
香港的事務說三道四。而羅傑斯就自己被拒入境
一事仍然深深不忿，為了報復不惜讓仇恨沖昏頭
腦，利用「香港觀察」大張旗鼓地抹黑港府、污
衊警隊，還為那些打着政治幌子肆意違法的罪犯
洗白。

雖然有人期望黑衣暴徒會在聖誕假期時不再挑
起暴力事件，放過香港一馬。可是，這個美好的
祈願卻落空了。黑衣暴徒在商場恐嚇他人、砸爛

商舖、餐館、銀行、破壞港鐵設施，甚至襲擊警
察。幸虧恪盡職守的香港警察及時趕到，暴徒才
未能得逞。在新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的帶領和鼓
勵下，香港警隊勇於面對暴徒，不顧自身安危保
護市民，避免公眾成為仇恨的目標。警隊盡忠職
守維護法紀，可是羅傑斯、彭定康以及奧爾頓之
流對此卻裝聾作啞。
黑衣暴徒的暴行理應備受社會譴責，而正直、

維護人權和法治的人士更應是當仁不讓。可是，
像羅傑斯之類的「維權人士」對此不僅刻意保持
沉默，還倒行逆施指責警方在聖誕前夕止暴制
亂。而正正是平安夜的那一晚，暴徒破壞位於彌
敦道的匯豐銀行，阻塞道路，在旺角砸爛21個
交通燈，襲擊無辜市民，還用汽油彈襲擊警察，
令聖誕添上陰霾。
羅傑斯對香港局勢的判斷實在是匪夷所思，然

而他還是煞有其事地聲稱平安夜的執法手段為
「徹頭徹尾的警暴」，把暴徒描述為「和平理性
的顧客和示威者」。羅傑斯所言明顯有悖事實，
即便如此，他還建議立即成立國際獨立調查小
組，用《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制裁香港官員
和警察。此等建議出自於不切實際的人口中，讓
人覺得分外離譜。

支持大力檢控暴徒
事實上，自從黑衣暴徒率先在去年6月向社會

宣戰，警方在無日無之的暴力面前依然果敢執
法、保持高度專業和極度克制。在平安夜和聖誕
新年期間，警方以完善的戰術和最低的武力對付
暴徒，取得的成就讓仇警人士氣急敗壞。現在，

「香港觀察」之流到處惡意抹黑警方，我們更應
在這個時候嘉許和維護這一班盡忠職守的香港警
察。
羅傑斯不斷仇視香港，禁止他入境自然合情合

理，然而我們還應禁止其同夥入境，尤其是彭定
康。彭定康往往對香港表示關注時魯莽不顧後
果，香港的聲譽因而大受打擊，加上他曾誹謗我
們的司法系統，其殺傷力和厭惡程度明顯比羅傑
斯更甚。奧爾頓雖然在政壇上無足輕重，但也不
是香港的朋友，只因為他不時訪港與亂港分子會
面，對他們的言論人云亦云。有鑒於此，任何落
力抹黑香港、試圖破壞香港聲譽的人士，都必須
依據國際慣例拒絕入境，美國人也不例外。
踏入2020年，香港的街頭暴力依然肆虐，所

以我們必須在各方面全力支持警方。為此，檢控
官應加大力度檢控暴徒，以表明暴行乃法治所不
容。被捕者一旦罪成，法庭判予最高刑期，讓違
法者承擔法律責任，令他們無法在短期內再次踏
足社會犯案。
此外，新聞若旨在煽動仇警、肆意污衊警隊保

護香港，削弱法治和擾亂公眾秩序，都應公諸於
世。畢竟任何進行誹謗和抹黑的人士也需承擔後
果。那些散播謠言的人士實在令人難以接受，他
們與暴力分子同樣有罪，必須將其繩之以法。

新年伊始，珍視正直、重視人權以及法治者應
該站起來反抗暴力，不要再姑息和輕饒暴徒，而
懲罰那些利用假新聞來危害香港和破壞中國的無
恥之徒，更是當務之急。
（本文作者為前刑事檢控專員。文本英文原文

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

「香港觀察」組織實為「香港通敵」
江樂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