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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的區議員陸續履
新及召開首次會議選舉正

副主席，全港共有17個區議會由反對派
議員控制，這些新當選的反對派區議員
揚言，首次會議第一項議程，就是成立
小組或委員會跟進「警暴」問題，據報
道，多區區議會將成立地區監警會，利用區議會平台調
查「警暴」云云。
眾所周知，基本法條文及區議會條例定明，區議會的

性質只是地區諮詢架構，職責是就地區事務向政府提供
意見，有別於立法會的職能。故此，區議會並沒有任何
法定權力去行使調查權，這如何去履行調查「警暴」的
職責？再說，「警暴」一詞只是反對派袒護黑衣暴徒為
非作歹的片面之詞，反對派一直不肯和那些破壞社會秩
序、任意打砸燒的黑衣暴徒割席，而將過去警方依法執
行止暴制亂的工作誣陷為「警暴」，提出要解散警隊，
無非是混淆和轉移公眾視線，借此達到癱瘓政府運作的
目的。
針對警方在止暴制亂過程中的工作，早前政府已宣佈

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主動審視，包括自2019年6
月9日至7月2日期間發生的公眾活動的有關事實和情
況外，亦會延伸審視工作範圍至涵蓋7月2日後的「活
動」，並就「須匯報投訴」個案進行所有會面及證據收
集。也就是說，政府已有相關職權及具備能力的機構來
調查警方，故不需區議會「越俎代庖」來進行調查警方
工作。
這些新當選的反對派議員左一句調查「警暴」，右一

句監察「警暴」，無非是出自於反對派的私心，因為他
們知道大部分所謂「政治素人」有幸成為區議員完全是
縱容黑衣人暴力、千方百計誣陷警方工作而得到的結
果，當然希望用這種手法獲取更多的政治成果。再說，
他們借今次政治亂世得以成功「上位」，完全沒有準備
好服務市民之心，對區議員地區工作更一無所知，遑論
如何推動地區改善民生事務工作，只能長期用這種操弄
政治議題來遮蓋他們不會做地區工作的不足。
新當選的反對派上台後利用區議會作為政治舞台，借

查所謂「警暴」的藉口，去獲取更多的政治利益，但他
們所用的區議會資源都是香港納稅人的血汗錢。對此，
政府必須加強監管區議會經費撥款的運用，作為地區選
民的我們也要時刻監察反對派區議員的一舉一動，例如
監察新一屆區議會是否依法(包括基本法及區議會條例)
落實區議會職能，以及新一屆區議會議員有否濫權及不
按程序辦事，最重要的是不容區議會淪為反對派的政治
舞台，而失去區議會推動地區經濟、改善民生工作的本
意。

新年伊始，香港的局勢未見驚喜，反對派的所謂元
旦遊行也一如所料成為給予暴徒打砸搶燒空間的一個
藉口。反對派明顯遭遇比之前更尷尬的局面，只要
理性的港人咬緊牙關，抗拒暴力，終會有苦盡甘來的
一天。
近半年來，反對派聯同幕後金主大力製造對國家的

恐慌，成功讓香港的反政府運動進入新的高潮，香港
已進入「順暴者昌，逆暴者亡」的年代。不過，不斷
作無理破壞的暴徒，其本質便一定與他們口中的「民
主」產生根本矛盾，暴力終不可能得到長久支持，這
也一直是所謂「和理非」和所謂「勇武」者在運動中
有着矛盾的原因，也活生生揭露了部分主宰運動的人
實際上只為奪權和私利，而非為了他們口中的所謂
「民主」。
近月來由於法院對暴徒的判罪，導致有不少暴徒開始

不斷針對法院作出破壞，讓得到不少法律界人士支持的
反對派的情況十分尷尬；其次，作為外資的匯豐銀行因
按香港法例及國際慣例凍結「星火同盟」款項，也導致
銀行屢遭暴徒破壞。這群本身質素不高，遇到任何合理
合法和合情的阻撓也會以暴力相向的暴徒，本身便有如
一記七傷拳，「先傷己再傷敵」。香港作為國際都會，
事件繼續發展下去，這群暴徒終會影響更多外企在港利
益，外部勢力的支持或許終會因此而被迫收斂。

所以，凡事物極必反，邪不能勝正，還望各位香港市
民必定要咬緊牙關，讓這2020年可成為讓香港重回正
軌的關鍵一年。

特區政府加強與中聯辦合作 香港定能重新出發
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來港履新的第一

日，主動會見了傳媒，表示帶對香港的

真誠、真情而來，駱主任展現了中央對香

港的堅定支持，對「一國兩制」在港全面

貫徹落實的堅定信心。駱主任的履新講

話，以及特區政府加強與中聯辦合作，使

港人更加明確認識到，香港的前途，與祖

國的發展休戚與共，港人更加堅信，香港

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征程，沒有

任何坎坷波折能夠阻擋。

龍子明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政會議前見記者表示，
上周已歡迎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到港履新，相信未
來的日子會與駱惠寧主任緊密合作，堅守「一國兩
制」及基本法，讓香港重回正軌。特區政府加強與中
聯辦合作，相信香港在新一年定能走出修例風波困
擾，重新出發。

帶來中央期望祝福和指引
駱主任履新講話引用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年賀詞

中的話，「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
的家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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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港人有強烈共鳴。香港亂了，受傷最深重
的是港人自己。香港再也經不住內耗和折騰，需

要祥和、需要理性、需要正能量。
中央殷切期望香港重回正軌、恢復正常，駱主任

帶來了中央對香港的期望、祝福和指引，為香港走
出困境、重新出發指明方向。市民需要和衷共濟，
抱積極進取的態度，抓住粵港澳大灣區給香港帶來
的巨大機遇，再創輝煌。

駱主任相信，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特區政府及
社會各界努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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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確
保」的前提是確保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在香港全面貫
徹實施。
習主席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牢牢掌握憲法和基

本法賦予的中央對香港、澳門全面管治權」。習主席

出席澳門回歸20周年慶祝活動時發表重要講話，讚
揚澳門堅決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正確行使高度自治
權。特區政府加強與中聯辦合作，將確保中央的全面
管治權在香港全面貫徹實施，確保「一國兩制」實踐
不變形不走樣，有效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和發展利
益，有效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把握大灣區建設機遇
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域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香港的出路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最好的
抓手是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相信特區政府加
強與中聯辦合作，香港定能充分把握大灣區建設所帶
來的機遇，把國家所需和香港所長結合起來，在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的同時，實現香港自身更好的發展。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始終不遺餘力全方位推動粵港
澳大灣區交流融合，在大灣區宣佈啟航之初便成立
了大灣區工作委員會，專門對接大灣區發展事宜。
大灣區工作委員會利用其自身影響力，積極與有關
單位合作，團結和凝聚在港數十萬鄉親，全方位推
動粵港澳大灣區的交流融合。
日前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攜手深圳市羅湖區、東華

三院、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之家聯盟、黃大仙區康樂
體育會、九龍城區康樂體育促進會，假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共同簽訂《灣港社區共融協議書》，標誌着
廣總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融合邁出里程碑式的重要一
步。特區政府加強與中聯辦合作，香港廣東社團總
會將與社會各界一道，繼續配合特區政府和中聯辦
積極推動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

半年多來，香港經歷了回歸後
最嚴重的社會動盪。暴徒利用「民主自由」的
理念包裝其內在不堪的族群政治本質，通過煽
動粵裔港人的族群意識將包括福建、客家、以
及新居民在內的一切非粵裔居民一概排除在是
次政治討論之外，而同樣作為非粵裔居民的在
港求學內地生也在這場動亂中顯示出其外來者
身份的尷尬處境。
从6月9日大遊行開始，內地同學對香港街頭

的動亂既新鮮又好奇，一方面無法理解一个看
似合情合理的《逃犯條例》為何能夠激起如此
巨大的風波，另一方面又因不被接納進入對本
土事務的討論感到憋屈。而到7月，運動以聲討
校長張翔為契機第一次正式進入港大校園，在
大學街與學生會大樓外鋪天蓋地張貼了各種海
報。從小在穩定和諧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內地生
們對香港社會激進的政治訴求表達方式無所適
從，一來本能地不認可亂貼大字報的行為，二來
又缺乏運動者有組織有策劃的文宣生產能力，於
是時有發生的「撕海報事件」便成了表達訴求的
唯一方式。7月10日，港大一內地生因撕毀學生
會大樓內張貼物被學生辱罵圍攻；7月23日，城

大一內地舊生因撕毀城大民主牆上張貼物並推倒
民主女神像被學生圍攻霸凌，這些都體現出在校
園中佔相當人口比例的內地生因缺乏有效表達意
見途徑而導致的集中發洩。
如果說7月份個別內地生試圖通過搗毀「黃

絲」文宣來表達自身訴求的方式有失理性，那9
月開學後隨着街頭運動全面進入校園以及國慶
70周年臨近，用各種方式表達愛國熱情的內地
生則顯得更加孤立無援了。9月28日科大驚現
內地生「國歌快閃」，隨即被科大學生會官方
臉書誹謗；10月1日港大一群內地生於「民主
牆」張貼慶祝國慶的海報，旋即被「黃絲」學生
撕毀；10月3日中大一內地女生因在宿舍窗台
懸掛國旗被舍友潑污滋擾；10月11日中大校長
論壇上一內地女生在反對者的咆哮與辱罵聲中
完成了對段崇智校長的提問；11月6日科大校
長論壇上一內地男生離席時「被碰瓷」並被群
毆「私了」。隨着運動本身的暴力升級，內地
學生自由表達的空間越來越狹窄，而本地學生
對內地學生的歧視和暴力越發表面化公開化。
直到「雙十一」過後，各大高校相繼淪為戰

場，內地生全體「大逃深」，那些平時尚可埋

頭讀書不問政事的學霸們，終於意識到這片土
地對自己的敵意。許多人開始考慮轉學、離
港；大學周邊許多租期未滿的房屋在租房平台
上瘋狂降價轉租；一些回到家的學生甚至表現
出創傷後障礙。

內地生們不再關心自己的意見是否能夠表
達，而開始擔心在校園是否還能安全生活。雖
然在11月底發佈的QS 2020全球大學排名中，
香港高校名次總體不降反升，但可以預見，今
年港校不僅對內地乃至在全球的招生都將蒙受
嚴重影響。內地的申請者或將香港社會對內地
人的負面情緒和潛在的安全風險納入考量，歐
美和新加坡的同等高校將成為內地優秀學子的
替代選項。
新年已經到來，各大高校都在清理校園，等

待新學期平安啟航。筆者呼籲各校校方積極為
非本地學生營造安全包容的校園環境，切實維
護內地生在港就讀的合法權益，為被負面情緒
困擾的同學提供心理諮詢。
至於怎樣彌合政治風波帶來的族群對立和社

會傷痛，更需要社會各界同所有有良知的人士
和媒體共同努力了。

期望大學回復平靜安全啟航
李景賢 香港大學研究生會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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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上星期《「黃色經濟圈」下的「豬老
闆」心態》一文刊登後，筆者收到各方好友的
留言，想筆者寫一篇關於時下「連登豬」的心
態。過去半年，這隻「連登豬」經常出現在各
區「連儂牆」上，戴上一個黃色頭盔的豬，外
表上非常可愛和友善。但實際上，這隻豬內心
異常醜惡，有網民揶揄這隻「連登豬」，充分
反映「黃絲」的特徵——愚蠢、無知，容易受
人唆擺！豬年快將結束，筆者藉機會同這隻
「連登豬」算賬，總結在過去半年的所作所
為，看看他們有幾愚蠢和無知。
首先，「連登豬」能夠得以「出人頭地」，

就是他們盲目相信政客、狀棍的謠言，未了解
修訂條例的真正原意，為反而反，愚蠢至極；
其次，在7月1日「回歸紀念日」發生的「立法
會衝擊」事件，「黃絲英雄」梁繼平在立法會

內讀出《香港人抗爭宣言》，吸引不少「黃粉」
傾慕。但梁講了「宣言」後不夠24小時已逃到台
灣，再以政治難民身份到美國，風流快活，拋棄
「粉絲」，但「黃粉」認為梁是保存實力，留待
日後繼續抗爭，真是荒誕至極。
接着就是「8．31太子靈異事件」。筆者用

「靈異」兩字，就是因為當晚根本沒有人在太子
港鐵站內死亡，但眾多「連登豬」持續半年在太
子港鐵站門口，拜祭根本不存在的「義士」，還
要求港鐵交出當晚閉路電視影片出來。試問，該
站的閉路電視已經被暴徒打爛，何以再拿影片給
暴徒呢？有媒體披露「義士」身份後，「太子港
鐵站死人」的謊言不攻自破。
「連登豬」的愚昧無知不止於此。幾乎每個

周末，「連登豬」無止境的破壞、對看不順眼
的人（特別是老人家、婦孺）「私了」，還以

為實踐自己的政治目的。這班「連登豬」的教
育水平並不低，不少是大學畢業（甚至是博
士、教授），有的擁有專業資格（老師、社
工、醫生、護士、律師）。「連登豬」以為自
己高學歴，就認為自己所說的都是真理。
但是，過去半年，筆者發現他們將歪理講成

真理，扭曲事實，顛倒是非黑白。更可恥的
是，他們連惻隱之心都沒有，禽獸不如。

己亥豬年還有十多天就完結，接着而來的就
是庚子鼠年，套用「連登豬」的邏輯，好快誕
生「連登鼠」。這隻「連登鼠」，應該同暴徒
一樣，切切實實是一隻「過街老鼠」。不過，
特區政府可以將這隻「連登鼠」永遠囚禁在虛
擬世界內，就是即時將「連登討論區」列為
「HTTP 404」，就是永遠關閉網站，杜絕「連
登鼠」為禍人間。

「連登豬」愚蠢無知
馬駿

周末，台灣就要進行地區領導人選舉。今屆
選舉仍然沒有跳出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兩黨之
爭。臨近選舉日，選舉局勢越來越激烈，代表
國民黨出選的韓國瑜和代表民進黨的蔡英文之
間的較量從未停止，雙方陣營也在急速聚攏。
雖然早前雙方的民調差距較大，更因為初選裂
痕，國民黨內部歧見大。但自前國民黨主席朱
立倫歸隊為韓國瑜助選，韓國瑜人氣大升，局
勢愈演愈烈，藍營更期待早前公開退出國民黨
的郭台銘，以及表示不會力挺韓國瑜的王金
平，在關鍵時刻回歸陣營。

台灣走上選舉之路後，執政權的爭奪基本就
在兩黨之間進行。事實上，國民黨的基本盤大
於民進黨。為什麼每逢大選，國民黨不時輸給
民進黨呢？有人說，民進黨會選舉，各種各樣
的招都會使。但在選舉出招並非選舉主軸。從
台灣的歷次選舉可以看到，國民黨不團結，是
選舉失利的最根本原因。

最近幾次的選舉，2012年，馬英九吳敦義配
以6,891,139票勝出，得票率51.6%；蔡英文蘇
嘉全配獲得6,093,578票次之，得票率45.6%；

宋林配（宋楚瑜、林瑞雄）則以369,588票墊
底，得票率 2.77%。這一年的投票率是
74.38%。
上一屆2016年選舉，國民黨在情勢負面的情

況下還鬧分裂，臨時換「柱」（洪秀柱），由
朱立倫代表國民黨參選，結果慘敗；蔡英文陳
建仁最終以 689 萬 4,744 票當選，得票率
56.12%；朱玄配（朱立倫、王如玄）獲得381
萬3,365票次之，得票率僅31.04%；宋瑩配
（宋楚瑜、徐欣瑩）則以157萬6,861票墊後，
但比上屆多獲得超過120萬票，得票率大幅上升
10.07%至12.84%。

雖然民進黨第二次再度執政，並創下該黨歷
年最高得票，但這一年，台灣選民的投票率是歷
次選舉最低，投票率僅66.27%，很多選民是含
淚不投票。兩屆選舉比對，朱立倫比上屆的馬英
九得票少了約300萬票。而蔡英文勝選，比上屆
得票僅多了100萬票。另外200萬票哪裡去了？
100萬票投了宋楚瑜，還是藍的票；另100萬票
流失了，失望的選民寧願放棄也不投民進黨。
再看2018年11月的九合一地方選舉，以主要

政黨在縣市長選舉的得票數看，國民黨約斬獲
610萬票，民進黨拿下約489萬票。國民黨在台
灣地方選舉大獲全勝，可以看到藍大於綠的基
本狀況還在。
韓國瑜又一次面臨選情緊繃，苦就苦在不是

民進黨太強，而是國民黨內部支持度吃緊。韓
國瑜既要面對民進黨選戰的正面衝突，在最後
的選舉關頭，還要在掙扎着呼喚團結。國民黨
只要團結，藍營大回歸，韓國瑜就一定有勝選
的希望。
國民黨選情一直不見起色，內部團結引來關

注，特別是前立法院長王金平的取態，影響藍
營的整合，郭台銘雖然退黨，但他還是藍色
的，國民黨期待他們回歸。王金平曾表示：支
持國民黨「立委」就等於幫助韓國瑜，還在家
中大擺筵席為韓國瑜拉選票，言外之意是回歸
隊伍，力挺韓國瑜。郭台銘也表示：將為本次
國民黨「立委」選舉進行造勢宣傳。因此，大
家普遍認為最後時刻，王金平和郭台銘有望公
開「挺韓」，假設如果成真，韓國瑜獲得選舉
勝利還是有希望的。

藍營團結才有勝選機會
紀碩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