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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不除 海洋公園和香港都無運行
海洋公園是本港最吸引國際遊客的主題公園之

貓館探訪「盈盈」、「樂樂」。然而，以上的美

一；亦成為情侶拍拖、一家大小遊樂的好地方。

好片段，很可能成為大家腦海中的「集體回

每位到訪公園的遊客，都喜歡去坐登山纜車，玩

憶」，成為書本上的歷史。黑暴不除， 海洋公園

樂園的機動遊戲；到海洋劇場看海豚表演；到熊

和香港整體經濟都無運行。

陸頌雄 立法會議員
為何筆者有這悲觀的看法？因為海洋公園日前向
特區政府申請 54 億元撥款，用於解決現時財困。若
果此撥款申請未能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海洋
公園將會在一年內倒閉。
由去年 6 月開始，「黑暴」事件無日無之，縱暴
派日日夜夜破壞法治安寧，街道上無時無刻都見到
堵路縱火、襲擊市民的事件。外地遊客，特別是來
自內地的自由行遊客，隨時會成為被恐嚇、攻擊的
目標，內地遊客還敢放心到本港旅遊？

「黑暴」
無日無之 遊客不敢再來
香港作為一個外向型的經濟城市，旅遊業是本港
經濟的命脈之一，若果訪港旅客人數呈墮崖式下

跌，與旅遊業相關的行業，都會出現巨大的負面連
鎖效應，海洋公園就是典型的例子。
現時，對於海洋公園和特區政府來說，均面對兩
難局面。首先，若果此筆撥款未能在財委會通過，
海洋公園將會倒閉，將有 2,000 多名員工加入失業
大軍，有多少個家庭會因而受到影響？
香港繼上世紀 80 年代關閉荔園後，很可能又少一
個吸引遊客、供港人集體回憶的景點。海洋公園內
的一花一草、海洋生物、稀有品種動物，將喪失溫
暖的家庭。這對於香港經濟利益、情感都是重大損
失。
而且，即使海洋公園能夠排除萬難，能夠排除反
對派議員的阻撓，申請的撥款獲得通過，但若「黑

暴」死灰復燃，令遊客不敢到港遊玩，公園能否單
靠本地遊客支撐下去？筆者不抱樂觀態度。此次撥
款只是杯水車薪 ，如何能拯救海洋公園於水深火熱
之中？

只有止暴制亂才能穩定繁榮
特首林鄭月娥昨天在行政會議上，對第二輪「防
疫抗疫基金」，宣佈具體的落實內容。對於政府在
今年 4 月下旬推出的「保就業計劃」，其中有關資
助企業和僱員的方案，政府明顯在聽取工會、商會
的意見後，作出進一步修正完善，協助企業和打工
仔走出困境。筆者認為特首能夠急民所急，聽取市
民意見，令計劃更加「貼地」，幫助更多有需要的

珍惜共同防疫成果──全港學校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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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取代。
其三， 防疫關係，保持社交距離，操場
的集會未能舉行。回到課室上課的第一個
半天（教局建議上課半天），師生大可不
必先趕科場，追討功課。倒是在世紀疫情
下，互動生命教育課有必需。超過百天的
居家避疫的心聲互訴，特別對跨境學童，
以及曾經經歷居家 14 天隔離的，彼此傾訴
分享，同上生命真實體驗一課。
其四，學校宜公佈復課後的課程（包括
授課、評核、升留級、中三升中四的選
科）安排。原則是宜鬆不宜緊。安排亦應
照顧跨境學生的需要。
其五，學校亦應與家長保持緊密聯繫與
合作。務求締結一個合適的復課環境。
其六，內地以及港澳在是次世紀疫情
裡，憑着同舟共濟、防疫政策到位、絕大
部分醫護人員奮不顧身、民間整體配合的
大前提下，將新冠病毒害人的覆蓋度及傷

亡率減至可減的最低點。
事實上，自 2 月份開始，
深港兩地實施嚴格的居家 14 天隔離檢疫，
由內地返港近 9 萬多人，至今未見有感染
者。因此，除非疫情反覆，本會認為於 5 月
27 日後復課，來回深港兩地返學之學童，
應可豁免居家 14 天之檢疫要求。仿效澳門
與珠海兩地，由醫生檢測互動認證，是有
效可行方案。
其七， 從世界疫情看，感染人數之多，
傷亡人數之大，讓人唏噓難過。內地及港
澳台的堅忍抗疫，初步成功，學生要對為
抗疫付出巨大努力的所有人員奉上心裡崇
敬的鞠躬！
如今有幸復課並非必然，未來學生求學
更要認真，待人更要寬厚，彼此珍惜當
下，懂得祝福及盼望未來。這簡要而基本
的價值，很值得教師們用心向學生訴說，
這是重要的。

推動香港再出發從青年開始
周厚立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會長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日前成立。筆者
認為，推動香港再出發，要從青年開始。
大聯盟的 1,545 名共同發起人中，有逾 100
位是在校大學生或剛畢業的年輕人，組織
架構中的青年比例較高。大聯盟總召集人
之一的梁振英強調，大聯盟將努力為年輕
人提供培訓機會、三至六個月的短期實習
機會、就業崗位等，鼓勵他們前往鄉村、
郊外、野外等地，成為服務社會的義工。

赴大灣區開展體驗式學習考察

助港青擁有北望神州的國家視野
警方表示截至上月中約 8,000 人在反修例
事件中被捕，拘捕人士有 4 成是學生，其中
6 成為大專學生，4 成更是中小學生，令人
無比痛心。香港青年乃至未成年學生走上
違法暴力前線，是攬炒派用歪論對莘莘學
子洗腦的結果。「黃教材」氾濫成災，有

識之士、普羅市民無不憂心
忡忡。
抵制攬炒派對香港青年的荼毒，培養香
港青年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應該把對香
港青年的愛國主義教育，與幫助他們融入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結合起來。大灣區有豐
富的愛國主義教育資源，了解國情必須了
解大灣區，因為大灣區是中國近代史上最
重要的地方之一，從鴉片戰爭、太平天
國、辛亥革命、北伐戰爭、解放戰爭到改
革開放，大灣區在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上
寫下了不朽的篇章。大灣區是進行愛國主
義教育的沃土，有助香港青年認識近代以
來中華民族的歷史，幫助香港青年抵制煽
暴派散播的歪理。
大灣區是國家戰略，也是香港青年的舞
台。香港青年對大灣區的理解自然至關重
要。在大灣區產業分工、城市融合的過程
中，香港青年能夠找到自己的事業。香港
青年要實現夢想，必須有北望神州的國家
視野，才能找到發展機會。香港年輕一代
應放開懷抱，去認識粵港澳大灣區，拓展
自己的人生事業和理想。

德國必須遣返黃台仰李東昇
江樂士
在 2016 年農曆新年期間，梁天琦、盧建
民和黃家駒參與旺角騷亂，被控暴動和襲
警罪，分別被判監禁 6 年、7 年和 3 年半。
梁、盧二人於 2018 年在高等法院被陪審團
判定罪成，黃氏承認控罪。三人其後就刑
期提出上訴，但上月 29 日，上訴法庭最終
駁回他們的上訴申請。
由於梁天琦、盧建民和黃家駒的暴亂行
徑對法治構成即時且深遠的影響，高等法
院首席法官潘兆初在上訴庭上指出，案件
的原訴法官對梁天琦、盧建民和黃家駒的
量刑正確，具阻嚇作用。
儘管暴亂的嚴重性顯而易見，有必要向
暴徒追究責任，德國聯邦移民和難民局卻
對此置若罔聞。在檢控官反對的情況下，
有份參與暴亂的黃台仰和李東昇仍可保釋
外出，兩人最終缺席聆訊。他們後來於
2019 年現身德國，才被揭發於前一年獲得
當地的「政治庇護」。
德國當局給予兩人「政治庇護」，無異
是侮辱香港及其法治精神。黃台仰和李東
昇都是懦夫，他們潛逃外國逃避法律責
任。梁天琦和其他幾名被告出庭受審，把

自己的命運交給陪審團來定斷。然而，黃
台仰和李東昇棄保潛逃，無異於承認自己
有罪，卻抱怨自己得不到公平審訊。只要
是熟悉本港陪審團制度的人，都能夠識破
如此厚顏無恥的謊言。
我們不知德國為何給予黃台仰和李東昇
「政治庇護」，除非是因為他們對香港極
度敵視。可是，對此德方已予以否認。德
方不僅誤解香港的司法制度，也錯解了他
們的國際義務。正如 1951 年《難民地位公
約》清楚表明，「難民是指有正當理由擔
憂因種族、宗教、國籍、政治見解或屬於
某一特殊群體等原因而遭到迫害的人。」
黃台仰和李東昇並不屬於這些情況，他們
之所以被檢控是因為參與街頭暴力，所以
他們完全沒有資格申請政治庇護。
德國在香港設有領事館，完全了解香港
的情況，豈能向暴動逃犯敞開大門！香港
《基本法》下的司法制度，以司法獨立、
專業和高效著稱，德國駐港總領事林文禮
對此當了如指掌。因旺角暴動事件而被控
暴動罪的每個疑犯都經過陪審團公正的裁
決，一些人被判有罪，另一些判無罪。希

反對派全面掌控的新一屆區議會運作
至今已有 5 個月，因為反修例運動在去
年 11 月區選得以上台的反對派，是否為新一屆區議會
帶來變化，筆者相信全港市民心中自有答案。5 月 11
日，特首林鄭月娥接受訪問提及，除了立法會長期停
擺，新一屆區議會亦毫無建樹。特首的這一番說話正
正道出了廣大市民的心聲。
新一屆區議會一事無成，卻有以下三項「政績」：首先，置民生於
不顧全面政治化。回望過去，自新一屆區議員就任後，全港區議會淪
為反對派政治表演場地。繼大埔區議會成立一個明顯超越《區議會條
例》第 61 條職權的委員會後，其他區議會「有樣學樣」，亦成立一
些超越區議會職能的委員會，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將區議會政治化，
利用此平台攻擊政府官員，繼續炒作社會事件，以獲得政治紅利。
林鄭月娥明確指出，從今年 1 月至今，區議會沒有任何具建設性的
成果，「各區議會都在謾罵、侮辱政府官員，特別是警務處的同
事。」例如今年 5 月中，中西區反對派區議員不滿討論議題被指超越
區議會職能，秘書處不能提供服務為由，圍堵中西區民政專員黃何詠
詩辦公室達 4 小時之久，最後黃何詠詩在大批警員護送下才能離開。
又如，在各區議會會議上肆意辱罵警務處長鄧炳強，更通過毫無約束
力的動議要譴責及解僱警隊首長，此等行為極度幼稚及無知，將會議
變成一場政治騷，既浪費議會時間又浪費社會資源。
其次，分化港人製造社會矛盾。早前，深水埗反對派區議員李文浩
及劉家衡在其聯合辦事處門外貼出「藍絲與狗不得內進」的侮辱性告
示。區議員作為公職人員，其公職行為包括服務該區所有的市民，理
論上不應拒絕服務任何區內的市民。
再說，誰是供養他們的「衣食父母」？是每一位香港市民。香港市民
無論什麼政見，他們都要辛苦工作依法納稅，他們的付出是這些口口聲
聲為民請命的議員得以存在的最大原因。但這些反對派上台後，凡事只
談政治立場、「顏色」之分，不談民生，未曾想過要放棄政治偏見和
狹隘立場，真正為香港市民服務，更談不上為社會帶來什麼實質有利
的事情。
最後，反對派區議員為暴力撐腰。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 4 月 29 日
立法會致辭時直斥反對派為暴力撐腰。過去兩個星期再次發生黑衣暴
徒非法聚集，製造各種事端，意圖搗亂社會秩序。這些非法聚集場
合，處處可見反對派區議員蹤影。他們還在社交媒體公然用「手足」
相稱，呼籲「手足」萬事小心。這些「手足」的惡行包括使用暴力毆
打無辜市民、在街頭使用汽油彈、參與非法堵路、破壞商店、銀行、
交通燈、政府建築及警署等，甚至鼓吹「港獨」。反對派區議員還利
用公職人員身份，輪流到監獄探訪「手足」，令人懷疑反對派將暴力
美化、英雄化，為暴徒撐腰，以換取個人的政治利益。
特首對新一屆區議會的評價，給每個擁有投票權的市民上了很好的
一課。反對派宣傳政見再動聽，也只是表面功夫。說到底，要看他們
是否真正為市民做實事。不得民心的反對派，被揭穿真面目只是時間
問題。

望林文禮將這些情況向他在柏林的上司匯
報清楚。事實上，根據 2020 年世界法治
(World Justice Project) 法治指數，香港法
治完善度在全球128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
16，甚至在刑法公義方面排名更高，位居
第14。
德國當局現在已經清楚看到，黃台仰和
李東昇的同黨已得到公正審訊，給予黃、
李兩人政治庇護的決定真的是大錯特錯
的。
香港與德國簽訂的《移交逃犯雙邊協
定》在 2009 年 4 月 11 日生效。協定要求香
港和德國將對方的刑事罪犯遣送回去，當
然，也有一定例外情況，但是這些情況都
不適用於黃台仰和李東昇。二人理應因暴
力行為受到法律制裁，絕不允許他們逃避
應有的懲罰。因此，德國必須修正錯誤，
取消二人的難民資格。沒人可以凌駕於法
律之上，在逃刑事犯必須捉拿歸案，如此
方能彰顯正義。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
版刊登在《中國日報》上，內容有刪
減。）

單志明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滬港校友聯合會主席

支持護士抗疫 保障市民健康

筆者認為，盡力提供更多培訓、實習、
就業等機會，還應該把眼光放在粵港澳大
灣區。大灣區給香港青年帶來全新機遇，
助力香港青年成就新夢想。大灣區世界級
城市群的建成亦將為本港青年的就業、生
活、居住開拓更廣闊的空間。在粵港澳大
灣區產業分工、城市融合的過程中，香港
青年能夠找到自己的事業。讓香港青年在
積極融入大灣區建設中，放開懷抱，親身
體驗今日中國的面貌。
在大灣區開展體驗式學習考察的方式方
法非常重要，體驗式學習考察從活動策劃

到組織安排，不僅可以更多地讓香港青年
參與，使他們受到鼓勵和支持，而且可以
開展粵港雙創人才培養、驅動創新型人才
交流、促進高規格國際資源對接，以此加
強香港學生與內地交流，更好了解內地經
濟社會發展。真實的體驗，可以令香港青
年對在大灣區發展事業更具信心。
針對攬炒派美化違法暴力，把違法者美
化為爭取公義的英雄，顛倒是非踐踏法
治，煽動年輕一代犯法，針對煽暴派歪曲
歷史，詆毀國家民族，大聯盟希望在青年
人當中多作宣傳，希望他們能夠認識國
情，強化國家意識、公民意識和中華民族
共同體意識，樹立起作為中國人的自豪
感、光榮感，不要相信一些歪理。

反對派把持的區議會毫無建樹

內地各省市以及港澳陸續
復課，師生及家長們倍感珍
惜，筆者所屬的教育團體，誠摯向全港學
校發信，借以下幾點內容，訴說心聲：
其一，中六級的文憑試結束之時，亦是
中、小、特、幼各級學生復課之日，如何
讓在停學防疫期間的「保持社交距離」，
再到返校復課、繼續抗疫，開啟師生共同
上課的「心靈契合」。5 月 27 日的復課第
一天，看來要回到教學專業的基本。第一
天復課之前的師生健康安全準備如何？學
校的防疫環境、防疫物品備妥是前設。而
校方發函提示、班主任致電學生及家長關
懷慰問，帶出重要訊息，那就是共同迎接
難得的復課天。
其二，第一天復課，早上，學生踏進校
門的一刻，校長宜較當值老師更早，並站
在校門更前端，向師生點頭問好，以示復
課的重要，無論如何實體上課是網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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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
但是，大家必須作出深層次思考，為何本港經濟
突然由繁華盛世變成百業蕭條？為何失業率由去年
3 月的 2.9%，突然跳升至現時的 4.2%（建造業更
高達 8.5%）？原因只得一個，就是無日無之的黑
暴，對本港民生、經濟造成永不翻身的局面。國務
院港澳辦，指出擺脫現時困局的最有效方法就是
「除暴」：「『黑暴』一日不除，香港一日不
寧」。
特區政府各部門必須團結合作，止暴制亂，若依
舊採取「自掃門前雪」政策，如何能有效解決「黑
暴」？「黑暴」不及早解決，正如依附在身體的寄
生蟲，將不斷蠶食香港經濟、民生的根本。

5 月 12 日是國際護士節。習近平主席在護士節到來
之際，日前向全國廣大護士致以節日的祝賀和誠摯的
慰問，強調全社會都要理解和支持護士。香港疫情漸
趨緩和，護士身處抗疫前線，身負重任，不負廣大市
民期望，遏制疫情，體現了南丁格爾誓言的可貴精神
和救人情操。
習主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廣大護士英勇無畏衝向國內國
外疫情防控鬥爭第一線，為打贏中國疫情防控阻擊戰、保障各國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作出重要貢獻，用實際行動踐行了敬佑生命、救
死扶傷、甘於奉獻、大愛無疆的崇高精神。習主席對護士奮勇抗疫的
肯定，為包括香港在內的全國護士加油鼓勁，全體醫護人員士氣高
昂。
香港已連續 20 多日無本地確診個案，特區政府正積極考慮各種方
案，讓社會運作逐步回復正常，經濟活動重回正軌。香港防疫抗疫工
作卓有成效，正是特區政府引領醫護人員和全港市民萬眾一心、共同
努力的成果。
事實上，香港大部分醫護人員一直緊守崗位，天未光便提前到醫院
投入工作，把病人生命放在最前。滬港校友聯合會副主席、明愛醫院
朱燁醫生，在疫情爆發最緊急的時期，堅持提前到醫院上班，與手術
室 20 多位護士同袍並肩作戰，體現了《日內瓦宣言》和《南丁格爾
誓言》的可貴精神和救人情操。
不少專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還將持續一段時間，防疫工作未可鬆
懈。值得警惕的是，香港黑暴近日捲土重來，社會重現聚眾叫囂亂
象。黑暴分子無視公共衛生安全，四出違法集結，破壞團結一心抗疫
的社會環境，增加市民被感染的風險，隨時令抗疫努力前功盡廢。
習主席指出，全社會都要理解和支持護士，希望廣大護士秉承優良
傳統，發揚人道主義精神，再接再厲，真情奉獻，為健康中國建設、
維護世界公共衛生安全不斷作出新的貢獻。中國是全世界最早走出疫
情困局的國家，全國護士在抗疫阻擊戰中的忘我精神，令人敬佩！世
界仍未走出疫情陰霾，香港市民仍須支持前線醫護人員，繼續共同守
好抗疫防線，抵制各種破壞抗疫工作的暴力違法行動，攜手建設健康
的國家和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