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7 人物副
刊

■責任編輯：張岳悅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202020年年88月月2828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0年8月28日（星期五）

2020年8月28日（星期五）

做
政
治

做
政
治

為
揭
反
對
派
謊
言

為
揭
反
對
派
謊
言

KOLKOL

掃碼看精彩影片

華記幼時家中一貧如洗，他卻將貧窮視
為上天賜予自己的正能量。他14歲開始
打工做遍低下層工作，最終找到喜愛的建
築行業，27歲發覺自己辛苦3個月建的樓
被人3日賣完，遂轉行做地產經紀「搵快
錢」。他30歲開始創業，在港開設地產
公司，輾轉10年間從一張寫字枱發展至
十幾間分行。他是名副其實的白手興家，
賺得的一分一毫都凝聚拚搏的汗水，更加
珍惜得到的一事一物。早已實現財務自由
的他堅信，是香港優秀的社會環境造就商
界人才力爭上游的優秀風氣，而自己更應
每日持續努力奮鬥做好每一項工作，「我
的事業還未成功，萬里長城只行了一兩
階，還有很長的路要行。無論是作為商人
還是KOL，我都在不斷學習，樂意嘗試
新事物。意念範圍目標，行動創造成果，
只要敢想敢做，持續努力奮鬥，都應該會
成功的。」
「上一代人經歷過好辛苦的拚搏，才有

一餐飽飯食，所以好珍惜。現時的年輕人
一部電話聯繫世界，要買的東西明日就送
到面前。小時候我媽不捨得食的雞髀留給
我食，我食得特別滋味；今日你在餐廳叫
雞髀飯給子女，他會鬧你刻薄。」通過簡
單的舉例，他從一隻雞髀延伸至核心價值
觀的問題，更領悟到現時年輕人與上一代
的矛盾從何而來——曾經視若珍寶的美食
成為今日棄如敝屣的垃圾，唾手可得又怎
會知來之不易？

店舖因疫停業糧照出
華記早在2013年進軍日本地產市場，兩年間促成過千交
易，居日期間苦於沒有合胃口的粵菜，遂於2017年先後開
設6間餐廳，其中包括港式茶餐廳、點心舖及燒味舖，更因
在日本早稻田大學附近賣燒鴨而廣為人知，慕名而來的客人
絡繹不絕。但如今因疫情反彈餐廳只得部分停業，只剩一間
專做外賣生意，而在香港的地產舖則實行彈性返工政策。員
工放假，但他仍照出糧給長工，不愧為良心僱主。
「事業發展得好，公司的同事自然會受惠，特別是開山元

老以及年輕新血，我們要創造一個向上的階梯給同事，才有
促使其進步的推動力。每一個人都會在發展中成長，這是一
種團隊精神，不只是我一個人的事。」華記稱自己仍不斷在
調校公司的管理模式，在香港、內地及日本各有不同，與大
型公司的中央統籌管理模式不同的是，他更崇尚「員工自
主」，在每個城市安排負責人，與負責人制訂策劃及發展目
標，由此使前線同事理解公司的發展方向，「我創業的其中
一個目標，就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令更多人有工可返。
現在這個特別的階段，我們更要努力做好基本功，盡量增加
就業平台，使公司團隊發展得更強大。」

日本營商遭元老級員工背叛
當然世上從來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華記憶述公司經歷
2008年金融海嘯時，每個月營業額急跌，虧損長達半年。
在外國做生意，機遇總是伴隨挑戰，令他印象最深刻的重
創，是2018年初遭遇的背叛——昔日在日本陪他披荊斬棘
開創事業的元老，卻受美色所誘意圖轉移公司資金物業據為
己有……華記被迫與其在日本對簿公堂。
「當時公司正被黑暴攻擊，生意又不好，壓力很大。我差

點連律師都找不到，日本律師會考慮要不要幫外國人同自己
國人打官司的，我唯有付更多的錢。經過兩年來的交戰終於
打贏了官司，這是很大的教訓。」
成長中總會遇到挫折，有些人會愈挫愈勇，有些人卻一蹶

不振，對他來說，挫折的磨礪使其更為成熟，是個人心理以
及心態的共同成長。他更藉自己的經歷，勸喻大家跟隨熱潮
移民前慎重考慮，切勿沉溺於完美主義者的幻想之中。

從商人化身為政治從商人化身為政治KOLKOL（（Key Opinion LeadKey Opinion Lead--

erer），），楊官華楊官華（（華記華記））此前從未想像過有朝一日此前從未想像過有朝一日

會開設自己的會開設自己的YouTubeYouTube頻道頻道「「華記正能量華記正能量」。」。一一

場場「「修例風波修例風波」」改變了他改變了他，，毅然通過自媒體發毅然通過自媒體發

聲聲，，如今如今「「華記正能量華記正能量」」坐擁坐擁2020多萬訂閱多萬訂閱，，一條一條

熱門影片的播放量超過熱門影片的播放量超過6060萬萬。。但他拍片放但他拍片放YouYou--

TubeTube不為盈利不為盈利，，只為廣傳真相只為廣傳真相，，揭破反對派的謊揭破反對派的謊

言面具言面具。。當政治融入生活當政治融入生活，，華記加入何君堯團隊華記加入何君堯團隊

報名選立法會議員報名選立法會議員，，被人攻擊之前的所作所為無被人攻擊之前的所作所為無

非是為自己參選鋪路非是為自己參選鋪路。。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

訪時首度披露訪時首度披露，，自己主動要求在何君堯團隊中排自己主動要求在何君堯團隊中排

行第四行第四，，只是抱着只是抱着「「抬轎抬轎」」的心態的心態，「，「我只想做我只想做

為香港發聲的普通人為香港發聲的普通人，，從政的機會還是留給搞政從政的機會還是留給搞政

治的專業人士治的專業人士。」。」 採採：：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張岳悅

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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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6月12日發生黑暴事
件後，在社交媒體上出現

了一個光頭猛男，他不畏危
險，自己拍片放facebook（fb）
揭露真相，希望為正義發聲，
贏得不少網民追蹤，許多人不
知他是誰，只知他叫華記，如
今他更成為「藍絲」的偶像，
「黃絲」的敵人。
華記出身建築行業，白手興
家，闖蕩四海打拚。性格硬朗
的他在香港黑暴襲擊最惡劣的
時候，見到有個律師議員何君
堯敢企出來向暴力說不，令他
十分佩服，於是兩人惺惺相
惜。他讚賞何君堯「敢作敢
為，有擔當」，並補充道：
「父母墳墓遭人毀壞，辦事處
被多次打爛，遭遇反對派持刀
捅傷，被人捅完一刀還可以過
幾日就返工，繼續落區拉票，
面對多層衝擊仍然屹立不倒，
足夠硬淨，全香港只有他一個
人。」
華記認為，何君堯之所以被

反對派「妖魔化」，是因為他這把刀太
過鋒利，一露鋒芒即會使反對派驚慌，
只能用盡一切手法抹黑和污衊他。
「很多在香港從政的建制派已默默耕

耘了很久，全職從區議會做到立法會，
不太發聲。反對派惡招盡出如泥漿摔跤
般打鬥，而建制派卻總被特定的道德框
架限制，循規蹈矩如謙謙君子，落於下
風。所以只有建制派、政府足夠強硬，
香港才能夠撥亂反正。還好經過黑暴事
件，很多從前沉默的建制派已開始活
躍。」他說。
華記見何君堯落選區議員替他不值，

所以一定要全力撐他再當選立法會議
員，於是加入何君堯團隊與另外兩位
KOL黑超哥、大衛Sir組成4人戰隊。
他跟隨何君堯每日走訪新界西七至八個
地點，不斷跑場進行選舉活動，並出席
眾多論壇，看見何君堯亦需兼管律師樓
工作，以日理萬機形容亦不為過。他自
己也要兼顧地產公司、餐廳生意，大家
都身兼多職，其實也很辛苦，為的是希
望議會保留住一把敢言的聲音。

一年經歷如讀十個EMBA
華記回想起修例風波引起的黑暴事件

發生之前，自己也是忙忙碌碌、渾渾噩
噩的商人，並不知社會深層次矛盾出現
的撕裂是那麼恐怖，這一年之間經歷了
太多，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他形容：
「彷彿是讀了十個EMBA，之前的人生
觀、價值觀、世界觀徹底被推翻，可將
其稱之為『黑暴的啟示』。我曾經以為
讀得多書，理論基礎深，做教授、學者
或法官，便是正確的。經過黑暴事件
後，我發覺讀得書多不代表行為正確，
在政治面前大家都是『初哥』，無學識
的人也未必分不清是非黑白。『仗義每
多屠狗輩』，在黑衣人無差別打人時，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可能就是路邊的豬
肉佬或清潔阿姐。」這也正是促使他挺
身而出勇敢發聲的原因。
他笑言自己沒有兒女，無後顧之憂，

可以豁出去。

頻道傳遞真相有價值
華記猶記得去年6月12日的金鐘暴
亂，剛從日本回來，一落機的自己趕赴
現場了解真實情況，與海外講的完全不
同，決定以影片展示真實的畫面給自己
在日本的「黃絲」員工看，扭轉他們因
「黃媒」偏頗報道而形成的錯誤觀念。
「這班所謂反對派的年輕人是否真的

手無寸鐵？結果被我拍到他們的『架
生』，謊言被我揭破。」這條上載至fb
的短片，短時間內便有幾十萬人觀看，
反對派謊言被揭破後，市民正面迴響之
大是他所始料未及的，隨即繼續在fb專
頁表達自己的真實意見。殊不知，fb先
後以不同藉口7次取消他的賬戶，「現
在只要我一打出『華記正能量』這五個
字，什麼都不用講，fb很快會自動取消
我的賬戶。」這些不公正的對待並未使
他放棄發聲，反而成為他決心開設You-
Tube頻道「華記正能量」的契機，他
謙稱：「其實我做的這個頻道，還有少
少的新聞價值。」
留意華記影片的觀眾不難發現，他常

做「深夜直擊報道」，背景常在家中或
車裏，與出鏡時光鮮亮麗的其他KOL
相比，實在是有些樸實無華。原來他在
原本行業持續努力奮鬥之餘，還要兼顧
頻道的各項事宜，每日工餘犧牲睡覺時
間拍片分享每日新聞與個人觀點，支撐
着他不知疲倦的是一份得到價值認同的
使命感。

組團發聲拍片分文不取
華記回憶起自己最初經營YouTube頻

道之時，毫無經驗的他單純分享每日重
點新聞，針對「看不過眼」的事件發表
意見，再自學如何上載影片……當成長
為一名資深KOL，他更欣慰見到現時
藍營KOL遍地開花，媒體不再是被
「黃營」言論壟斷，無論fb、YouTube
還是微博、微信，都成為傳播事實真相

的渠道。當自媒體日益盛行，他清
晰意識到僅憑自己一人發聲的力量
遠遠不夠，於是組建了「男人幫聯
盟」，望與各位自媒體KOL協力
報道事實真相，建構一個真實社交
媒體的新聞平台，支持香港警察，
全力揭破歪理當道的反對派假面
具，努力撥亂反正，希望香港回復
正常。如今他的每條影片觀看人數
由幾萬至幾十萬不等，賺得盆滿缽
滿？華記透露，他在YouTube頻
道的影片分文不取，以免被平台
「黃標」噤聲，「因為不收盈利，
所以我的言論更自由，被封台的機
會更低。」
他認為現時香港「黃媒」當道，

「偽記者」橫行，部分新聞報道顛
倒是非黑白，做自媒體是呈現真相
並與年輕人溝通的有效方式。「現
時有手機可以直播，像照妖鏡一
般，使『妖魔鬼怪』的所作所為無
所遁形，明明影出來是暴徒毆打警
察，反對派依然可以反口不認，以
角度作為藉口，只截取警察拿槍指
住暴徒的一部分。」他說。

受盡反對派攻擊和污衊
身為政治KOL，他無可避免受到反

對派的各種攻擊和污衊，線上影片被人
無理舉報，線下被人起底公開資料，連
日本的茶餐廳都被人貼了連儂牆，甚至
投訴他「用黑工、走私、強姦員工」。
他戲稱自己成為了反對派眼中的「大魔
頭」，「反對派在道理上講不過你，就
只能生安白造，我從來做事光明正大，
做人頂天立地，我不相信有什麼可以擊
潰我。」為了員工不受無辜牽連，他曾
經短暫收聲，卻因支持他的網友正能量
留言及觸動人心的信件而重新思考——
如果每個人都因為攻擊而放棄堅持，那
誰還會再站出來發聲？

發聲反映民意與反對派交鋒
運用第四權發聲，是對華記來說至關重

要的事，他更想自己的聲音反映民意和真
相，傳至祖國乃至全世界。他曾與何君堯、
葛珮帆等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合作拍片，在
觀眾留言中了解民意，再由下而上反映，
如推遲立法會選舉等建議被政府成功採納，
何君堯發起的「支持23條立法簽名聯署運
動」亦觸動中央思考立法，為促成香港國
安法實施出一份力。
在數次交鋒中，他眼見太多次反對派

的謊言被揭穿後的無地自容，更總結出
反對派的核心問題——他們已經將
「黃」作為自己的價值觀，當你攻擊到
他們的核心價值觀，即是踐踏了他們的
尊嚴，激發其為尊嚴而非理性作戰。
「一班處於反叛期的青年，熱血反斗，
可以為想要得到的東西遍地打滾。我們
不應該遷就縱容他們。黑暴事件更令人
警醒，很多人都會選擇走出來支持正確
的事。香港正義的人不少，我見到有曾
經養尊處優的闊太走出來，在撐警街站
無懼日曬雨淋；見到有辛勞半生的老人
走出來，將多年積蓄換作物資送去差館
撐警；也見到自己的觀眾走出來，幫被
黑暴打甩整排牙的義工免費植牙……」

■華記參與愛國護港撐警活動，
有市民爭相合照。

■■華記與黑超哥收到粉絲畫作表支持華記與黑超哥收到粉絲畫作表支持。。

■■華記拍片不為盈華記拍片不為盈
利利，，只為廣傳真相只為廣傳真相。。 ■■他無懼攻擊和污衊他無懼攻擊和污衊，，

堅持為正義發聲堅持為正義發聲。。

■■華記華記（（右三右三））及一眾藝人及一眾藝人、、KOLKOL支持何君堯支持何君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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