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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譴責堅決回擊蓬佩奧的「最後瘋狂」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繼公布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將

牌」打到超越底線，已經完全喪失理智。蓬佩奧在台灣、

於本周訪台之後，又宣布所謂美方解除與台灣接觸的所有

香港等問題上頻頻插手，干涉中國內政，意圖牽制中國發

「自我設置限制」。這些舉動，無疑是要在離任前還要在

展，必須予以強烈譴責。中國有強大的意志和足夠的實力

台灣問題上玩火，衝擊中美關係的紅線。隨着美國政府進

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任何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行徑都將

入最後交接期，以蓬佩奧為代表的美國少數極端反華政客

遭到中方堅決回擊。警告蔡英文當局，一意孤行「倚美謀

已四面楚歌，通過最後瘋狂撈取「翻本籌碼」，將「台灣

獨」，必將自食惡果！

姚志勝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蓬佩奧最後瘋狂已完全喪失理智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
政府，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國
際社會公認的事實。正是基於「一中」事實，
四十多年前，中美雙方領導人以極大的智慧和
創造力在台灣問題上達成一致，這成為兩個大
國建交的一個重要基礎。其中，中美三個聯合
公報之一的中美建交公報，美國便明確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蓬佩奧宣布所謂取消美國幾十年來單方面限
制美國官員和台灣窗口的來往，嚴重違反「一
中」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不僅再次
證明其煽動對抗、蓄意破壞下屆美國政府的
險惡用心，更暴露其打「台灣牌」遏華、為

「台獨」張目、嚴重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卑劣
企圖，必須予以強烈譴責！
隨着美國政府進入最後交接期，以蓬佩奧為代
表的美國少數極端反華政客已四面楚歌，通過最
後瘋狂撈取「翻本籌碼」，將「台灣牌」打到超
越底線，已經完全喪失理智。從特朗普政府離任
前的一段時間可以見到，這些政客的危險舉動變
本加厲：從簽署所謂的「台灣保證法」，到與台
灣方面通過視頻形式進行所謂「政治軍事對
話」；從宣派美駐聯合國代表訪台，到宣布取消
美台官方往來限制，等等。這些政客在台灣問題
上步步進逼，用盡在任的最後權力製造矛盾，給
拜登政府「埋雷」，為自己政治利益不擇手段，
衝擊中美兩國關係和兩國人民的長遠利益，令人
不齒。

蓬佩奧惡名昭著 害台禍港其心可誅

世人都看到，美國的一些反華政客，一直將
打「中國牌」視為挽救其政治生命的「救命稻
草」，在台灣、香港等問題上頻頻插手，干涉
中國內政，大搞霸凌主義，意圖牽制中國發展。
芸芸反華政客中，曾擔任中情局局長的蓬佩奧
可謂是惡名昭著，臭不可聞。他去年到訪希臘
不僅遭到抗議，而且羅馬教皇拒絕接見，被輿
論評為「美國史上最差國務卿」、「國際社會
最不受歡迎政客」。
修例風波以來，蓬佩奧多次祭出「香港
牌」，為「黑暴」煽風點火，包括在華府接見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亂港政客、抹黑香港國
安法、宣稱要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地位、「制
裁」香港官員、聲稱「12 瞞逃」並無犯罪，
等等。其惡行與打「台灣牌」同出一轍，根本
不是所謂支持民主，而是透過各種操作滲透台

吸取美國暴亂教訓 香港應積極融入國家大局

港警執法文明有目共睹
美國國會暴亂中，警方直接開槍鎮
壓，造成多人死傷，西方輿論覺得毫無
問題，是維護「法治和秩序」的必要之
舉；同樣是依法辦事、止暴制亂，香港
警方制止反修例黑暴卻遭到扭曲、抹
黑，個別西方國家更制裁香港警方。修
例風波持續大半年的衝突，沒有人因為
警方執法而死亡，香港警方執法高水平
世人有目共睹，現在是時候還香港警方
清白和公道。
美國國會暴亂，表面上因選舉而起，
背後深層次原因是貧富不均，政客為了
一黨一己之私，不惜煽動對抗、撕裂社
會。2020 年對全世界各國都是極不尋
常的一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成為考

驗各國管治能力的一次重大挑戰。中國
依靠中央權威、以民為本、制度優勢、
科學決策等原則，成功化危為機，疫情
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經濟增長率先
實現由負轉正，脫貧攻堅任務如期完
成，社會大局保持穩定，「十三五」規
劃圓滿收官，RECP、中歐投資協定簽
署，「十四五」開局充滿信心。事實證
明，中央領導正確果斷、人民信服，舉
國上下一心，彰顯了中國成功抗疫、重
振經濟的制度優勢。

國安法加快香港由亂及治
香港能擺脫反修例風波的黑暴陰霾，
正是得益於中央的全面正確治理。香港
國安法的落實，震懾違法暴力行為，包
括警方近日依據國安法拘捕「初選」的
組織者、參與者，沉重打擊反中亂港惡
行的氣焰，加快香港由亂及治的步伐。
盡快控制疫情、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是香港重振經濟、重現活力的
希望所在，特區政府、社會各界必須咬
緊牙關，徹底控制疫情，為與大灣區恢
復正常往來創造必要條件，讓香港各行
各業、年輕人更好地利用大灣區和國家
發展的新機遇，共擔民族徫大復興重
任，共享國家富強榮光。

中美「逆行者」高下立見

會被佔領的一幕如出一轍，修例風波
被定性為暴動、示威者被定性為暴
徒，應毫無異議；香港警方止暴制亂
天經地義，暴徒如今被起訴、承擔法
律責任，更合法合情合理，符合國際
慣例。在某些西方政客和媒體眼中，
衝擊美國國會的示威者就斬釘截鐵定
性為暴徒，卻把香港的暴徒美化為
「民主鬥士」，充分暴露其雙重標準
的虛偽、搞亂香港的居心。

警告蔡英文當局：
「倚美謀獨」將自食惡果
在事關國家主權的原則問題上，中國絕不會
妥協退讓。台灣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絕不
允許任何外來干涉。無論美國政客如何操弄
「台灣牌」，都動搖不了「一個中國」的大原
則，更改變不了兩岸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和民
心大勢。中國具有強大的意志和足夠的實力捍
衛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勢
力阻擋中國統一進程，任何損害中國核心利益
的行徑都將遭到中方堅決回擊。在這裏，也要
警告蔡英文當局，頑固「倚美謀獨」，一意孤
行向美國政客的連串操作表忠，甘當助美遏制
大陸的棋子，出賣民族利益和台灣民眾利
益，換取美國撐腰，必將自食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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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貞 全國政協委員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
者衝擊國會事件，令舉世
震驚。事件被美國主流社會、輿論定性
為暴亂，執法檢察機關已迅速進行拘捕
起訴行動。事實證明，任何國家和社
會，追求民主都必須守法，理想崇高不
是違法暴力免受法律制裁的擋箭牌。與
美國執法機關處理暴亂手法相比，更顯
香港警方執法文明克制，值得世界各國
同行和國際社會尊敬。中央果斷出台香
港國安法，為香港撥亂反正、重建法治
穩定，港人更應看清世界「亂」與
「治」的分野明顯，認清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才是香港的發展大勢所趨、機遇所
在，更珍惜香港的安定和諧，與國家命
運與共、齊創輝煌。
美國國會的暴亂發生後，美國輿論把
衝擊國會者形容為「本土恐怖分子」；
美國警方已拘捕十人，聯邦調查局着手
調查事件，聯邦檢察官、司法部也開始
檢控行動。美國及國際社會對美國國會
暴亂的鮮明態度顯示，不容有人以暴力
表達訴求、以政治凌駕法治，是國際社
會共同盡力捍衛的普世價值。
昨日香港，今日美國。
如 今 回 頭 看 2019 年 香 港 的 修 例 風
波，黑衣暴徒佔領立法會，與美國國

灣和香港以牽制中國，其心可誅。

攬炒失敗還期望可全身而退嗎？

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全國青聯委員

上星期三，成千上萬的特
朗普支持者到達美國首都華
盛頓參與遊行，特朗普在白
宮外進行了一次大型集會與支持者見面，表
示假新聞媒體盜取了大選結果，他自己絕對
不會承認敗選，更煽動支持者們去國會鬧
事。由於特朗普支持者太多，「逆行」衝破了警察的防線，
最後攻入國會大廈。而此時的國會正在舉行選舉人團的選票
核實，議長佩洛西正在進行演講。這「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就送到她的眼前了，更送到了她的辦公室裏面，扛走了她的
議長講台，還贈送了「裝修」服務。混亂中，一共有四名特
朗普支持者被擊斃，說好的「沒有暴徒，只有暴政」呢？為
什麼 2019 年 7 月 1 日發生在香港立法會的事情在佩洛西口中
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2021 年 1 月 6 日發生在美國國會
則變成了「可恥地攻擊民主」呢？這一次無論如何怎麼雙重
標準也好，特朗普支持者也創造了歷史，「逆行者」實現了
第一次由美國民眾佔領國會大廈。上一次美國國會被佔領已
經是 200 多年前被英軍佔領了。
同在 1 月 6 日，地球的另一邊中國也有「逆行者」，當天
的一張照片在網上爆紅，主題是「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
兩國的人民都在「逆行」，不同的是我們在「抗疫」，而他
們在「抗議」。中國的「逆行者」在風雪中穿着防護服，推
着一輛裝滿物資的三輪車在雪地上艱難前行。照片上的其實
是大連海洋大學的學生志願者，因為疫情封校，他們每天肩
負着為全校師生配送餐飲和抗疫物資。當天在我國北方正遭
遇嚴寒天氣，大連當地持續下大雪，配送的任務變得更加艱
巨。這些學生基本上都是不到 20 歲的「零零後」，在這一次
疫情和大雪的考驗中扛起重擔，展現了我國「逆行者」的風
采。除此之外，最近石家莊爆發疫情，河北各地集合 3,000
人連夜馳援石家莊，為抗擊疫情不顧生死奮戰在第一線。
筆者想起習近平主席在 2021 年新年賀詞中的那句：「平
凡鑄就偉大 ，英雄來自人民 ！」 兩國人民都展開了 「逆
行」，究竟哪一個才是「最美逆行者」，相信看官自有公
論。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攬炒奪權圖謀破產
既然他們畏罪如虎，就應該循規蹈矩

做其反對派政客，為什麼又要跟着攬炒
派指揮棒起舞，走上攬炒香港之路？他
們不要扮無知裝糊塗，2019 年 6 月爆發
的一場風波，本質上就是一場港版「顏
色革命」，反對派參與其中，上下其
手，現在「顏色革命」失敗，攬炒奪權
破產，反對派政客以為可以不用承擔刑
責，可以全身而退，不是太過天真嗎？
反對派對被捕大呼小叫，上綱上線，
完全是顛倒黑白是非。「初選」違法不
是今日才講，在「攬炒初選」提出、籌
劃、進行期間，特區政府已多次表明
「初選」違法，並且表明會依法辦事，
早已鳴槍示警，但反對派卻沒有放在心
上，以為「法不責眾」，政府不敢追
究。到「初選」結果出來後，港澳辦、
中聯辦立即發聲明譴責，這些都說明
「攬炒初選」違基本法及國安法，現在
拘捕相關人士不過是依法辦事，反對派
完全錯判形勢，低估政府執法決心，造
成了今日全盤皆落索的結局。

癱瘓政府用心險惡
至於黃碧雲等所謂否決預算案是基本
法賦予的權力云云，更是下三流的詭
辯。「攬炒初選」以及戴耀廷「真攬炒
十步」提出的否決預算案，是不理內容
一律否決，目的是藉着否決政府預算
案，令政府癱瘓，從而迫使特首解散立
法會，引發憲制危機，最終達至玉石俱
焚目的。他們的所為是攬炒不是審議，

基本法又有哪一條容許癱瘓立法會？民
主黨如尹兆堅之流做騷時就將基本法丟
到垃圾桶，黃碧雲現在要推卸責任又突
然大講基本法，但卻是故意歪曲基本法
內容，這些垃圾政客不單無能，更無基
本承擔。
反對派揣着明白裝糊塗。這一場「初
選」真的是為了選出參選人嗎？當然不
是，這個「初選」是反修例風波的一個
延續，也是港版「顏色革命」的其中一
環，通過立法會奪權，繼而攬炒議會，
癱瘓香港，勾結外力，顛覆政權，這就
是「真攬炒十步」的內容，當中既有立
法會奪權，還有煽動大規模暴亂，並勾
結外國勢力制裁香港，這是名副其實的
「港版顏色革命」，參與這場「初選」
的反對派政客，都知道這是怎麼一回
事，都認同攬炒目的，不少人更簽署聲
明，這樣的部署當然不是為了選出參選
人，而是要針對政權，而反對派政黨都
認同在當選後會配合攬炒路線，罪證確
鑿，這些民主黨、公民黨人敢否認嗎？
攬炒議會本身已經違反國安法，
「初選」在香港國安法出台後如期進
行，所有參與人都知道國安法已生
效，仍然參與一場「攬炒初選」，這
不是公然挑戰國安法，挑戰國家安全
嗎？現在「顏色革命」失敗了，反對
派還在裝無辜，還妄想可全身而退，
如此無膽無勇無承擔，難怪弄得今日
兩面不是人。

王偉傑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 社會事務委員會副主任

攬炒派多行不義必自斃

55 名涉嫌組織參與「攬炒初選」違
反國安法被捕的反對派人士，一邊指責
拘捕行動是「政治打壓」，是要製造
「寒蟬效應」，一邊又呼冤叫屈，指自
己只是參與一場「合法」「初選」，何
來危害國家安全？5 個月內 3 次被上門
拘捕的林卓廷就指，反對派透過「初
選」找出合適人選參選，卻被指干犯一
條可判終身監禁的法例，做法「瘋
癲」。「一嚿雲」黃碧雲亦指，基本法
訂明議員有權審議決議案，就算議會按
程序否決預算案，政府亦可按基本法
21 條 提 出 臨 時 撥 款 ， 令 政 府 繼 續 運
作，何來違反國安法云云。
這些反對派政客在參與「初選」時，
氣焰何等囂張，又簽署什麼「攬炒聲
明」，又高呼與暴徒「齊上齊落」，擺
出一副不攬炒香港絕不罷休，為攬炒不
怕入獄的姿態，說明他們也知道自己所
作所為是挑戰法紀，現在被捕是咎由自
取，也是求仁得仁。然而，他們現在又
不斷砌辭狡辯，明明是要攬炒預算案，
癱瘓政府，突然變成按照基本法審議預
算案；明明是一場攬炒「初選」，目的
是配合戴耀廷的「真攬炒十步」，癱瘓
政府顛覆政權，突然又變成林卓廷口中
「透過『初選』找出合適人選參選」。

美國總統特朗普不甘心被趕落台，號召他的支持者包圍國
會山莊，最終釀成 5 人死亡的流血衝突。特朗普深知惹禍上
身，便立即施展他最擅長的變臉伎倆，譴責示威者以轉移大
眾視線。近日有逾 50 名發動及參與「35+初選」的攬炒派因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而被捕，他們以往在多場社會運動中盡
顯其「卸膊」及「無賴」一面，跟這位不要臉的總統如出一
轍。
「35+初選」的發起人戴耀廷早於 2014 年已發起違法「佔
中」，令香港多區交通陷於癱瘓，事後竟厚着臉皮矢口否認
所有控罪。自香港國安法在去年 6 月 30 日正式生效後，戴耀
廷仍明目張膽大肆鼓吹「攬炒十步曲」，身為法律學者卻視
香港法律如無物。現在因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而有可能面對
最高終身監禁的刑罰，卻扮作受害者，博取市民同情。
前民陣召集人岑子杰，在反修例風波期間屢次糾眾遊行示
威，但在活動後從來沒安排參與者和平散去，多次釀成暴徒
與警方爆發嚴重衝突，岑子杰向來拒絕承擔任何責任，現在
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而被捕，真的是應驗了「出得來行，
預了要還。」
至於那位聲稱「留案底令人生更精彩」的公民黨楊岳橋，
經常慫恿「手足」向前衝，自己卻明哲保身「急急鬆」，現
在極有可能因干犯香港國安法而留下案底，若因此而被吊銷
大律師資格，可謂是得償所願，「人生更精彩」。
特朗普抗疫失敗，令超過 30 多萬美國人枉死，於任內多
次挑起國民矛盾，更令美國瀕臨分裂邊緣。至於那些以顛
覆特區政府為政治目的的香港攬炒派，多年來不斷荼毒香
港青少年，煽動他們參與非法集結及其他違法行為，摧毀
年輕人的前程 。「 多行不義必自斃 」， 這批危害國家安
全、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的歹毒之徒，最終都因惡行而落得
狼狽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