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旗神聖而不

可褻瀆。

褻瀆的定義是

：行為者明知其破

壞行為屬於嚴重冒

犯，仍一意孤行。

8月3日下午，有暴

徒在尖沙咀肆無忌憚地降下國旗並丟入

海中，為圖吸引民眾和媒體的眼球。這

種罪行旋即引起了包括香港700多萬市

民在內的全國人民憤怒，向暴徒發出嚴

厲譴責的話語此起彼伏，這萬眾一心集

體聲討污辱國旗暴行的一幕，實在令人

感動不已。

尊重國旗是責任更是義務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在

社交媒體懸紅百萬元，並發起設立懸賞

基金，強烈要求緝捕侮辱國旗的暴徒歸

案；許多全國政協委員、港區人大代表

亦強烈譴責該事件，並認同設立懸賞基

金緝兇。翌日凌晨，十多名愛國愛港人

士自發來到天星碼頭旗杆前，重新升起

五星紅旗；4日早上，上百名市民自發

起守護國旗行動，在現場升國旗、奏唱

國歌，向國旗敬禮。該名無法無天的暴

徒也立即被人肉搜查，可想而知，等待

他的將是法庭的審訊和處罰。《國旗及

國徽條例》規定， 「任何人公開及故意

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

式侮辱國旗或國徽，即屬犯罪，一經定

罪，可處第5級罰款及監禁3年。」
國旗是國家的標誌性旗幟，是國家

榮譽與尊嚴的象徵。它通過一定的樣式

、色彩和圖案反映一個國家政治特色和

歷史文化傳統。中國國旗是我國各族人

民團結奮鬥的光輝旗幟，象徵着中國和

中華民族的榮耀和輝煌，代表着堅定的

信念和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不論是戰

爭還是和平時期，國旗都是我們國家的

重要象徵，標誌着我們國家的存在。尤

其是北京天安門的升旗儀式，更是吸引

了許多中外遊客和市民一大早專程去觀

看。

國旗更能保護各國船舶在公海上自

由航行。任何國家不得對在公海中懸掛

該國國旗合法航行的別國船舶加以阻礙

。在公海中航行的船舶必須在一國進行

登記並懸掛該國國旗，登記國稱為該船

的國籍國或船旗國。公海上的船舶受船

旗國法律管轄並受其保護。船旗國以外

的任何當局，即使作為一種調查措施，

也不得命令逮捕或扣押船舶。

愛國情感豈能冒犯
國旗和愛國激情緊密而不可分割。

愛國主義是世界各國人民深入骨髓的共

同的情感。有個真實的故事，西藏的百

歲老人次仁曲珍在沒有正規的旗杆沒有

國歌的伴奏下，45年堅持不懈，從不間

斷的完成升旗儀式；奧運會最令世人激

動的時刻之一，就是莊嚴而隆重的頒獎

儀式，每次世界冠軍的國旗應從中央旗

杆升起，同時奏冠軍代表團的國歌，許

多國際知名運動健將往往望着國旗冉冉

升起而禁不住流下眼淚。由此可見，在

世界各國，沒有其他任何象徵能比國旗

更為重要和代表愛國情感。侮辱國旗，

就是對愛國情感的嚴重冒犯。

揚國旗之威，興愛國之思。近期文

明和平的香港，雖然在某些別有居心的

勢力深度策劃下，暴力事件頻頻發生，

但關心香港心懷國家的大多數民眾顯然

多於兇殘暴戾的小眾盲目群體，國家與

政府更體現了冷靜和理智的極大克制。

神聖國旗絕不容褻瀆！
自中共十八

大以來，中央於7

月24日發表首部

綜合型國防白皮書

《新時代的中國國

防》，表述新時代

中國軍隊 「四個戰

略支撐」 的使命， 「永不稱霸、永不擴張、永

不謀求勢力範圍」 ，保持國防開支合理適度，

確保中國走向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新時

代，加強中國與各國的政治互信。

要走別樹一格的國防路
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1988年曾指出：

「如果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

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

，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

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

旺發達的標誌。」
31年後的今天來看，鄧小平這番表述十

分有遠見，即使中國永不稱霸也必須強大，否

則西方勢力不斷干擾中國的發展。國防發展速

度過去是十分重要、現在是、將來亦是中國安

全的重要基石，是中國大國地位和綜合國力的

重要標誌。

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6月指出： 「只有

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從根本上保

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中國歷史使我們深刻認識到，要不斷加強

中國自身實力和自力更生，因為軍事尖端先進

的東西，別人不會賣給中國的，中國不能什麼

都去買，而要學習、消化、吸收西方的軍事先

進技術，再加以改良和創新。歷史上，中國多

次受到外國的侵略和蹂躪，中國要生存必須加

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不是為了威脅別人

，而是保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保衛國家人

民安全。

中國在50年代最艱難的時刻，國家第一代

領導人高瞻遠矚，果斷研製導彈、原子彈、人

造衛星，為 「兩彈一星」 事業進行奮鬥，體現

愛國主義和科學精神，兩彈元勳們堅定的愛國

信念和報效祖國的崇高境界，在中華民族中的

血脈留下深深的烙印，激勵幾代人在民族復興

努力奮鬥。只有軍事力量強大，中國人才真正

挺直了脊樑，讓祖國能站立於世界，走出一條

不同於西方的國防建設新路。

國防白皮書彰顯國家軍事實力

必須盡快為香港止血

許小哲

就是敢言會董

城市智庫評論員

高松傑

香港菁英會社會民生研究會主任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主席

張思穎

香港菁英會會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今天的香港，令

我有一些陌生感；在

這片熱土上，生活三

十餘年來，第一次有

這種深刻感觸。香港

一直以 「東方之珠」
的美譽，傲立於世；

與紐約和倫敦比肩，合稱 「紐倫港」 ，

是亞洲乃至全球最重要的經濟、文化、

旅遊、購物、口岸和時尚中心，多年來

亦一直在塑造傳奇與價值，並建立起我

們引以為傲的： 「獅子山下精神」 。

別讓社會陷入恐慌
近年來因為外國反華勢力和本土亂

港派的同流合污，造成香港先後發生非

法 「佔中」 和多場暴動的直播，不但令

到香港經濟嚴重受損，亦對市民生活造

成極大障礙，整個社會陷入恐慌與不

安。

亂港派不斷透過互聯網和媒體，呼

籲罷工、打砸警署、毀壞公物、阻礙交

通、堵塞隧道，已到達無法無天的局面

。更悲催的是，從新聞片段中看到，有

暴青圍毆老人家，更連親生父母都毆打

；父母只是叫鬧事的孩子們歸家，不要

鬧事，暴青則不分青紅皂白，毆打老人

家，這已是慘絕人寰，難道這就是暴青

們所爭取的合法利益？到底是否真想鬧

出人命，大量傷亡為止？呼籲罷工的一

天，香港國際機場有二百班航班取消，

我們知道香港國際機場是全球最繁忙的

機場之一，每班航班載有不少客流和物

流，這些損失是數以億計。另外很多運

輸物流商就因暴徒鬧事，航班無法準點

，以致賠償甚至失去客戶，損失慘重。

有在觀塘開公司的朋友告之，住九

龍的同事還好，上午能歸位工作，而住

港島的同事，連下午都無法正常工作，

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這等於雪上加霜

，不但解決不了問題，還會將經濟推向

衰退，沒投資者願意來港投資，本土企

業外遷又或國際企業結業，最終導致有

可能未來找份工作都難，這又何必？

侮辱國旗必遭嚴懲
今天暴青打砸、擾亂和毀壞的是香

港百年來累積而成、是經過幾代人努力

換取得來的基業，不能讓他們把全港市

民的努力毀於一旦。暴青同時亦要為今

天的所作所為負責。國徽、國旗不是可

以拿來污損和毀壞，一切惡行必會受到

歷史記錄與譴責，同時亦會遭到法律的

嚴懲。回頭是岸，在大是大非面前，不

能再走錯路，如果不想再被人認為是暴

徒，就不應該成為實施暴力行為者，必

須做回正常的自己。

暴徒必遭法律嚴正審判
黃 鵬

菁英會執委

城市智庫成員

香港持續發生暴力示威，令每位市民感到

心痛，不少人也對青年人失去了希望。筆者剛

過去和香港菁英會一班會友出席了願景基金會

「十面埋 『服』 社會創新服務大賽2019」 頒

獎典禮，在活動感受到青年人的正能量。

何必執著於政治爭議
該大賽活動主題為 「衝出香港．服務粵港

澳大灣區」 ，希望透過多項創新的服務計劃，

把香港 「關愛互助、團結共融」 的精神遍達大

灣區，透過服務有需要的市民為他們帶來希望

，藉此讓參賽隊伍獲得更多不同服務的體驗。

計劃由上年10月開始接受報名、啟動、2月至5

月開始服務、6月評審日以及7月的頒獎禮，以

青年人為主導策動的服務各具特色、創意，受

惠人數多達1.3萬人，動員了超過1000名來自

粵港澳大灣區的義工，以行動實踐了 「用愛感

染生命，共創和諧世界」 的願景！

評審團來自社會不同界別的人士，根據服

務的原創性及創新性、資源運用、受眾人數及

主題配合為評審準則。大賽最後由民生書院的

「互助大灣 民生飛翔」 ，以及KIDS FIT的

有效使用 「遊樂場設施」 推廣，憑着創新和細

心的服務，分別奪得中學組和公開組冠軍。另

外今年大會特設 「我最喜愛大灣區」 服務大獎

，由健康家庭及青年發展中心的 「 『同一片藍

天，同一個夢想』 鳳凰扶貧留守兒童在肇慶」
奪得。

筆者身為籌委會主席，也以這班青少年為

榮，從青年隊伍的分享感受到他們的認真，對

國家、香港的熱愛，以生命影響生命，透過服

務去深入了解其他城市的生活，筆者衷心欣賞

每隊青年人的熱誠。

筆者認為，香港有這麼多待解決的問題，

我們何必為了政治上的爭議，拚個不死不休

？為何不全力去爭取更多可以改善民生的政

策？

應把仇恨轉化為愛
以前的香港人出名在充滿大愛精神，每逢

香港甚至其他國家有事、出現天災，香港人也

會踴躍支持捐款和救災行動。香港現在出現了

和諧失調的大危機，在此懇請各方發揮大愛精

神，一起平心靜氣，停一停，把仇恨轉化為愛

的力量，散播往社區， 「愛老扶幼助弱」 ，這

樣不是更有意思嗎？與其每星期也去遊行集會

甚至搞破壞，為何不用這些力量去社區幫助一

些有需要的人？筆者保證社區一定會因為您們

的參與而變得更美好。

用愛共創和諧社會

自亂港派支持和推動所謂的 「革命」
開始，暴徒以揭露政見不合者的私隱作為

白色恐怖令市民被沉默、有暴徒以暴力傷

害政見不同或反對 「革命」 的市民、有不

支持所謂 「五大訴求」 的商戶被暴徒破壞

、有和平的市民被所謂的不合作運動阻礙

上班和自由出入的權利、有反對暴徒行徑

的議員其辦事處被暴徒破壞。

各行各業無不受拖累
動亂會令社會民不聊生，經濟環境轉

壞，青年和社會的發展受阻礙。近這兩個

月來每星期都會有暴力事件在香港發生，

筆者在內地和海外的朋友透過媒體得悉香

港現在經已十分混亂，認為現在不宜來港

做任何事情。旅遊業界的朋友表示，訪港

旅行團大減使接待旅行社生意受影響，亦

令部分導遊需要放無薪假令收入減少；零

售百貨業亦因旅客減少影響收入，加上示

威人士和暴徒在旅遊區佔領路段和暴力衝

擊，更有店舖被迫關門，直接使收入減少

；有從事醫療美容行業的朋友同樣表示，

受到香港的社會氣氛影響令海外及內地顧

客不願意來港消費。此外，在不少社交媒

體中有圖片、影片和音訊表達了暴徒對社

會和市民生活造成的影響。

持續兩個月的亂局，不單令市民的生

活和安全受到威脅，法治更受到嚴重衝擊

，哪有投資者願意在動盪的地區投入資金

呢？

現在的香港有必要重建社會制度和社

會規範（social norms）。今天的香港，

有部分人的道德標準和底線經已產生變化

，為了個人的利益和訴求不惜剝奪他人的

自由。在本周日的暴動和周一的所謂 「三
罷」 後，出現了進一步侵害市民的暴力事

件，暴徒向警署投擲燃燒彈、在道路縱火

焚燒雜物；有警署和紀律部隊宿舍被磚頭

攻擊；更有政見不同的市民被黑衣暴徒襲

擊以及被用私刑；暴徒更肆無忌憚的隨意

封路和佔領路段，上述種種惡行並不是市

民願意看到的，惟亂港派的議員政客仍堅

定支持這些破壞香港的行為。試問一個正

常在社會中，市民為何要天天擔驚受怕？

為什麼要擔心今天哪裏會發生暴動而避之

則吉呢？

然而，暴徒能夠免費坐港鐵、有免費

物資支援，以及免費的現金券這些便利措

施。筆者深信這種生活模式定必是短期現

象，不能長久，唯現實的確妨礙了正常市

民安居樂業。

現在，筆者希望暴徒們和他們的支持

者，以及支持所謂 「五大訴求」 的市民需

要停一停，為香港的前途思考出路。這場

暴動的過程中，已經有人污損國徽、將國

旗拋入海中並升起 「港獨」 旗，如果這不

是企圖分裂國家的暴亂還是什麼呢？

自六月份開始，有不少亂港派議員站

在暴力前線， 「不撤不散」 、 「不被捕、

不受傷」 、 「Be Water」 的口號琅琅上口

，承諾為 「義士」 （實為暴徒）提供法律

支援等謊言至今仍然有人深信不疑，不

過近來的行動中，大家都經已再看不到那

些議員站在其中，有人被捕的情況下經已

不再有議員為暴徒發聲，沒議員再為 「連
儂牆」 發聲，說好的長期鬥爭已隨時間流

逝。

推動改革重建香港精神
香港今天發生了這種亂象也要客觀地

了解成因，不能單是指責破壞者而不自我

檢討。有不少評論表示香港的教育制度出

現問題，加上港英政府遺留下的高地價政

策讓香港住房售價不斷攀升，而且青年工

作亦長期欠缺政策支持，再加上媒體工作

未有做好，才讓有心破壞香港的人有機可

乘。

事態經已發生，筆者認為香港這個傷

口首先要止血，並通過長時間來愈合。政

府和建制派必須痛定思痛，為香港的未來

進行改革，政策必須以人為本，才能使人

心回歸。此外，當今科技變化萬千，若再

不與時俱進，仍以傳統守舊的方式，以及

形式主義去做香港的工作必然會原地踏步

，更不可以停留在過往的榮光而不顧前進

。香港今天需要團結為明天，重建香港的

形象和香港精神。

梁秉堅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秘書長

青年有話說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今天的香港社會已默默地被傷害，而在背
後推動這場政治風暴和暴動的幕後黑手，每天都在這傷口上灑鹽，
讓受傷的人更痛。請捫心自問，誰人在破壞社會秩序和法治社會？
為何要用別人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來換取暴徒所謂的 「五大訴求」 ？
香港今天需要團結為明天，重建香港的形象和香港精神。

▲尖沙咀有市民自發升國旗唱國歌

▲暴徒令香港社會陷入嚴重動盪當中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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