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舉國歡騰慶國慶 暴徒玩火必自焚
這幾天， 「我和

我的祖國」 的歌聲，

在祖國的大江南北響

徹雲霄。七十周年國

慶即將到來，這本應

是普天同慶、舉國歡騰的大喜日子，但與

全國各地歡慶氣氛不同的是，香港依然籠

罩在揮之不去的暴亂陰影當中。來自各方

面的訊息顯示，反華勢力、 「台獨」 勢力

以及香港本地的極端暴徒正在緊密勾連，

圖謀在國慶當日進行一場瘋狂的破壞行動

。而與過去三個多月暴亂所不同的是，這

一次的恐暴行動將更極端、更暴力也更血

腥。

諸如意圖殺警、殺害愛國愛港市民以

及煽動無知年輕人進行自殺的 「人命計劃

」 ，正在反中亂港的社交網絡不斷煽風點

火；諸如全港十八區全面縱火、包圍警署

、襲擊中央駐港機構及特區政府部門設施

的 「癱瘓計劃」 ，正被 「勇武」 黑幫密謀

策劃和演練。可以預見的是，亂港勢力空

群而出，準備用一場前所未有的暴亂去達

到癱瘓整個香港、摧毀特區政府管治威信

、打擊警隊力量的目的。

這是一場生死對決的較量，也是一場

保家衛國的戰鬥，全港市民唯有保持高度

警惕，堅決抵制、果斷舉報、全力配合警

方，才能保護好我們的共同家園。在這場

正義與恐暴的較量中，每一位熱愛香港的

市民都責無旁貸。

瘋狂集結意圖製造「人命計劃」
暴亂持續三個多月，雖然暴徒人數逐

漸減少，但暴力程度卻不斷上升，而隨着

區議會選舉的臨近，反中亂港勢力十分急

切地需要製造一場更大的流血事件，以讓

香港持續保持動盪狀態。而鑒於過去三個

多月的暴亂至今沒有出現死亡個案，無法

達到有效煽惑、恐嚇港人的目的，因此，

有消息傳出，反中亂港勢力已經瘋狂到要

製造一宗甚至幾宗的人命案件。

「人命計劃」 有兩個方向：第一是針

對警員以及愛國愛港市民的謀殺，尤其是

對落單或休班的警員，只要達到殺警的目

的，他們以為就可以瓦解警隊的士氣，達

到摧毀警隊執法力量的作用；第二是哄騙

無知年輕人，以 「直播自殺」 或 「拍攝自

焚」 的方式，製造 「年輕人因絕望而自殺

」 的悚懼新聞，並以此來嫁禍警方，污衊

警方濫用暴力，達到煽動更多無知年輕人

出來參與暴亂的目的。

雖然這些只是反中亂港陣營傳出來的

消息，但沒有不透風的牆，隨着國慶的臨

近，出現這種極度危險的行動絕非不可能

。因為一旦真的出現死亡個案，則香港的

局勢勢必陷入更嚴峻的境地，反華勢力以

及亂港政客可以從中漁利的機會也就越多

。因此，全港市民都必須保護好自己、保

護好年輕人，絕不能讓亂港分子惡毒奸計

有一絲得逞。

全面縱火破壞圖施「最後一搏」
如果說 「人命計劃」 是反中亂港勢力

極欲做到卻不一定做到的話，那麼另一個

「癱瘓計劃」 發生並實施的可能性則近乎

百分百。實際上， 「癱瘓計劃」 與過去三

個多月以來出現的暴力行動如出一轍，

所不同的是規模更大、手段更狠、奪權

象徵意義更明確，反中亂港勢力欲用全

面癱瘓的手段，為下一階段的奪權進行鋪

墊。

據悉，這一計劃主要包含三個步驟。

第一是在全港十八區進行縱火，尤其是在

諸如變電站、大型屋苑、商場內部，以縱

火來達到大規模混亂、引起公眾恐慌的

目的；第二是針對全港各區警署，以包圍

挑釁、投擲汽油彈等方式，消耗警力並破

壞警方的機動戰鬥能力，限制警方的有

生力量；第三是針對中央駐港機構以及

特區政府的主要部門辦公地，以燃燒彈

、墨水彈等武器進行襲擊，更會針對中資

機構及大街小巷懸掛的國旗、標語進行縱

火破壞。

這一 「癱瘓計劃」 在網上被稱為 「國
殤計劃」 ，其陰謀就是要在國慶這一具有

重要意義的日子裏，進行一場針對國家主

權的暴亂，以為其所謂的 「光復香港、時

代革命」 的 「港獨」 進行最後一搏。

叛國賣港與民為敵終將成炮灰
憂心不已！國慶當天很可能出現這次

動亂最嚴重的大規模恐暴。市民們必須意

識到，這一次絕非普通的騷亂，也不是所

謂的年輕人發泄不滿的示威，而是一場由

反華勢力與亂港暴徒勾連的顛覆行動，與

在烏克蘭、埃及、吉爾吉斯斯坦顏色革命

發生過的事情如出一轍。

十分巧合的是，美國反華政客選擇在

這個特殊節點，全力推動所謂的《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如果參照歷次顏色革命

的發動軌跡，便可以發現，在香港發生的

、即將發生的暴亂，與曾在美國發生的種

種事情，都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香港的

政治小丑諸如黃之鋒之流，明知香港已臨

前所未有的危險境地，仍然賣力地要求反

華勢力以各種手段去打壓、制裁香港市民

。其所作所為，已經到了公然邀敵入侵、

叛國賣港的地步。正如國務院港澳辦發言

人日前所指出的，他們必將釘在歷史的恥

辱柱上，為國人所唾棄。

對於廣大香港市民而言，必須保持清

醒的頭腦，全力抵制暴力。而那些自以為

是在進行 「偉大革命」 的年輕人，更要猛

醒，絕不能用犧牲自己的安全甚至是生命

去換取反中亂港政客的利益，成為爛頭蟀

與炮灰。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前日指

出，示威者在公眾活動中投擲腐蝕性物品

已違反 「傷人十七」 罪，最高可終身監禁

，這些絕非 「義士的行為」 ，相信警方必

定全力執法而絕不姑息。

香港已到了恐暴的危險關頭，廣大市

民應拿出勇氣大聲向暴力說不，更要堅

定地維護國家的尊嚴。反中亂港勢力以及

衝在前頭的暴徒，若在舉國歡騰的國慶日

怙惡不悛，等待他們的將是可恥的悲哀下

場！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
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載
，請註明出處。

點擊香江
屠海鳴

萬人護旗隊國慶日出動
大聯盟建議政府申禁令 保護掛主要建築物國旗

守護香港大聯盟（大聯盟）昨日宣布，發起 「香港市民國慶全民
護旗行動」 ，將成立逾萬人的國旗義工隊。大聯盟建議特區政府向高
等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以保護主要建築物外懸掛的國旗。

大公報記者 劉越琦（文） 攝影組（圖）

大聯盟召集人黃英豪指出，暴亂持續

衝擊香港，六月中旬至今已經發生了九宗

暴徒故意塗污、損毀及侮辱國旗的違法犯

罪行為，公然挑戰國家權威，傷害14億中

華兒女的感情，衝擊 「一國兩制」 底線。

大聯盟將組織護旗義工隊，希望通過此次

行動增強香港社會對國家的認識，以及尊

重和保護國旗的觀念。

不用武力 報警處理違法行為
黃英豪表示，有信心可在國慶日前成

功建立逾萬人的國旗義工隊，規模甚至更

大，又說大聯盟已公開四條WhatsApp專

線予市民報名，分為港島、九龍、新界東

和新界西四個地區，呼籲市民可踴躍參與

，報名後再由地區統籌作出組織行動。他

強調，義工隊成員將遵守香港法律法規，

絕不會挑起爭端，不會使用武力來護旗，

也不會在公眾場合鬥毆。大聯盟會為義工

配備大聲公（揚聲器），他們亦會使用手

機拍攝現場畫面，如果發現違法行為將會

報警，交由執法人員跟進。

鑒於過去屢次有暴徒扯下政府建築物

上的國旗進行破壞，大聯盟建議特區政府

向高等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把政府建築

物外面懸掛國旗旗杆下方圓數十米的地域

劃為禁區，禁止闖入及破壞國旗的違法行

為。同時，大聯盟亦希望警方都要抽調專

門警力，對主要建築物和地標懸掛的國旗

進行保護，一旦發現企圖損毀、破壞國旗

的違法行為，要及時制止並拘捕疑犯。

多名大聯盟副召集人亦紛紛發言表示

支持此次活動。大聯盟副召集人、工聯會

會長吳秋北強調，近期發生的暴亂事件，

嚴重衝擊國家尊嚴，影響中華兒女的感情

。他重申，絕不能容忍任何塗污、損害國

旗的行為，亦表示全港市民無論有任何政

治意圖，都有責任守護國

旗。他呼籲年輕人須守法

，尊重自己，尊重全中華

兒女。

另一名副召集人、民

建聯副主席陳勇表示，訴

求可透過很多方式表達，

不應破壞作為國家象徵的

國旗。他呼籲，全港市民

應銘記歷史，國家今日的

強大來之不易，須珍惜現時的繁榮穩定。

籲年輕人守法 盼警嚴正執法
全國政協委員龍子明表示，國強民富

，和平穩定是全國人民的渴求，尤其是歷

盡戰亂貧窮，朝不保夕的父老先輩們的夢

想。他呼籲，全港市民須絕對反對並制止

塗污、損害國旗的行為。

全國政協委員蘇長榮表示，香港

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具有特殊地

位和獨特優勢。他認為，每一個

香港人應該相信國家，維護國

家主權，依靠國家，尋求美

好未來，尋求幸福。

責任編輯：陳紀瑩 秦漢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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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香港·點讚祖國」 ──全國青聯慶祝新

中國成立70周年主題活動日前在甘肅、四川、雲

南、黑龍江、青海、吉林、浙江、廣東等八地舉行

。據新華社報道，在活動現場，青年們用歌聲、用

畫筆，為香港祝福、為祖國點讚。

《我和我的祖國》《歌唱祖國》《東方之珠

》……一首首歌，唱出青年們的心聲；沙畫、手

繪、上色……一幅幅畫，繪出青年們的心願。

多地的活動中出現了一位位香港青年代表的身

影。

全國青聯賀國慶
在四川成都國際文化藝術中心，青聯委員代

表和香港在川青年用普通話和粵語共同朗誦詩歌《

青春中國》。在川發展的香港青年代表肖羲清說：

「我作為一名在四川創業的青年工作者，感受着祖

國日新月異的變化，深深熱愛着這片土地，也呼籲

香港青年多來內地走一走、看一看。」
在浙江大學校園裏，浙江省青年聯合會香港

特邀委員忻賢雯與40餘名浙江省青聯委員、新興

領域青年代表一起，用畫筆畫下天安門、紫荊花

和雷峰塔，在畫卷上寫下祝福寄語。

「看到這麼多青年關心香港、祝福香港

，我感到很感動，我會將所有的祝福帶回

香港。」 忻賢雯說，她雖然出生在香港

，但 「根」 在浙江寧波。 「從小我就

聽爺爺講寧波的故事，如今我回到家

鄉，更感受到血濃於水的情誼。」
在廣東東莞，350名莞港澳

青年拼擺出 「我愛你中國」 「
70」 等造型。香港東莞社團

總會青委會常務副主席樊

啟明自畢業後就從香港

來東莞創業，至今已

經有10年。 「新中

國成立70年來取得

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作為

中國人我非常自豪。我們香港青

年一定和祖國站在一起，繼續努力拚搏

奮鬥，祝願祖國的明天更加美好！」

多省港青祝福香港‧點讚祖國！
【大公報訊】據中

新社報道：香島中學是新

中國成立時香港最早升起

五星紅旗的學校之一，將軍

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說： 「升
國旗早已成為我們一個基本的慣

例規範和愛國教育的一個重要的形

式與內容。70年來，五星紅旗在這裏

高高飄揚。」

首任校長推行升旗被驅離境
校史顯示，1946年春天，吳炳昌、潘比

薇、楊夷等校董會七名成員，在興辦愛國進步教

育的目標下，辦起了新型的香島中學，並聘請盧動

為第一任校長。兩周年校慶時，知名學者郭沫若以

家長身份出席全校懇親會並作演講，號召大家支持香

島中學。新中國成立後，香島中學隨即升起五星紅旗。

鄧飛回憶起資深員工給他提及當年升旗感受： 「第一

次升國旗，大家在分享新中國成立的開心和喜悅，中國人民

真的站起來了，但只能在殖民統治之下去體會這份喜悅，情

感上是很糾結、很複雜的。」
香島中學升起的五星紅旗引起了港英當局的注意，首任

校長盧動因在學校推行升掛國旗、唱國歌，於1950年初被港

英當局無理驅逐出境。1956年10月香港發生的暴亂中，該校

的正、分校均遭破壞。周恩來總理在北京接見該校董事長吳

炳昌，勉勵學校全體師生 「再接再厲」 。在祖國人民、港澳

及海外各界愛國同胞捐款支援下，該校正校迅速修復使用。

在這些崢嶸歲月裏，學校的五星紅旗依舊在頑強地飄揚。

鄧飛：尊重國旗沒討論餘地
「在一些重大隆重的場合進行升國旗和奏唱國歌的儀式

，在我們的教職員工和學生看來都已經深入骨髓了，這是應

有之義、理所當然的事。對自己國家的國旗、國歌要有起碼

的尊重，沒有討論的餘地。如果覺得這個東西還要討論，其

實已經反映了這種信念不穩定，甚至在動搖。」 鄧飛說： 「
尤其在『九七回歸』前，這些規範都是在沒有相關立法規範的

前提下，學校自己憑着教育的理念摸索出來的。幾十年堅持

下來，尤其在香港社會動盪的當下，這份堅持更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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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島中學五星紅旗飄揚70年

▲▼維港兩岸多座
大廈高掛國旗及慶
祝國慶標語

◀香島中學
自 新 中 國
成 立 ， 七
十年來堅
持升國旗
奏國歌

中新社

圖說

香島中學自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堅持升國旗奏國歌 中新社

▲ 「祝福香港‧點讚
祖國！」 活動在福

州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