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有話說

今日，我們的社會大環境大不如前。不良媒體誤
導，網絡欺淩，暴力衝擊行為，使整個社會處於危險
的邊緣。所以我們要有自救的勇氣和決心。香港人一
定要靠自己，一定要作出自己正確的選擇！香港人不
在沉默中爆發，必將在沉默中後悔，我們終將吞下自
己釀下的苦果！第一步，家長和老師要教好青少年遵
紀守法。

▲黑衣蒙面的暴徒，堵路縱火，
為禍社會

反修例風波以來

，不少公務員以實名

或匿名參與，多場暴

力衝突中，有公務員

當場被捕。勞工處二級助理勞工事務主任

顏武周，組織了幾千個公務員靜坐集會，

其後更宣布成立「新公務員工會」，並以 「
新公務員工會代表」 身份發言，聲稱促進

新制公務員權益，以及保護公務員自由表

達意見的權利，實質又是一個專搞政治的

團體。

令人遺憾的是，主事官員竟然不斷縱

容公務員參與政治運動。根據《公務員守

則》，每位政府公務員都必須跟從《公務

員守則》，而《守則》的第1.2項已清楚

列明，根據《基本法》第48條， 「公務員

必須竭盡所能，輔助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

府」 ；第5.7項亦寫得十分清楚： 「當政

府作出決策和行動之後，不論個人意見如

何，公務員必須全心全力支持，執行有關

的決定。」《守則》第5.7項也有提及， 「
公務員在參與公開辯論或討論公共事務的

場合，或在這些場合發表意見，須確保其

言行與在任政府的政策及決定一致；他們

不可試圖妨礙或阻撓政治委任官員所制訂

的政策或作出的決定。」 最後一點，亦是

最重要的一點， 「公務員並不可就政府或

個別政治委任官員已提出的政策建議或已

決定的政策，向公眾提出其他方案。」
最近，一名澳洲移民局的官員在社交

網站，不具名地批評政府的移民政策，結

果給澳洲政府解僱。這名官員辯稱這是言

論自由，但最高法院指出，言論自由並不

包括在內，所有公務員必須嚴格遵守公務

員守則。這個案例確實也在香港適用。環

顧全球，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不會容許

公務員公然與政府對抗，但過去本港已有

幾個公務員犯了嚴重錯誤，包括以實名聯

署反修例的高等法官，法官的行為會令人

質疑他審案是否公平公正。

「為官避事平生恥」 ！作為一名年年

納稅的小小市民，筆者作出一個非常卑微

的請求，希望特區政府嚴格執行《基本法》

第48條及《公務員守則》，嚴懲違反守則

的公務員，還市民一個中立持平的政府。

必須嚴懲公然與政府對抗的顏武周

立法會何君堯議

員在街站派發宣傳單張

被刺殺事件，兇徒拿出

匕首直插何君堯議員心

臟，以奪命為目的，出

手之兇殘狠辣，令人髮

指。有關事件說明，這五個多月來的施暴

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是變本加厲；香港沉

默的大多數，如果再沒有反應，只會助長

了黑魔勢力的猖狂與氣焰。

暴徒公然在科大驅趕內地生，與校方

高層對峙，在商業街區大肆破壞店舖、焚

燒商品；以致我們現在去提款機提款和入

票機入支票，都被職員告之，已被毀壞，

等技工來維修，很多銀行都被木板圍住，

傷痕纍纍；暴徒在港鐵站更是肆無忌憚的

破壞公共設施，現在我們乘搭港鐵時，時

常會聽到廣播， 「今晚機鐵線十點收車

現時只能維持中環至機場快線，不停沿途

各站」 ，又在使用八達通時，看不到餘額

，因為機件已被砸壞。暴徒不只周五、六

、日在鬧，周一亦鬧，越鬧越大，堵路查

車、毆打市民，導致市民

無法上班上學。

更可恨的是，有些

不良人士，竟然鼓動中

小學生上街，下午放學

在商場嗌口號、摺紙仔

及製作 「垃圾牆」 ，有

同學怕被欺凌排擠，不

是黃絲亦被迫與黃絲為

伍。香港現時治安情況

越來越差，經濟跌到歷

史低位，香港到底何去

何從，是一沉不起，還是撥亂反正，找到

出路？

11月24日將是改變香港的時刻，我

們要共同維護好這場正義之戰，在公平、

公正、公開的前提下，選出真正愛國愛港

的人士來當我們的地區代表。沉默的大多

數不能再沉默啦！我們要把愛國愛港的地

區代表，送進區議會，為我們市民發聲。

我們需要繁榮穩定的香港，我們要生計，

要發展，要未來。暴力不只無法解決問題

，更令局勢惡化，令香港市民陷入恐慌與

不安，就如一個朋友所言，我們現在是生

活在阿富汗，還是香港，接載小學生的校

巴旁，竟然有暴徒縱火，就算有千百般不

滿，市民和學生都是無辜的，為什麼向手

無寸鐵的市民下重手呢！佛經有云：放下

屠刀，立地成佛啦！對一些無辜的人下手

，證明了什麼呢？

譴責暴力，還我公平選舉！
2019年度的區

議會選舉，會在11月

24日舉行。香港共有

18個選區，需選出

452位區議員。今年共有1096位候選人，

平均2.4人競爭一個議席，選情激烈。不

過，近來的社會暴亂，導致不同程度的選

舉暴力發生！

近日在街上，已經有不同候選人的競

選海報及橫幅掛在街上及大小店舖，不同

的候選人及助選團隊也在街上向街坊問好

。不過，很多橫幅已經遭不同程度的破壞

。當不同政見的候選人及團隊在街上向街

坊問好時，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騷擾，包

括用語言暴力去恐嚇他人。店舖貼了某個

候選人的海報，竟然會被人恐嚇及破壞。

這些事情，絕對不是我們樂意見到的。更

甚的是，暴徒近來針對性地破壞一些區議

員的辦公室。放火及掠劫內裏財物，他們

竟當這些行為是理所當然，只是發表意見

的途徑云云！

現今社會，絕對無人會低估互聯網的

力量，不同的候選人也會善用這個媒體。

我們以前常常說 「無圖無真相」 或 「無片

無真相」 。不過，現時網上大部分的資料

往往未經證實，就不停被人轉發。可悲的

是，很多人會信以為真。

對於某些區議員的選舉工程及辦公室

屢遭破壞，團隊在街上被人惡言相向，這

絕對構成對候選人的不公平。在一個充滿

社會暴力及網上謊言的社會環境下，選舉

所強調的公平公正，便會失去。政府有責

任維護選舉在公平及安全的情況下舉行。

如果現在的社會氣氛僵持下去，政府是可

以在法理下，允許選舉押後。但因為選舉

工程的浩大，我相信各方也不願意 「選舉

押後」 發生的。

我希望政府可以更果敢地阻止一切的

暴力行為，治亂世用重典。還香港一個安

穩的環境。希望在11月，我們可以在一個

沒有社會暴力，安全的情況下投票。

要對黑魔勢力說不！

「被罷工」 、堵

路、縱火燒商舖燒車

、刑事毀壞，被美化

成 「裝修」 、蓄意傷

害他人身體甚至企圖

謀殺被美化成 「私了

」 ，欺凌或網絡欺凌，這些都是活在香港

天天可以見到，在電視新聞、網媒、生活

圈的群組，被違法暴力行為覆蓋，香港的

法治社會被嚴重破壞，蒙面暴徒千方百計

逃避法網，無辜市民則蒙受經濟損失和日

常生活自由被剝奪。

政府早前已宣布香港在當今環球的經

濟波動下，將會步入艱難時期，各行各業

都面對着經營困境。只有社會和諧穩定，

才能讓市民真真正正的在香港安居樂業，

為香港的未來打拚。粵港澳大灣區對香港

青年和經濟發展的機遇擺在眼前， 「一帶

一路」 對香港進一步連結內地 「再走入」
國際大市場，對香港當今和下一代都裨益

甚大。

放火燒舖草菅人命
然而，今天暴徒以及與暴徒緊扣在一

起的區議會和立法會議員，以及他們的黨

友，共同以暴力和不民主的手法去無差別

攻擊政見不同的人士和各大小企業，以至

政府部門等。還有一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的 「攬炒」 理由，多次發動違法佔領以及

破壞公營交通系統，視市民生命如無物，

行為極度冷血，更莫論要齊心一同對抗經

濟周期所帶來的結構性下調威脅，共同維

護良好的經濟環境。故此，為着明天的香

港經濟，為着各大小企業能繼續生存，為

着打工仔不用手停口停，香港人今天必須

盡快與違法暴力行為割席，否則今天的 「
時代革命」 就是讓大家眼白白看着繁榮的

香港 「被沉淪」 於反對派和暴徒的手上，

費盡多年來香港人的默默耕耘。

連日來，暴徒發起罷工等 「大三罷」
，但 「罷工」 完全做不到為工人或社會價

值爭取更大和更好的利益，反而害慘不少

平民百姓，草菅人命。反對派和泛民支援

「大台」 ，鼓動青年和大學生組織及策劃

擾亂社會秩序，刻意堵塞交通來令繁榮的

香港正常的運作暫停，此舉實與 「罷工」
完全無關！而且，堵路的方式日漸走近 「
恐怖主義」 ，在民居中放火燒舖燒車燒公

共交通工具，甚至向正在行駛的列車投擲

燃燒彈，與謀殺行為無異。黑衣暴徒常常

掛在口中要報仇，有網民則認為沒有暴行

就根本不會有防暴警察；沒有違法行為便

不會有執法行動；沒有大學內製作燃燒彈

便沒有被引火焚身的學生。

今天要生活的香港市民受夠了，就快

過冬過年，能否順利渡過都已成問題，衣

食住行的自由都被黑衣暴徒強暴掠奪，那

何來更美好的生活呢？所以政府理應加快

拘捕及司法程序，將不法之徒繩之於法。

11月24日是區議會選舉日，反暴力的

市民應團結起來，求社會和諧穩定的選民

更應在投票當日行動起來，無懼暴徒和反

對派的威嚇向票站出發，投下神聖一票，

選出辦實事的議員，以盡公民責任。

不與暴力割席 香港難有安寧

教好青少年 家校才不會在沉默中後悔

這場暴亂已經開始

進入最後的瘋狂。由科

大周梓樂宣布死亡那天

起，所有暴力全面升級

。以前的燃燒彈只是丟

馬路和雜物，現在的燃燒彈是改為直接向

人扔去，包括港鐵車廂，甚至是正在載人

的巴士車廂，暴力每日升一級。熱力不斷

在上升，不斷產生新的燃料，氧氣不斷被

捲入。

這個 「火龍捲」 在5個月來有一個主

要的運作規律：就是不斷向外燃燒，迫令

很多機構跪下。而跪下的機構全部都被暴

徒得寸進尺的綁架和破壞。由以前的沙田

新城市廣場，港鐵，到中大，和後來的科

大等。只要有機構一把手跪下來，暴徒就

會要求更多，一直到要求你不能滿足為止

，就會指你不配合和敵視暴徒，結果所有

跪下的機構都會被打，而且持續地打，越

跪越衰。暴徒的招數就是透過不同層面的

圍攻，將制度內的一二把手打下來，或者

招安為暴徒的一部分，繼而綁架整個機構

，然後向外蔓延。就像中大，綁架了校長

後，令到校內藍絲成員不能發聲。一朝得

手後，就嘗試用外人加少數內鬼，去攻擊

最親建制的科大，結果校長跪下後，迫使

大量親建制學生逃離。然後恐懼潮從科大

、中大向其他六間大學蔓延，城大是第三

間撤離內地生的學校。用恐懼戰術，藍黃

比例迅速下降，城堡不攻自破。

為何一開始要跪呢？跪了之後，暴徒

就會用完即棄，之後你什麼牙力都沒有，

結果中大要找沈祖堯來救場。當然，是沈

自以為在學生面前有牙力，實際上他在 「
佔中」 時就跪了，所以這次叫學生撤退時

會有人理他嗎？沒有，只見到有2枝由箭

射出來的汽油彈打中警察的小腿。這些 「
小朋友」 手上有遠程火炮的武器，只差落

地後未爆炸，這些還叫做 「小朋友」 ？這

個中大校長還要幫這些所謂的武裝 「小朋

友」 嗎？

事件發展至今，由熱力令一把手自燃

，將機構變成新的燃料，然後再引燃另一

些同質燃料。關鍵是沒有人肯說不。沒有

人願意面對高溫的熱力說不，來阻止火勢

蔓延。一些不願被燃燒的氧氣雖然發現了

問題，但因為沒有隔火帶，氧氣要被迫捲

入助燃。感覺上，現在的戰略有問題！

向暴徒跪下的中大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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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暴力分子把

暴力升級，開始無差別攻

擊市民甚至學童，到處縱

火，破壞港鐵、巴士，使

多區交通癱瘓。學生上不

了學，市民不能正常上班

。其中市民被暴力襲擊，行兇者竟然是穿

着校服的女學生，這些學生製造極端暴力

事件，為他人家庭帶來嚴重的傷害，破壞

了香港的正常社會經濟秩序。這些暴力的

青少年學生為何有這個本事，一句話： 「
沒教好！」

養不教，父之過
誰沒有教好？是學校？是社會？ 「養

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 中華啟

蒙經典《三字經》早已給出答案：首先沒

有教好的就是學生的父母！為什麼同一個

香港，同樣的社會環境，會有學生選擇暴

力，而另一批學生選擇善良？原因就是在

於父母自身，自身的言行能否做子女榜樣

？對子女的偏差行為有不指證教導？ 「養
不教，父之過」 的道理就在於此。

有人會說，怎會沒有教養？不少上街

的學生來自名校，來自中產家庭，他們更

聲言自己是 「為民主自由而戰」 ！但我們

再看他們的所作所為又是否 「民主」 ？想

哪天堵路，就哪天堵路，我想哪天縱火就

哪天縱火，我想哪天打人就哪天打人，這

是哪一種 「民主」 ？更遑論 「自由」 ！

他們執著於自己的追求，完全漠視法

冶，為所欲為！讓很多學生完不成學業，

讓很多市民不能正常上班養家餬口，他們

視而不見。學生在社會上的瘋狂，你不難

想像他在家庭中的放肆，難道教導孩子與

人為善，遵紀守法，不是父母自己的責任

嗎？今日上街打砸燒，下次如果在家裏和

父母有意見是不是一言不合離家出走，甚

至刀棒相向！所以， 「養不教」 ，一定是

「父母之過」 ！

教不嚴，師之惰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古語早已

指出，教師是家長之外，最影響孩子成長

的人，老師的天職是授業、解惑！傳授知

識，還要以身作則，讓學生有所學習的典

範，但我們可見竟有一些老師，帶頭宣場

暴力，上街衝擊！使寧靜求學的校園變成

了戰場！難道老師不是要教育好學生學會

規矩，尊重他人嗎？當教師哀嘆學生不敢

管時，實際上就意味着教師已經放棄一些

教師的責任，那教師還是稱職的教師嗎？

古人有云：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今

日，我們的社會大環境大不如前。不良媒

體誤導，網絡欺凌，暴力衝擊行為，使整

個社會處於危險的邊緣。所以我們要有自

救的勇氣和決心。香港人一定要靠自己，

一定要作出自己正確的選擇！香港人不在

沉默中爆發，必將在沉默中後悔，我們終

將吞下自己釀下的苦果！

東吳一劍

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馬家强

香港菁英會副秘書長

深水埗公民教育委員會委員

盧麟智

香港菁英會

政治研究會副主任

黃鵬

香港菁英會執委

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高松傑

菁英會社會民生

研究會主任

梁秉堅

香港華菁會副主席

香港五邑總會副理事長

▲這些破壞商場的暴徒，違法亂紀，
反映家庭和教育雙重失敗

◀香港中文大學竟然變成暴徒的 「兵
工廠」 ，有中大學生更自誇 「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