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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由  ｜  ⼈權  ｜  法制

國安法實施一週年已令香港走上警察國家的道

路，人權民主不用談，連免於恐懼的自由都沒有，

全城人心惶惶，不知哪一天會誤踏紅線，無故被

捕。國安法實施時，林鄭再三替中央保証只會影響

少數人，正如當年中共簽署「中央聯合聲明」，五

十年不變等承諾一様，所有答應過的，白紙黑字上
簽過名的，都可以反口不認，信用掃地。 

目前香港法庭審案多數不行普通法，也擱置基

本法，國安法成了法律依據，林鄭掛在口邊的依法

管治，所依的就是國安法，這法匆匆推出為對付港

人而訂，既無諮詢，也不譲討論，內文不詳，紅缐
飄移不定，被拉被控，罪名放在口袋裏，可隨便添

加。所謂罪犯，未審未判便即時押入大牢，手法學

足大陸，可以關上一年半載，讓孤獨無助消磨你志

氣，拖延審判令人陷於恐懼和絕望。 

這一年國安法對香港的行政、立法、傳媒、教

育、醫護、社福各領域的衝擊和破壞，既深且巨，

香港變得面目全非，正所謂劣幣驅逐良幣，令生氣

勃勃的國際金融中心淪為中國二等城市。 

武官治港⾏新政，⼀錘定⾳⽴法會 
林鄭的港共政府為向北京主子表忠，在國安法

頒佈一週年、中共建黨100週年之前對全港作大刀

濶斧的整頓。七一前夕匆匆撤走曾統領18萬公務員

多年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由毫無行政和決策經

驗、警察出身的前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接任，從此武

官取代民官，嚴格控制公務員隊伍，除要宣誓效忠

外，新入職者在三年試用期必須修完內地培訓課

程，舊公務員將要到內地機關「掛職」，學習大陸

那一套，硬把向來政治上中立、以清亷髙效率見
稱、具良好風範的香港公務員隊伍，潛移默化地改

造成忠誠愛國，聴黨的話、跟黨走，懂得拍馬奉
承，仰人鼻息，再沒有公平公正的一群公職人員。 

政府假完善選舉之名將立法會人大化。為防民

主派進入議會，當局設計精密，從提名到參選，關

卡重重，審查嚴格，最後要經國安委批准才能入閘

參選，雖然議席總數多了，但直選議席减少，選委

會界別議席大增，未選已知其有坐擁左右大局的權

力，令整個議會淪為沒有反對聲、一錘定音的橡皮

圖章。 

更可怕的是這種做給別人看的所謂選舉，竟然

不准老百姓投白票或廢票，如果有投票權的市民自

己或有親友對選舉持不同意見、主張投白票者，都

可能被視為犯下鼓吹煽動罪，要負刑責判監3年。 

萬⾺⿑喑，全⺠噤聲 
自由開放社會，傳媒是百花齊放的。傳媒包括

報紙書刊，電台網台，電視電影等，這範圍是中共

最頭痛必須嚴厲處理的，為要拔掉那些持不同政見

敢於批評當權者的眼中釘，中共不擇手段、罔顧世

⾹港進⼊ 
獨裁警察統治時代 

 ⽂： 愚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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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輿論，手起刀落，先斬在港影響力巨大的《蘋果

日報》，繼而逮捕多位報舘高層及主筆，再凍結其

資產，令它無法營運，被逼自行停刊。在停刊前最

後一天的報紙銷量創下香港有史以來破紀錄的100

萬份。他們不知道今天埋葬掉《蘋果》，等於同時

埋下100萬粒種子，他日將開花結果散佈世界各地

和中國大陸。 

書刊方面，以前在公共圖書館內可看到的民運

人士書籍，全數被下架。內有黃之鋒、陳淑莊、何

俊仁、黎智英及余傑等人的作品 。 

網台見形勢險惡，為減少風險，巜立埸新聞》
已宣佈將博客、轉載或投稿的評論文章下架。

《 8 5 2 郵 報 》 網 頁 則 暫 停 運 作 ， 網 媒

「winandmac」撤出香港。傳聞入境處新設國安

組，審查外籍記者，為此，《紐約時報》把亞洲數

碼新聞部遷往南韓首爾。 

至於大家熟悉的港台，早已被整肅得體無完

膚，大膽敢言的「新聞刺針」和「有線中國組」半

年前已被取消。「鏗鏘集」被抽起，「頭條新聞」

的曾志豪和資深傳媒人區家麟被辭退。「you 

tube 」上的新聞片段被下架。 

目前香港言論自由大倒退，據無國界記者組識

調查，香港在全球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8位降至

今天的第80位。此外，以言入罪亦甚普遍，只寫評

論文章的兩位報紙主筆先後被逮捕，連發表不同意

見的也遭圍攻。日前法律界人士陳文敏接受專訪

時，指群衆向七一刺警案死者獻花，可能出於悼念

或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右圖），當局不應上綱上線
稱之為美化暴力，陳的這些個人看法，馬 上被批為

縦暴，支持恐怖分子，並說今天支持，明天就會參
與。 

今年六月，政府突然宣佈修定「電影檢查條例

指引」，加入國家安全審查，很明顯是要嚴控電影

了。電影本是創意工業，可以天馬行空，不受限制

地諷刺時弊、揭露真相。像韓國的「逆權系列」電

影那様，講述當年的民主運動導致獨裁政府垮台。
但今天香港的專制政權視創作自由為敵，要洗腦式

灌輸「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限制思想自由發

揮。原被選中參加「鮮浪潮」國際短片節的短片

《執屋》，因遲遲未審批而被逼取消參選。另有兩

部非常真實，毫不煽情的紀錄片《佔領立法會》和

《理大圍城》則禁止在本地放影，理由是「仇視國

家情緒」、有違國安法之嫌，不需作任何解釋。本

港沒有「電影製作守則」可依循，而新增的所謂危

害國家安全標準，非常模糊難以捉摸。紅線則可被

官方隨意運用，令今後本港電影製作者無所適從，

情況比大陸更惡劣，故有人得出結論是港片已死。 

教育⾛⽂⾰道路 
文革時期，大陸學校要學習毛澤東思想，背誦

毛語錄。今天香港從小學起便要接受愛國教育，要

升旗唱國歌，小學老師要參加15個科目的國安教育

課程培訓，新課程讓學生徹底改變以前的認知，例

如地理科，老師要向學生展示國家領土和領海新版

圖，其中有東海南海（包括南海九段缐）。 將原來
強調培養批判思維關心時事的通識科「殺科」，改

為加入國家元素的「公民與社會科」，加強培養愛

國愛黨思想。 老師們受的政治壓力很大，國安教育

教不好，隨時會被釘牌。另一方面，又會遭到來自

學生、同事或家長的匿名投訴，被舉報的老師無法

得知投訴內容和真偽，而當局卻向被投訴的百多名

老師發出警告信。為了自保，老師要提防學生錄

音，退出WhatsApp群組，師生間的信任已受國安

法衝擊徹底破壞。 

日前林鄭在行政會議上 公開呼籲家長、校長、

老師、甚至牧者對周邊的青年人多觀察，有懐疑違

法者要舉報。對青年問題，不採用輔導、溝通、勸

喻方法去解決，不去多關心多聆聽，而是兇神惡煞

地動輒要求大家齊舉報，「寧殺錯，勿放過」。全

港設有無數舉報熱線和告密微信號，這種煽動揭發

行為將令已經撕裂不堪的香港社會走上大陸文革的

道路，大義滅親，鬥個你死我活。 

國安法對高等學府的學術硏究限制很大，而其
管理層（如北京屬意的港大正副校長及其他大學的

被委任者）則聽而從之，以致在全球「學術自由指

數」中，香港評分大幅下滑至D級，排名在柬埔寨

之後。近日，港大有一位研究生舉報兩名教授觸犯

國安法，此舉實在令人心寒，難怪教育界有這麼多

老師、教授想離職或移民，單在中小學教師中就有

四成想離開教育界，令新學期許多學校要招聘新老

下轉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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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中共霸主夢魘的「芯」片 
⽂： ⿈  連

妄圖掌控全世界的佈局 
大陸三年前上映一部野心勃勃的紀錄片《厲害

了，我的國》，主要吹噓習近平主政後的建設成果，

為全國老百姓注射精神偉哥。誰知一個多月後匆匆下

架，原來裏面宣傳的產業政策「中國製造2025」，為

川普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提供了鐵證，美方指控

中國政府大手筆補貼策略工業、扭曲市場秩序。在那

之後，官媒刻意淡化「中國製造2025」，不再提及。 

但中共更大的野心之作「中國標準2035」，卻在

同時低調秘密進行。通過大規模政府補貼、不公正保

護措施和竊取外國知識產權，來實現中國政府提出的

十五年藍圖，讓中國從「製造大國」升級為「製造強

國」，並擺脫對外國高科技工業的依賴，目標是「讓

中國標準成為世界標準」，不但要控制現實世界，而

且還要成為未來數碼科技的霸主。經過精心策劃，首

先用優勢產業在海外攻城掠地，例如華為的電信設

備，又例如中國高鐵、捷運系統、中車產品等，利用

開拓一帶一路之便，將這些產品出口至一百多個國家

和地區。接下來，再建構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

標準體系，包括區塊鏈、物聯網、大數據、雲端運

算、人工智慧等所有新興科技領域。值得注意的是，

量子資訊的標準化首次被提到。可以想像，如果讓中

共的計謀得逞，到了2035年，全球所有的人都在它的

掌控之中！ 

擊中中共的致命軟肋 
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武漢肺炎因中共的刻意隱

瞞而肆虐全球，加上中共戰狼顢頇無能，還有踐踏和

迫害香港、新疆人權自由，令各國民意反共厭共情緒

高漲，圍剿中共的全球共識已經形成。代表自由民主

普世價值的國家，與代表共產專制的中國，如今到了

攤牌的決戰時刻。全球圍剿封殺中共的繩索，已經悄

然抛出。6月21日，美國商務部突然宣佈，停止向中
國出口28納米芯片有關所有設備和工業操作軟件。這

一消息猶如投下一枚重型炸彈，擊中它的致命軟肋。

大陸媒體一反常態，戰狼哀鳴：中國芯片製造業再度

遭到美國全面打擊！行內人士形容，這招停止出口

「有關所有設備和工業操作軟件」，等於封死了中國

「自力更生」研發芯片的大門。台積電準備在南京投

資28.87億美元的相關計劃也隨即叫停。 
在高科技時代，半導體產業的芯片可稱為各種電

子設備的「大腦」，其中28納米被看作是芯片先進制

程與成熟制程的分界線，而中國28納米芯片的自給率

不足20%，芯片進口額已超過石油，成為第一大宗進

口商品。如果美國商務部的制裁落實，28納米芯片無

以為繼，後果十分嚴重，將影響新能源汽車、自動駕

駛、家電、通信等領域的產品。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中國製造業將倒退到50年前！ 

防衛⽩⽪書隱喻守護台灣的決⼼？ 
拜登上台後，否定了前任的許多政策和法案，唯

獨在制裁中國方面，反而增加了「加辣版」。筆者注

意到，中共近期外交戰狼的作風收斂了不少，又傳出

拜習會的消息。不少人擔心，拜登會不會在芯片制裁

上出爾反爾，放生中共？這一點倒不用擔心，即使拜

登有此念，其盟友日本也不會答應。半導體產業的周

邊技術，日本向來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光學元

件，更是生產芯片無可替代的。 
日本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罕有的變化，不但日趨

強硬，2021年版防衛白皮書，更首次明確表示「台灣

情勢的穩定對日本安全保障和國際社會的穩定至關重

要」。白皮書的封面則一改往年風格，刊登了一張戰

馬武士圖，是日本「軍神」楠木正成，背後意義非常

特殊，是否隱喻守護台灣的決心？ 
特別想指出一點，台灣台積電生產芯片的技術，

幾年來都穩坐世界第一的寶座，已能製出3納米，並

向2納米進發。對比中資公司前不久在英國威爾斯買

下180納米芯片廠，那是二十幾年前的產品（受制裁

影響，生產設備是不能升級的），單看數字，就知道

中國芯比台灣芯落後何止十萬八千里。 
有不少人士笑指，只要中共武力統一台灣，將台

積電收歸國有，那麼中國芯馬上成為世界第一——但

筆者笑不出來，在圍剿封殺、內外交困下，中共會不

會以超限戰「攬炒」？除了武統台灣，還提出生化

戰、核平日本等等，都是它公開說過的手段。未來局

勢，就看習近平這個文革成長的二楞子（北方俗語，

通常形容一個人愣頭愣腦、性格倔強、認死理、喜歡

抬槓、做事不計後果）如何出牌。 

最後不妨引用大陸一位80後作家的一段話作為本

文結束：哎呀，你們汪家滅亡果然是有原因的，你們
全部都是⼀群⼆愣⼦，張家⼀群傻⼦，汪家⼀群愣⼦
……（下刪15字不雅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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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我們第⼀ 
駕車在溫哥華機場與美國邊境之間的公路上，

經過素里市（Surrey），會看到一座巨大的建築

物，足470,000平方呎。巨大，固是矚目之一因，

特別令人好奇的是：建築物正門左右兩排，有加拿

大國旗和中國國旗相間式地插成旗陣。 

該座建物名The World Commodity Trade 

Centre，是一座貨倉。有國旗， 就是國家層次，

對，該貨倉是中國「一帶一路」在美洲的第一個駐

點，就在我們加拿大，就在我們卑詩省，就在我們

大溫。驕傲吧。 

這是卑詩省自由黨在2016年取得的成就。 

省選時投該黨的票，任其執政，就會有人提出

「我們要加入廣東省」的政策。 

2 . 誰家孩⼦ 
聖經故事：甲、乙兩婦爭子，來到所羅門王前

求判，王說：別爭了，分兩份，一人一份。 

甲婦說：好。 

乙婦說：那就歸你（甲婦）吧。 

王卻判孩子歸乙婦。 

香港是那孩子，中國、英國誰是甲婦、誰是乙

婦？你是王，會怎判？ 

3 . 海外遊說猛將 
海外有兩位KOL很是難得，他們是袁弓夷與龔

小霞。 

袁是香港人，做生意，相識滿天下，游走美、

英之間為的是香港的民主事業，出錢出力做具體工

作，袁的子女在香港都出色出名，不必多介紹。 

龔很早由中國到美國讀書，是哈佛博士，長期

在美國之音工作，在政界很有人脈，為香港多家報

刊寫文章，非常喜歡香港。 

二人與程翔、何良懋（兼製作）合作拍了數集

《中共賣國史》，很短時間拍成，甚可觀。 

4 . 那⽇已經降臨 
根據美國小說家Ray Bradbury 1953年的作

品、由法國大導杜魯福（Francois Truffaut）於

1966年拍成的《Fahrenheit 451》（《烈火》），

結尾時一段，必看過不忘。該場戲中角色個個吶吶

自語，在背書，因為當權者要禁制文字，有心人以

背書的方式來保存文字和文化。 

香港電台的很多節目被刪、被停、被消失，民

間網台為求存走安全線，不少自動取消節目以至停

辦有之。 

輪到我們來背節目了？ 

5. 他配得 
你很難愛上特朗普。他不像一個大國總統那樣

得體地說話、表態、交際、行事。 

世界抗中共的頭，是他開的，但眼界只在加貿

易稅，沒去到團結各國，以道德層次如以人權出之

的抵中，更在訪歐時得罪所有人，要龐比奧周遊列

國拉住友國，使繼任的拜登得以組成抗共聯盟。 

又如疫情初發，特朗普先說「小事一宗」，大

家繼續 business as usual 。說：治這病，消毒劑喝

喝就好了。幸他很快認真起來，下令加速研發疫

苖，取得成功，美國自救且救了世界很多國與人。 

21世紀至今的兩大件事，是中共推出「一帶一

路」無限擴張；再加傳出一場兇猛的瘟疫，世界各

國無一幸免。如果沒 有及時有效的疫苗，後果不

堪設想。 

你不必愛上特朗普，卻須給他credit， 

6. ⼤話精 
香港太上市長駱惠寧在6月中舉辦的「中國共

產黨與一個兩制」的論壇中，發表重要演說，集中

講香港在這幾十年如何受惠於中共，像中共供應香

港人便宜食品和水、助香港戰勝沙士疫情、助香港

渡過金融風暴⋯⋯總之中共有恩於香港，港人應知

恩圖報，聽聽話話貼貼服服。 

中共瞪大眼講大 話人所共知，駭人的是：面對

港人把他們親歷的事反過來講。 

中國一個教授打了個噴啑就把沙士帶來香港

（傳到加拿大，死了49人），何止港人，乃是世界

皆知，太上市長有他自己的故事。 

香港是自由港，任何物品價格都得同世界兢

爭，中國產的食品亦然，賣便宜目的在關照港 人

真是云乎哉。 

香港被大鱷攻擊時，全港以至全世界看著當時

的財長曾蔭權怎樣沉著而驚險地擊退之。事前，董

奴隸生產線
⼋周記 
作者：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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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向中國求助，錢其琛說：不便干涉香港內

政。 

講到水，新加坡/馬來西亞、與香港/中國的模

式如一，香港給中國交的水費是新加坡給馬來西

亞的170倍。 

7. 製造奴隸 
中共政府要人民生三孩。怎麼說中國人口還

是多於14億，生三孩，不是很快又要回到一孩制

去？常識是：受過教育、住在城市、相對富裕的

階層，越少生孩子，三孩或更多孩子都會生在農

村，這就好。農民進城打工沒有福利沒有戶口、

不用時來一招「清理低端人口」問題便解決。讓

農民為國產奴隸，高。 

8 . 牽連同裔 
中共的人權罪行為全世界有良知者所責，連

加拿大。 

加拿大在6月連番發現原住民兒童在天主教寄

宿學校的無名塚。中共小粉紅如獲至寶，說：你

加拿大先做好自己吧。 

更多的現實是：事發可追索至百年前，加拿

大為此事道歉過的政府已有多屆，賠償、新策推

出不少，這些，中共政府做過嗎。認都不會認，

二者怎能比。小粉紅說說也就罷了，加拿大上議

院議員胡元豹居然在議會上說小粉紅一樣的話。

他是華裔，討好中共肯定連累同裔。習主席七一

授勳沒他份，打算表忠求追封？

師填補不足。 

政府管治新⼿法 
據政府估計，有230名民選區議員不符合宣誓

要求，將會被DQ，並向被DQ者追討约100萬元上
任至今的薪津，政府為怕DQ這麼大批民選議員會

令國際嘩然，唯有再出辣招，從經濟上逼你自動

辭職，手法猶如黑幫，世上少有。 

在六四和七一這些大日子，港共政府為向主

子邀功，用比大陸更強硬的手法對付香港市民。

六四期間天安門母親被請離家外遊，過幾天便可

回京，建黨百年慶典前，敢言的記者髙瑜只作家
居監視。哪像香港，六四出動7000警察，封鎖維

園11小時，這塊31年來連年有數萬至數十萬人悼

念亡魂的地方，首次出現漆黑一片，連拿蠟燭想

獨自入內悼念的市民也不准走近。在維園周邊，

如有人開了手提電話的燈或電子蠟燭，警察立即

上前來阻止，如不關燈，即犯上煽惑他人參與非

法集結罪，將你拘捕。大律師鄒幸彤僅僅表示會

以個人名義，在六四晩上入維園點燭悼念，當天
早上便被逮捕。警方藉公安條例禁止集會的權

力，無限擴大至以言入罪，凡接受訪問發表個人

意見，都有煽動非法集結之嫌，隨時被捕。 

每年七一，民間都有遊行，今年 ，當局以防

疫為由禁止。但官字兩個口，特區政府的升旗和

慶祝酒會仍繼續舉行，官方犯法是可豁免的。今

年民間遊行雖被禁，警方仍出動過萬警力戒備，

截查穿黑衣戴黃色口罩者，單在旺角就拘捕了11

人。滿以為建黨慶典可以歌舞昇平地渡過，怎料

晚間竟爆出了有人刺警後自殺的悲劇，起初以為

背後有黑手，查不出任何線索後就歸罪於報章網

台上的偏激言論和假消息，其實一個普通人走到

刺殺和自殺這一步，心中必是充滿悲憤和絕望，

他在遺書中指責警方包庇罪犯、不受制衡，質疑

浮屍少女是被殺，港區國安法令全港失去自由

等。事發後，政府不去檢討做成悲劇的成因，反

指這是恐怖襲擊，認為献花悼念和表示同情的小

市民等同共謀者。 

七月七日，港大學生會通過議案感激和悼念

案中自殺者，被當官的強力指責，保安局長認為

其觸犯港區國安法，校委會主席李國章更考慮將

涉事學生「踢出校」。翌日清晨，學生會舉行記

者招待會，會長意識到事態嚴重，宣佈撤回議案

並致歉，幹事集體辭職，創下罕見的因強權脅逼

學生會道歉並集體辭職的先例。 

⾏不穩  致不遠 
港府高官將國安法當作萬應良藥，認為它可

令香港行穩致遠，長治久安。而事實剛好相反，

一年來國安法把香港搞得天翻地覆，民怨民憤暗

流洶湧，全市彌漫恐怖與不安，移民潮高漲，人

才資金外流，跨國公司撤離，中區寫字樓空置率

創15年新高，經濟下行，百物騰貴，人民生活困

苦。當權者處事無能，混亂無章，無遠見，無大

志，行的是無法無天的獨裁警察統治，罔顧國際

輿論，不求向外發展，只知靠攏大灣區，願作深

圳外圍城市，不懂如何紓解民怨疏導民憤，這種

行不穩致不遠的高壓施政手法，怎能令香港長治

久安呢。

上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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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展獄中獲三獎 
因報導武漢疫情被判入獄判刑四年的張展，5

月4日獲比利時自由大學言論自由榮譽獎，5月15
日再獲美國對華援助協會設立的2020年林昭自由
獎，獎金人民幣25000元，6月初又獲由天安門事
件流亡人士設立的「青年中國人權獎」。 
⼈權律師覃永沛被捕561天仍不開庭 
廣西人權律師2019年11月1日被捕，至今年5

月15日已561天，仍未開庭。與覃永沛同一律師樓
的律師陳家鴻於2019年4月末被捕，比覃永沛更早
被捕，至今也未開庭。 

江蘇⺠主⼈⼠王默獲刑三年 
江蘇淮安民主人士王默，今年72歲，網名「菜

王默刀」，因舉牌聲援江西新餘劉萍、廣州張聖

雨、焦作張小玉和香港民主抗爭，多次被拘判刑，

2019年4月2日出獄，同年5月14日又被捕，判刑3
年，關在南京監獄，刑期至2022年5月13日。 

呂耿松獄中⽣命堪虞 
浙江民主黨人呂耿松，今年65歳，杭州大學歷

史系畢業，因參加組黨，2008年被判刑4年，出獄
後，2014年8月13日又被捕，判刑11年，關在浙江
長湖監獄，今年5月其夫人汪雪娥跟朋友一起去探
監，獲知他有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腎衰竭，

牙齒幾乎脫光，生命堪虞。 
中國在押政治犯共1165名 

5月31日wqw2011網公佈中國大陸在押政治犯
和 良 心 犯 全 部 名 單 共 1 1 6 5 名 ， 該 網 郵
箱 wqw2011@gmail.com， 讀者自己可以查閱 。 

網絡⼤V仇⼦明判刑 7個⽉ 
江蘇南京市微博網絡大V仇子明，南京大學法

學碩士，前《金融晚報》財經記者，因質疑中印邊

境衝突軍人死亡人數，2021年5月27日被迫電視認
罪，判徒刑7個月。 

維族⼥⻘在獄中死亡 
法國《解放報》網站6月2日載，維吾爾族女青

年米日阿依・艾爾肯，29歲，是日本奈良一間科技
大學研究生，2019年6月18日返新疆，入境時即被
拘留，2020年2月被正式逮捕，同年12月20日在拘
留中心死亡。 
⺠主黨創黨成員⿈曉敏第三次被捕 
黃曉敏59歲，河南新野人，前新疆喀什農三師

黨校教師，六四民運參與者，四川泛藍聯盟召集人

之一，1998年參與中國民主黨籌建工作，2009年3
月被捕一次，2010年9月第二次被捕，判刑2年6個
月，2011年8月31日刑滿出獄，2019年7月再次被
捕，判刑2年6個月。 

黎智英獲「杜魯⾨-列根⾃由奨」 
美國「共産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6月11日

在華府國會山莊舉行多國獻花紀念儀式，並宣佈將

該會年度最高榮譽獎「杜魯門-列根自由奨」頒給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下圖），表揚他和其他香港
人在中共打壓下的堅持。迄今為止，黎智英除了上

述榮譽奬之外，已另獲美國阿克頓學院「信仰與自
由奬」和以法國為基地的無國界記者頒發的「新聞
自由特別貢獻獎」。 

藏⼈呼籲釋放名作家拉丹 
西藏名作家拉丹，2019年6月被捕，當時他正

在成都公寓寫回憶錄。「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

心」於2011年出版他的著作《生命危在旦夕的話
語》和《抵抗的兿術》。現該民主促進中心呼籲中
共釋放拉丹。 

「⻑沙公益仨」被押700天未釋 
長沙公益人士程淵、劉大志、吳葛健雄三人被

稱為「長沙公益仨」，2019年7月22日被捕，六位
律師被強制解除，家屬受迫害，迄今已700天，政
治犯家屬施明磊特向聯合國理事會呼籲，督促中國

政府釋放「長沙公益仨」。 
廣⻄⼈權律師陳家鴻開庭不判 

廣西人權律師伸家鴻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於

2019年4月29日被捕，2020年下半年開過庭，迄今
未判。 

中國民主運動，舉步維艱，一步一足印，蹣跚前進。 
本欄特別報道最新有關民運人士消息和中國人權被踐踏的狀況。足印

mailto:wqw2011@gmail.com%22%20%5Ct%20%22_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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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僧⼈仁⻘持真囚4年半 
四川阿埧籍僧人仁青持真，

2019年8月1日因「煽動分裂國家
罪」被捕，時年29歲，因與流亡藏
人談論敏感話題。今年6月26日獲悉
被判4年6個月。 
廣東維權⼈⼠張五洲判兩年半 
曾公開在廣州街頭紀念六四、

反對香港國安法、聲援被民警毆打

的女律師孫世華的廣東維權女士張

五洲，據6月24日博訊報導，她已被
清遠市清城區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

刑兩年零九個月，實際刑期為兩年

半。

貴州⼤學教授楊紹政被覊押 
楊紹政，52歲，四川巴中人，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原貴州

大學教授，2018年因言論被大學開
除，2019年因披露六四被殺學生數
字消息，遭酷刑，2021年5月18日因
頻發敏感言論，被秘密帶走，6月10
日得知，他已以「煽動顛覆國家政

權罪」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維族知名學者失蹤三年多 
新疆維吾爾族知名學者熱依

拉・達吾提，女性，新疆大學民俗
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有30多年共産
黨員資歴，2017年12月被強迫消
失，其女阿克達·普拉提剛從美國大
學畢業，現從事商業分析師工作，

今年7月1日，她向德國之聲透露，
其母已消失三年多，最近才確認她

被判刑入獄，不知是哪個監獄。

常瑋平丁家喜獲中國⼈權律師奨 
常瑋平和丁家喜都因「廈門聚會」被捕。他倆

於7月9日獲台灣和美國民間團體「民間司法改革
基金會」和「人道中國」主持的「中國人權律師

奨」。丁家喜妻子羅勝春和尚瑋平稚子代表領奨。
美國特朗普時政府中國顧問余茂春和英國御用大律

師甘迺迪女男爵分別致辭。 

康城影展放映《時代⾰命》
「時代革命」一詞在香港正引起建制派攻擊的

時候，今年第74屆康城電影節，卻於7月16日閉幕

前意外地特別放映了由周冠威導演的紀錄片《時代

革命》（電影海報），該片將兩年前香港一埸轟轟
烈烈的反修例運動呈現在觀眾眼前，其中有百萬人

空巷的大型和平遊行，有警方放射無數硝煙彌漫的

催淚彈的場面。 

導演周冠威，現年42歲，畢業於香港演兿學
院，他執導的巜一個複雜故事》曽獲藝發局的兿術
新秀獎，他執導的另一《十年一自焚者》曾獲第35

屆電影最佳金像獎，卻惹來建制派的批評。

紀錄片《時代革命》海報。



第32屆會員⼤會 
VSSDM 32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溫哥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定於2021年8⽉14日舉⾏會員⼤會。由於疫情關係，具體時間
地點及會議形式將另⾏通知。參加者請於8⽉7⽇前電郵vssdm2009@gmail.com報名。 

VSSDM AGM will be held on August 14, 2021. Due to COVID-19, Meeting address, time and format 
will be determined later. Please email vssdm2009@gmail.com by August 7, 2021 to register. 

⼆零⼆⼀年度理事會選舉 
Directors Election for 2021

本屆理事會希望各會員鄭重考慮參與下年度理事會選舉，請將表格填妥於8⽉7⽇前寄回本會。
The chair of VSSDM strongly urge all the members seriously consider to joint the team, please fill out 
the form below and mail it back to VSSDM office no later than August 7, 2021. 郵寄地址(Mailing 
address): P.O. Box 60283, Fraser Retail Post Office, Vancouver, B.C. V5W 4B5

候選⼈姓名 Nominee’s Name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ephone 

永久會員號碼 Membership No 

簡歷 Brief History 

推薦理由 Reason for Nomination 

O 本⼈⾃願⾃薦 I am self nominated 
O 本⼈⾃願接受 I consent to the nomination by 
提名為溫哥華⽀援⺠主運動聯合會2021年度理事會候選⼈，參與競選。倘本⼈獲選，我必會義務地參加⽀聯會
之會務⼯作，不負眾望。
And agree to stand for election to the VSSDM 2021 Board of Directors. If I am elected, I shall do my best to 
forward the goal and ideal of the society.  
接受提名簽署Nominee's Signature: 
2021年    ⽉    ⽇

推薦⼈ Nominated by 簽名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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