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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回歸⼀一個極權政體後才不不過24年年，已被
摧毀得⾯面⽬目全⾮非。這種粗暴暴式的摧毀是伴隨着全⾯面
管治思維進⾏行行的。
中共不不信任在⾃自由法治環境下⻑⾧長⼤大的⾹香港⼈人，

⼀一開始都就作全⾯面管治部署。早於2003年年，便便已
想⽤用嚴苛的23條⽴立法來來作為管治準則，但遭到50
萬⼈人⼤大示威反對，最終被迫撤銷。

2003⾄至2013年年，它改⽤用溫和的⼿手法治港，藉
此作為示範，爭取台灣回歸，但⺠民進黨上台後，這
種示範已不不再有效。2014年年⾹香港⼈人佔領中環運動
開始，中共便便下定決⼼心，以圍剿的⼿手段來來對付所謂
「敵對勢⼒力力」，收集各界⿊黑名單、⿊黑⾔言論。
及⾄至2016年年6⽉月9⽇日和16⽇日⾹香港出現兩次過百

萬⼈人⼤大示威，其規模之⼤大，震驚北北京當局。同年年6
⽉月27⽇日北北京「紅旗網」發表⻑⾧長⽂文，要「反華亂港勢
⼒力力」⽴立即住⼿手，醖釀「⼀一勞勞永逸」的解決⾹香港問題
⽅方案。
有⼈人認為是⾹香港⻘青年年的抗爭⾏行行為招來來中共鎮

壓，其實恰恰相反，是中共有預謀的鎮壓才引起⻘青
年年的反抗⾾鬥爭。實施國安法正表示中共已拉下溫和
統戰的⾯面紗、⾚赤膊上陣，要對泛⺠民派展開殲滅戰
了了。其戰略略學⾜足⼤大陸那⼀一套，⼤大陸有對維權律律師的

709全國⼤大逮捕，⾹香港便便有對泛⺠民派的106全港⼤大
抓捕，抓捕後末審即投⼊入⼤大牢，⼀一關就是⼋八、九個
⽉月。 
⾹香港政府把反對派的⻣骨幹⼈人物通通關起來來後，

便便向傳媒開⼑刀，以截斷財源迫使《蘋果⽇日報》⾃自動
停刊；DQ六名⽴立法會泛⺠民派議員，令其他全部泛
⺠民派議員總辭；恐嚇區議員，如果不不宣誓效忠，就
要嘔出過去兩年年的全部薪津，脅迫⼤大部分泛⺠民派區
議員⾃自動辭職。 
⽤用盡卑卑鄙無恥的⼿手段令勇敢的⺠民主⾾鬥⼠士退下戰

缐，港共政府就在中共的指揮下逐⼀一收拾拾公⺠民組
識、瓦解公⺠民社會。被中共指為社會毒瘤⽽而必須割
除的公⺠民組織，有⽀支聯會、教協、⺠民陣、612⼈人道
⽀支援基⾦金金會等。

⾹香港⽀支援中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
有32年年歷歷史的⾹香港⽀支聯會於1989年年5⽉月21⽇日由

⺠民間⾃自發成⽴立，其⽬目的是⽀支援中國⺠民主運動，它的
五⼤大綱領中有「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中共30年年
來來對此避⽽而不不談，⾹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建制派⼈人物曾
說過，⼀一黨專政中國從來來不不存在，是偽命題，但今
年年6⽉月，中聯辦主任駱駱惠寧在⼀一次講話中公開指責

⾹香港在國安法下的 
暴 政 統 治 

⽂： 愚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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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真正⼤大
敵」。上級⼀一出聲，下⾯面執⾏行行者便便⾺馬上出動，⾸首
先，以違反「公眾娛樂樂樂樂場所條例例」票控「六四紀念
舘」，指它沒有娛樂樂樂樂牌照，罰款8000元，並勒勒令閉
舘。 
⽀支聯會原由許多會員團體構成，其團體數數⽬目，

去年年底仍有⼆二百餘個，今年年因北北京壓⼒力力⼤大，五⽉月份
起陸續有會員團體退出。七⽉月⽀支聯會宣佈縮減常委
⾄至七⼈人，並遣散所有職員。七⼈人常委中有三⼈人正在
系獄，⽀支聯會最終是否解散，由九⽉月廿五⽈曰召開的
會員團體⼤大決定。 
⽀支聯會有感於中共打壓⽇日益嚴厲，去年年六四燭

光晚會被禁後即發起衆籌，建⽴立六四網上紀念舘，
今年年⼋八⽉月四⽇日正式開幕，為全球提供悼念死者、保
留留歷歷史真相的網上平台，今後會不不斷更更新展出內
容。其中設有⾹香港舘，把港⼈人近年年的抗暴暴運動圖⽂文
並茂地展現在世⼈人⾯面前。此舘不不屬於港⽀支聯⽽而是獨
⽴立於海海外的。 
港共政府為向上邀功，除迫⽀支聯會解散外，還

借國安法43條附件5，指⽀支聯會為外國代理理⼈人，要
常委交出⾃自成⽴立以來來所有資料料，包括會議記錄錄和財
務狀狀況等。如不不依時交出，罰款五萬，收監半年年。
這種荒謬之極的做法⽬目的是威嚇公⺠民社會，令

全⺠民處於恐懼當中。副主席鄒幸彤説得對，沒有確
鑿証據，泛指⽀支聯會是外國代理理⼈人，究竟代理理誰?
這是本末倒置毫無法理理依據的做法，先加罪後搜
証，真是荒天下之⼤大謬。⽀支聯會已表示拒交資料料，
並考慮提出覆核。 
⾛走筆⾄至此，局勢急劇惡惡化，四名拒交資料料的常

委已被拘捕，並押⾄至「六四紀念館」搜查，國安署
將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是中共最常⽤用的⼿手法，
法律律就在⼝口袋裏，可隨時取⽤用。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 

教協和⽀支聯會是兩個全港參參與⼈人數數最多，影響
最⼤大的公⺠民組織。兩個組織由發起⾄至组成，司徒華
居功⾄至偉。⽀支聯會⼤大⼤大提升⾹香港市⺠民的公⺠民意識，
教協則促進教育的專業發展和維護教師權益，並積
極參參與⺠民主運動。 
教協是全港最⼤大的單⼀一⾏行行業⼯工會，解散前有9

萬5千會員，它成⽴立於1973年年，司徒華是⾸首任會
⻑⾧長，其後連續17年年都當選，連任⾄至1999年年⽌止，他
⾮非常重視教協和教育的關係。48年年來來教協是政府推
⾏行行教育改⾰革的伙伴，它開辦教師培訓課程，提⾼高教
育質素，處理理教師求助個案，積極爭取教師權益和
福祉。
港英時期，當局也很關注教協的活動，據説經

調查瞭解之後，認為其存在有正⾯面價值。反觀今天
的傀儡政府，只知跟着北北京屁股⾛走。

7⽉月31⽇日凌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發表時
評，認為教協是「反中亂港」的毒瘤。同⽇日下午港
府教育局便便宣佈終⽌止與教協的⼯工作關係：(⼀一)不不與
教協代表舉⾏行行會議；(⼆二)有關教育議題不不再諮詢教
協意⾒見見；(三)不不處理理教協轉來來的投訴個案；(四)不不
承認教協舉辦的培訓課程；(五)不不准教協成員參參與
政府諮詢組識。

8⽉月3⽇日教協會⻑⾧長向會員發電郵，表明今後將聚
焦教育事業和教師權益⼯工作，反對港獨，盼教育局
盡快處理理教師投訴個案，但被拒絕。8⽉月10⽇日，教
協開記者會，鑒於近⽉月政治環境巨變，理理事會已盡
⼀一切努⼒力力想延續會務運作，但看不不到前景，難以實
踐原有⽬目標，被迫宣佈解散。
消息⼀一出，震撼全港，教師們紛紛表示可惜和

痛⼼心。當權者硬⽣生⽣生拆毀⼀一個運作良好、⽣生氣勃勃
的公⺠民機構和組織，只有⽂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才幹得
出來來！
半世紀以來來，教協在⼯工會運動中扮演重要⻆角

⽀支聯會四名拒交資料料的常委⽇日前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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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教師們有今天的待遇和地位，教協的付出實
在功不不可沒。教協每年年處理理超過3000宗教師求助
個案，作溝通調解⻆角⾊色，或直接代教師進⾏行行投
訴。故此，敎師們特別擔⼼心⽇日後很多不不公平的事
會求助無⾨門。教協沒有了了，還有誰來來捍衛教師權
益，為教師發聲?雖說⾹香港尚有⼀一個約有四萬會員
的「教聯會」，但這個會⼀一向聽命於北北京，根本
不不能處理理有關政治上的投訴，讓它處理理只會出反
效果，它是⼀一個被控制不不能⾃自主的無能⼯工會，很
難得到廣⼤大教師的信任。 
談教協不不能不不提到廣受愛戴的創會⼈人司徒華

(華叔)。他畢⽣生從事⺠民主運動，離世前是⺠民主黨黨
鞭，⽀支聯會主席，教協的監委。他不不單是⼯工運能
⼿手，也是投資⾼高⼿手。七⼗十年年代他為⽂文憑教師爭得
合理理薪酬後，教協會員⼤大增，需要⾃自置會所。當
時⾹香港⼈人被97問題困擾，加上⾦金金融危機，股市⼤大
崩潰，地産物業跌⾄至⾕谷底，無⼈人敢涉⾜足其中，⽽而
華叔卻獨具慧眼，據説他以數數百萬元買下九⿓龍地
皇之皇位於旺⻆角的好望⻆角⼤大廈九樓樓全層，如今市
值已近兩億。回歸前後，地產市途低迷，教協再
購⼊入⼋八樓樓全層。 
華叔除會所外，⼜又將物業⼤大部分作為商業⽤用

途，開辦價亷物美的⼤大型超市，特價電器器部，公
價眼鏡店，還設有⾼高⽔水準的⽛牙醫和體檢等醫療服
務，書店、旅⾏行行社和保險，是早期的⿈黃⾊色經濟
區。雖然⽣生意盈利利不不⾼高，但可維持會務發展且讓
教師们享受各項福利利。 
筆者在港時就住在教協左鄰，會所⼊入⼝口由朝

到晚⼈人流不不絕。筆者是教協會員親屬，可申請附
屬咭購物和享⽤用福利利。估計原有的9萬多會員連同
家屬應該在10萬以上。
教協財政穩健，其下物業，除好望⻆角⼤大廈

外，中僑商業⼤大廈和銅鑼灣永德⼤大廈都是⾃自置單
位。如今被迫解散，其遣散費及職員權益等可以
作妥善安排，教協將出售名下物業，若出售後還
清債務尚有餘款，將會向被遣散的職員發放特惠
⾦金金。⽽而所有教協會員資料料保証在教協停⽌止運作時
全部銷毀。

⺠民間⼈人權陣缐(⺠民陣) 
⺠民陣於2002年年9⽉月成⽴立，是⼀一個關注⺠民主和⺠民

⽣生的平台，希望團結各⽅方⼒力力量量，推動⺠民主⾃自由和
公⺠民社會的發展。

2003年年7⽉月1⽇日，⺠民陣曾領導反對23條⽴立法的
50萬⼈人⼤大遊⾏行行。其後，幾乎所有⺠民主派組織都紛
紛加⼊入，⺠民陣分有⺠民⽣生與⼈人權兩個⼩小組，⼈人權⽅方

⾯面特別關注警權的擴張問題。
最令⼈人難忘的是，2016年年6⽉月9⽇日和6⽉月26⽈曰

⺠民陣曾兩次組織和領導100萬和200萬⼈人的⼤大遊⾏行行
（下圖），⾹香港⼈人的⾼高素質、公德⼼心、禮讓、關
愛等在兩次井然有序的⼤大遊⾏行行中充分表現出來來，
震撼全世界，令⼈人讚嘆嘆不不已。 
如此⼀一個溫和⾃自律律的公⺠民團體也被中共視為

毒瘤，被迫於今年年8⽉月13⽇日宣佈解散。

612⼈人道⽀支援基⾦金金 
繼⺠民陣之後，612⼈人道⽀支援基⾦金金也宣佈10⽉月31

⽇日解散，基⾦金金信託⼈人⼤大律律師吳靄儀雖對此深表遺
憾，但認為基⾦金金已為港⼈人創造歷歷史奇跡。
此基⾦金金於2019年年6⽉月由泛⺠民政黨及團體成⽴立，

籌款協助反送中運動中被捕、被控、被打傷的示
威⼈人⼠士，其所作的⼈人道援助包括法律律訴訟醫療復復
康等，涉及受助⼈人過千名，費⽤用巨⼤大，基⾦金金會希
望在8⽉月31⽇日前籌⾜足所需款項，然後有序地安排停
⽌止運作。保安局⻑⾧長不不去瞭解實情竟⽤用粗魯魯的⼝口吻
說基⾦金金會在解散前還想「撈⼀一筆油⽔水」。其⽂文化
修養之低和局⻑⾧長官階極不不相稱。

古今暴暴君都要焚書坑儒 
上⽉月在Netflix網上有名為《暴暴君的形成》紀錄錄

⽚片，⾹香港⼈人看後定會感同身受，我們在暴暴政治下
猶如暴暴君親臨臨，他要先消滅⾔言論⾃自由才可向⼈人⺠民
洗腦；他嚴禁信仰要⼈人⺠民崇拜暴暴君；他⾏行行恐怖統
治令⼈人⼼心惶惶，失去互信和互愛；歪曲歷歷史真
相，才可⽤用謊⾔言瞞騙群衆；為了了控制⼈人⺠民不不在乎
滿⼿手鮮⾎血；暴暴君只關⼼心⾃自⼰己的權⼒力力和名聲，視⼈人
命如草芥。
古今暴暴君都要焚書坑儒，我們的暴暴政當權者

也正在個向這⽅方⾯面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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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不吃你那套 
之⼀一：中國外⻑⾧長王毅7⽉月接⾒見見塔利利班⼆二號⾸首

領，哥倆好著。今回中國買⼤大開⼤大，8⽉月中，塔利利
班進京，總統出⾛走，全世界只有中國押對了了注，放
鞭炮都來來不不及，然⽽而中國來來不不及的是⼤大罵美國撤
軍，讓阿富汗「淪淪陷」，竟然沒多謝美國成全其
事。 
這⼀一邊，美國暗喜：有⼈人接班啦！ 
之⼆二：⾹香港選舉實⾏行行中國化，即「只許選黨指

定的⼈人」，⾹香港⼈人表現冷淡，到時投票率奇低就太
難看，領導⽥田教授急得發狠話，批這叫「選舉攬炒
主義」，不不⾏行行，咁點呢，來來⼀一招「強制投票且實名
制」，黨指定的候選⼈人全票當選，有幾難？ 
之三：⾹香港有個⼥女女KOL接受訪問說：⾃自從公開

撐警，⼀一下⼦子全部 job冇晒。港警有這樣的⽀支持
者，不不再需要敵⼈人。 
之四：上海海有個醫⽣生主張採與疫同存的⽅方向對

付肺炎，被狠批，不不是批事可⾏行行否，乃揭發與本案
無關的他20年年前的論⽂文涉抄襲。哪怕確證有其事，
為甚麼20年年前不不舉報等到要批⾾鬥當事⼈人了了才處理理？
⾹香港⼈人當⼼心領神會：算賬這事，20年年未晚。 
之五：中美講數數，中⽅方提出先決條件：先給我

⽅方⼈人員及家屬、留留學⽣生⼊入境簽證⋯⋯吵架中，有種
的請都不不上對⼿手的⾨門，死活要到敵國去，留留點驕傲
給⾃自⼰己好不不好？ 

CCP及其⽀支持者的是⾮非判斷，總與世不不同，難
怪「不不吃你那套」。 

2. 討好與得罪 
⼤大選期間，加拿⼤大的政界⼈人物⽇日⽇日在討好各⾏行行

各業以⾄至所有選⺠民，要應許我們每⼈人⼀一座玟瑰園。
聽講林林鄭有意連任，她做了了這些事： 
之⼀一：為⼤大學學⽣生會運作設障，更更展開對⼤大學

⽣生的抓捕； 
之⼆二：逼全港最⼤大⼯工會教師協會⾃自動結業，教

育界氣氛低迷，學⽣生隨家⻑⾧長移⺠民，以⾄至連名校都要
刊登招⽣生廣告； 
之三：醫謢⼯工/公會曾有⾏行行動促政府採取某些抗

疫政策，清算即⾄至，業者以移⺠民作覆； 

之四：擔⼼心律律師公會不不聽話，選舉之前先恐
嚇：選出幹事屬⾮非建制，必受懲處⋯⋯ 
有意選特⾸首卻不不怕得罪所有⼈人，因為不不必為選

票討好選⺠民，只等欽點。 

3. 單廢「通識」還不不夠 
IB（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課程，是聯

合國辦來來給駐外⼈人員⼦子弟攻讀的中學課程，等同美
國⼤大⼀一⽔水平，全世界各國必須接受其資歷歷，發展成
中學畢業的最⾼高標準，⾹香港⽣生今年年考滿分者⽐比例例上
世界最多。預告：⾹香港政府⼀一定取消IB。 
該課程有⼀一必修科名Theory of Knowledge，

專授左膠思想，如⼈人權、公平、環保、哲學、⾃自
由、個⼈人的重要性⋯⋯沒有更更反動的了了。 

4. 悼念=恐怖！ 
港⼤大學⽣生因悼念殺警/⾃自殺者⽽而被捕，理理由是宣

揚「恐怖主義」。 
簡⾔言之，以宗教、政治及種種意識形態和主

張，無差別地暴暴⼒力力攻擊無關者，謂之恐怖主義
（terrorism）。 
量量量量「悼念」與「暴暴⼒力力攻擊」之間有多遠。 

5. 「我有份打」 
⼼心中有數數者，都想⽅方設法使⾃自⼰己2019年年7⽉月21

⽇日那天不不在事發的元朗現場，可有⼀一位阿伯，站出
來來說：「我有份打。」因⼀一⾔言被捕。 
這話令反對派都覺不不可思議，同路路⼈人不不識反應

之餘還紛紛「三次不不認主」。那⼜又何必呢。同路路⼈人
應為這位有擔當的前輩感⾃自豪。 
阿伯被捕。同時捕⼀一個以為沒事的另案元朗示

威者作報復復。 
6. 還信他 

區選中⺠民主派⼤大獲全勝。兩年年多後，⾃自動辭職
者過半數數，因國安法實施後，主張⺠民主已是罪⾏行行，
DQ還是其次，厲害的是會被政府追回就職以來來的
全數數薪⾦金金。 
「炒你魷還追回全部⼯工資」這樣的官⽅方操控的

謠⾔言（法律律？），全世界聞所未聞還在其次，更更讓

終有一人是男兒
⼋八周記 
作者：圓圓

下轉第五⾴頁



第五⾴頁

⼈人震驚的是：當辭職⼈人數數差不不多了了，政府說：並沒
此意。 

7. 仍是「中⼼心」 
⾹香港還是世界⾦金金融中⼼心嗎？難說。⾹香港是⼈人質

中⼼心則近似。 
看美國出甚麼招，⾹香港就有⺠民主派⼈人⼠士被捕、

已被捕者則被判重刑；⺠民主黨如不不參參選，獄中同志
必有好受。 

8. 回到初衷 
中國要實⾏行行新經濟政策，以下⼀一段話⾜足以概括

其精神與實踐：「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與調節，

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合理理調節過⾼高收⼊入，⿎鼓勵勵⾼高收
⼊入⼈人群和企業更更多回報社會，要清理理規範不不合理理收
⼊入，整頓收⼊入分配秩序，要保護產權與知識產權，
保護合法致富，促進各類類資本規範健康發展。」 
簡⾔言之，就兩個字：均富，「均富」的⼝口語就

是「共產」。 
經過70年年的艱難探索，⼀一部份⼈人及機構的確富

起來來了了，但有6億⼈人⽉月⼊入少於1000，是整頓的時
候。須知均富才是共產主義的初衷，才是原教旨共
產主義感動⼈人的精神所在。 
從此各⾛走各路路，來來⾃自外國的甚麼制裁抵制都沒

意思了了。 
習主席，好樣的！

上接第四⾴頁

今年年8⽉月18⽇日⾄至20⽇日⼀一連三天，中國解放軍在
台灣⻄西南和東南周邊海海空域進⾏行行軍事演習，同時也
在這三天在南海海舉⾏行行軍事演習，其中出現利利⽤用⺠民船
投送裝備的畫⾯面。有軍事專家分析，這次軍演模擬
切斷美軍⽀支援台灣，截斷台灣南部對外交通，掩護
陸軍登島。 
       當然，這種軍事演習只是⼀一種姿態，但它已引
起世界各國的關注，究竟中共何時會攻打台灣？美
國前印太司令戴維森（Philip Davidson）估計在未
來來六年年內中國會攻打台灣，英國《⾦金金融時報》記者
席佳琳（Kathrin Hille）便便指出這是⼀一種錯誤的評
估，她認為中國近⽇日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活動，只是
為了了利利⽤用灰⾊色地帶去恐嚇台灣⽽而已。 
       我同意席佳琳的看法。中共攻打台灣不不是⼀一件
輕易易的事，因為⼀一旦真的攻打台灣，⽴立即會引起美
國和⽇日本的軍事⼲干預，⽽而且澳洲、印度、英國、法
國都有可能在軍事上幫助台灣，故此中共攻打台灣
勢必是⼀一場國際性的戰爭，這是中共必須顧慮的。 
       如果以台灣的軍事⼒力力量量與中國相⽐比，台灣當然
相差很遠，但台灣有初期的防禦能⼒力力是不不容否認
的，只要台灣能夠堅持⼀一段短短時間，美國和⽇日本
勢必很快會出兵協助，這便便⾺馬上變成國際性戰爭，

中國便便會處於劣勢。中國的遼寧艦擋不不住美國太平
洋艦隊的攻擊，很快會被擊沉，⼭山東艦更更要逃避，
那時候中國要收⼿手也不不容易易了了。所以中國也有⾃自知
之明，不不敢也不不會輕易易發動攻台戰爭，只能在台灣
周邊地帶躍武揚威，裝腔作勢⽽而已，真的攻台他是
不不敢的。 
不不過最近因美軍撤離阿富汗，譲塔利利班輕易易進

⼊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接管阿富汗全國政權，於是
北北京便便在台灣問題上⼤大吹法螺，說美國⽀支持台灣是
不不可靠的，北北京當然希望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同阿富
汗⼀一樣不不要插⼿手。
但拜登⾺馬上強調，台灣與阿富汗情況不不同，美

國會持續信守對台灣的伙伴承諾，他甚⾄至將台灣与
美國對北北約、⽇日、韓的關係並列列。美國國安會蘇利利
⽂文更更將台灣和以⾊色列列放在⼀一起強化保證。
可⾒見見在台灣問題上美國不不⾄至於像阿富汗那樣放

棄，因為台灣的安全，關係到美國整個太平洋的戰
略略和遠東戰略略，這個戰略略是包括⽇日本、南韓、印
度，澳洲在⼀一起的，所以美國⾮非常重視南海海的通
道，整個美國太平洋艦隊的任務就在於保護太平洋
的現有秩序，否則它何必在太平洋⻑⾧長駐艦隊。

中共會攻打台灣嗎？ 
⽂： ⻁  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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腥風血雨的權鬥拉開序幕 
⽂： ⿈  連

天安⾨門⿊黑天鵝⼊入廟 
⽇日前，天安⾨門廣場忽然⾶飛來來了了⼀一隻⿊黑天鵝（見

圖），牠沒有腳牌，並⾮非來來⾃自動物園，是⼀一隻野
⿃鳥。⼈人們⽴立刻想到⼀一句句成語：野⿃鳥⼊入廟。
廟，指太廟的明堂，古代帝王祭祀、議事

的場所。野⿃鳥闖⼊入了了廟堂，預示國家敗亡的
徵兆。許多⼈人拍案叫絕，⽑毛澤東紀念堂就坐
落在天安⾨門廣場中間，⿊黑天鵝進了了天安⾨門廣
場，就等於進了了太廟——這不不是敗亡的預兆
⼜又是什什麼？ 
有關當局前兩天剛剛要求各⽅方傳媒不不許

唱衰中國經濟，不不許提⿊黑天鵝、灰犀⽜牛。⽽而
習近平今年年1⽉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
學習時表示，要能預判未來來各種⾵風險挑戰，
做好應對各種可預料料到、但容易易忽視的危險
「灰犀⽜牛」，以及發⽣生率低但⼀一發⽣生就有巨
⼤大衝擊危險的「⿊黑天鵝」事件。 
其實「灰犀⽜牛」早已出現，在暗中積累

能量量。習近平害怕的⿊黑天鵝正⼤大搖⼤大擺站在
天安⾨門中⼼心，⽽而中南海海紅牆之內，正發⽣生著許
多不不為⼈人知的事情，不不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巨⼤大
衝擊危險的變化即將出現，不不但影響全中國以及華
⼈人社會，也將影響全世界。 

瘋狂的習家七傷拳 
現在的中共⾼高層，全部是⽂文⾰革成⻑⾧長的⼀一代。主

宰國家命運定於⼀一尊的習近平上台九年年來來，將中共
改⾰革開放四⼗十年年積累下來來的本錢折騰到破產邊緣。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方媒體轉完⽑毛左⽂文⼈人李李光滿
的⽂文⾰革⼤大字報後，就開始報導中共⼗十九屆六中全
會，「重點研究、全⾯面總結中共百年年奮⾾鬥的重⼤大成
就和歷歷史經驗問題」，這顯然為推出「第三次歷歷史
決議」⽽而造勢，也就是為連任掃清障礙。習近平能
夠如願以償嗎？會不不會因此霸王硬上⼸弓？ 
熟悉北北京政情的⼈人⼠士⽤用「瘋狂」來來形容習近平

的所作所為，他近來來所做的⼀一切，就像⾦金金庸⼩小說
《倚天屠⿓龍記》的七傷拳那樣，被形容為絕世武
功，但會「傷敵七分、⾃自傷三分」。
縱觀習近平重拳出擊，對於赴美上市企業祭出

管制及處罰，令中資股重挫，美國投資⼈人也撲街。

美國⾦金金融巨鰐索羅斯最近三次投書《華爾街⽇日
報》，反對外國資⾦金金投資中共政權。跟他過去稱贊
中國擁有「⽐比美國更更好的運作政府」，判若兩⼈人。
有論者慨嘆嘆，失去華爾街，中共在美國就沒有

朋友了了！ 

中國沒有歷歷史，只有輪輪迴 
這些習近平根本不不在乎，他殺紅了了眼——富⼈人

及藝⼈人被⼀一⼀一清算，網絡遊戲和補習學校紛紛關
⾨門，經濟損失數數以千億計，這是真正「攬炒」，⽬目
的是敲打這些企業背後的反對⼈人⼠士：如果我不不能連
任，⼤大家攬住⼀一起死！ 
不不管結果如何，相信都是很可怕的，腥⾵風⾎血⾬雨

的權⼒力力⾾鬥爭已拉開序幕。「第三次歷歷史決議」等於
將中共歷歷史重寫，只有習近平才可以與⽑毛澤東平起
平坐，江澤⺠民、胡錦濤以及眾多紅⼆二代情何以
堪？！他們今後只能「躺平」做⼈人才能保命。 
此時此刻，才深刻體會到「中國沒有歷歷史，只

有輪輪迴」這句句話的涵意。秋⾵風秋⾬雨，⼜又到了了多事之
秋，難道中國⼈人的宿命，永遠在「活捉四⼈人幫」輪輪
迴？ 
上述的種種，不不禁想起2014年年習近平主持中

央政法⼯工作會議的⼀一番話：「別看你今天鬧得歡，
⼩小⼼心今後拉清單，這都得應驗的。」他這些⾦金金句句，
是童年年所看過的抗⽇日電影《⼩小兵張嘎》的⼀一句句台
詞，也是網友惡惡搞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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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僧次成嘉措從無期減為19年年 
著名政治犯藏僧次成嘉措，⽢甘肅⽢甘南州夏河縣

⼈人，2008年年5⽉月14-15⽇日在拉⼘卜楞寺示威，祈求達
賴返藏被捕，時年年36歲，2009年年5⽉月21⽇日被判無期
徒刑。2014年年減為19年年，2020年年再減刑6個⽉月。 

四川著名異異議⼈人⼠士陳雲⾶飛被捕 
陳雲⾶飛，1967年年8⽉月13⽇日出⽣生，四川逹州達縣

⼈人，畢業於北北京農業⼤大學，著名異異議⼈人⼠士。2007
年年因登報向天安⾨門⺟母親致敬，被監視居住半年年，
2008年年與譚作⼈人、冉雲⾶飛等捐⾎血紀念六四，被警
告，2011年年因參參與茉莉花⾰革命，被軟禁在家多⽇日。
2015年年以顛覆政權罪判刑四年年，⾄至2019年年3⽉月25獲
釋。2007年年他⼊入秋⾬雨之福教會，2020年年受洗，
2021年年3⽉月25⽇日在成都住處被捕，在獄中傳道，並
準備寫⼀一本書，題為《囚籠⾥里里的馴獸師》。 

廣東⺠民主⼈人⼠士王愛忠被捕 
王愛忠，1976年年12⽉月13⽇日出⽣生，浙江⼈人，廣

東某企業醫藥商⼈人，南⽅方街頭運動推⾏行行者和踐⾏行行
者，以無組識、無領袖、無綱領⽅方式推⾏行行街頭運
動。2021年年5⽉月28⽇日被廣州天河區警⽅方誘捕，其妻
王賀楠7⽉月13⽇日收到逮捕通知，罪名為尋釁滋事
罪，現囚天河看守所。 

⻑⾧長沙公益仨被判刑 
⻑⾧長沙公益機構「⻑⾧長沙富能」三⼈人，通稱⻑⾧長沙公

益仨，因推動⼄乙肝、愛滋病、計劃⽣生育訴
訟，於2019年年7⽉月22⽇日被捕。現知2021年年7
⽉月20⽇日被判：吳葛健雄被判三年年，劉劉⼤大志
被判2年年，程淵被判刑五年年。 

太原基督徒趙維凱被捕 　 
太原郇城歸正教會基督徒趙維凱，35

歲，曾與該會傳導⼈人安彥魁⼀一起去成都王
怡創辦的華⻄西神學院讀神學，2021年年7⽉月7
⽇日被捕，其妻李李鑫也被傳喚⼀一天後獲釋。 

湖南⺠民主⼈人⼠士歐彪峰被捕 
歐彪峰，41歲，湖南寧鄉⼈人，公⺠民運

動踐⾏行行者，曾⽀支持許志永的公⺠民運動和⾹香
港的黎智英和《蘋果⽇日報》，也曾為「潑
墨墨⼥女女⼠士」董瑤琼求救呼籲等被傳喚和短暫
⾏行行政拘留留，20221年年7⽉月22⽇日正式被捕。 

湖北北尹旭安判刑4年年6個⽉月 
湖北北⺠民主維權⼈人⼠士尹旭安，47歳，湖

北北⼤大冶市⼈人，2007年年被⾮非法拘留留6次，⼊入獄8次，
2009年年勞勞教兩年年，2012年年拘禁42天，2015年年因聲
援屠夫吳凎被捕，2017年年判刑3年年6個⽉月，直⾄至
2019年年1⽉月釋放，同年年⼗十⽉月⼜又被捕，2021年年7⽉月21
⽇日被判刑4年年6個⽉月。 

深圳基督徒銷售聖經播放器器被捕 
深圳⽣生命樹⽂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是合法成⽴立的企

業，因銷售聖經產品「聖經播放器器」，2020年年7⽉月
2⽇日，四位主持者傅炫娟、鄧天永、韓麗、馮群豪
被捕，同年年7⽉月16⽇日控以⾮非法經營罪，2021年年7⽉月
16⽇日深圳市保安區法院宣佈，傅炫娟徒刑6年年，罰
⾦金金20萬，鄧天永徒刑3年年，罰⾦金金5萬，馮群浩徒刑2
年年6個⽉月，罰⾦金金3萬，韓麗徒刑1年年3個⽉月，罰⾦金金1
萬；另外沒收全部六種型號播放噐、電腦主機2
台，其他電腦4台。 
著名⺠民營企業家孫⼤大午判重刑18年年 
孫⼤大午（圖）是河北北著名⺠民間企業家，1985

年年創辦⼤大午農牧集團，進⽽而創辦學校、醫院，修築
公路路國道，惠及當地村⺠民和學⽣生。因他⻑⾧長期敢於批
評當道，2020年年11⽉月11⽇日被捕，其妻和兩個兒⼦子
兒媳以及⼤大午集團⾼高層共28⼈人同時被捕，控以聚眾
衝擊國家機關、尋釁滋事、⾮非法採礦、⾮非法集資等
8項罪名，孫⼤大午被判刑18年年，罰⾦金金311萬元，孫
⼤大午妻劉劉會茹判刑三年年，兩個媳婦和⼀一個姪⼥女女免
罰，其除各⼈人刑期未知。 

中國⺠民主運動，舉步維艱，⼀一步⼀一⾜足印，蹣跚前進。
本欄欄特別報道最新有關⺠民運⼈人⼠士消息和中國⼈人權被踐踏的狀狀況。足印



安徽合肥維權⼈人⼠士周維林林獲刑3年年6個⽉月 
周維林林，56歲，安徽省拖拉機厰職⼯工，⼯工傷

致殘，⼈人權捍衛者，維權網信息員，曾多次被傳
喚、抄家、拘留留，2014年年被判刑1年年6個⽉月。2020
年年3⽉月12⽇日再次被捕，2021年年8⽉月1⽇日獲悉被判刑3
年年6個⽉月。
安徽基督教教育學堂10名教師被捕 
安徽蕪湖基督教教育學堂10名教師今年年5⽉月27

⽇日被捕，拘押超過2個⽉月，其中4名以⾮非法經營罪
正式批捕，他們是：王明海海、萬紅霞、韓燕雷雷和謝
志鋒，其餘六⼈人取保候審。

藏⽂文學校被關閉⼥女女教師被捕 
⻘青海海果洛洛達⽇日縣藏⽂文學校獅⿓龍宮殿學校，最近

被強⾏行行關閉，並以「分裂」罪名逮捕該校⼀一位藏族
⼥女女教師仁⻘青吉。

貴州基督教神職⼈人員被判刑 
貴州黔東南州凱⾥里里市基督復復臨臨安息⽇日教會神職

⼈人員張⽂文英，2020年年7⽉月被捕，2021年年8⽉月14⽇日被
判刑12年年，同案的姜奎被判刑6年年，謝治群被判刑
5年年，賀瑟琴被判刑31年年，教會的140萬元奉獻款
被扣押。   

李李宇被關精神病院⼗十個⽉月 
四川德陽市不不同政⾒見見者李李宇，深感⺠民主運動被

打壓得幾近窒息，便便去各地訪友交流意⾒見見。2017
年年底從渤海海灣南下抵達福建福清與幾位朋友交流之
際，被維穩警抓去，送⼊入羅江醫院精神病科關押約
⼗十個⽉月才被釋放，好在他沒有被打針吃藥。 

端點星陳玟蔡偉被囚482天出獄 
端點星網站建於2018年年4⽉月22⽇日，主要收錄錄北北

⼤大岳昕事件、北北京駆逐低端⼈人⼝口事件、冠狀狀病毒疫
情、保護⼥女女權和⼯工⼈人權利利等，其主持者蔡偉、陳玟
和蔡偉⼥女女友⼩小唐三⼈人於2020年年4⽉月19⽇日被警⽅方帶
⾛走，⼩小唐被拘數數⽇日後，獲保釋，陳玟和蔡偉受指定
居所監視482天，今年年8⽉月得知他們被判刑1年年3個
⽉月，已於8⽉月15⽇日刑滿出獄。

供奉達賴法像⼤大批藏⼈人被捕 
四川⽢甘孜州⽯石渠縣溫波鎮約有逾百名僧俗藏

⼈人，因供奉和私藏⼗十四世達賴喇喇嘛法像，於今年年8
⽉月22⽇日⾄至29⽇日被捕。8⽉月25⽇日當局更更在溫波鎭召開
⺠民眾⼤大會，宣佈不不准任何⼈人持有達賴喇喇嘛像，也不不
准在⼿手機上傳遞達賴喇喇嘛信息。

四川公義⼈人⼠士肖春判刑4年年 
肖春，80後，四川達州公⺠民，⻑⾧長期在福建南

安⼯工作，熱⼼心公義，2020年年10⽉月18⽇日在厦⾨門⼤大學
⾨門⼝口拉橫幅呼籲釋放許志永、丁家喜、⿈黃琦、李李懐
慶、王藏、余⽂文⽣生、程淵、張展，並宣傳⼈人權⺠民主
理理念，同年年10⽉月20⽇日被捕，被秘密判刑4年年，2021
年年5⽉月20⽇日移送⾄至福建漳州監獄服刑。 

⼥女女權⼈人⼠士李李翹楚被捕 
李李翹楚（圖），90後，⼈人⺠民⼤大學勞勞動⼈人事學

院畢業，英國約克⼤大學碩⼠士，⼥女女權⼈人⼠士，勞勞⼯工權益
提倡者，許志永⼥女女友。2019年年12⽉月26⽇日廈⾨門聚會
事件發⽣生後，2020年年2⽉月15⽇日許志永在廣州被捕，
翌⽇日，李李翹楚被關押4個⽉月，2021年年3⽉月15⽇日正式
被捕，⽬目前關押在⼭山東臨臨沂⼈人⺠民醫院監管，不不准律律
師會⾒見見。

律律師覃永沛覊押近600多天 
廣⻄西⼈人權律律師覃永沛2019年年10⽉月31⽇日被以

「渉顚覆國家政權罪」羈押，2020年年3⽉月2⽇日起
訴，以後不不審不不判⼀一直拖延⾄至今已600多天，今年年
7⽉月11⽇日其⺟母病逝也不不得⾒見見⾯面。 

廣州五名異異議⼈人⼠士涉顚覆案 
廣州五名異異議⼈人⼠士胡天峰、范⽂文成、韋亜妮、

賴天明、范⼀一平，嫌疑「顚覆國家政權罪」，於
2020年年11⽉月⾄至12⽉月間被捕，據⾃自由亞洲電台今年年9
⽉月3⽇日消息已於近⽇日移送檢察院起訴。

⼤大陸年年輕⼈人徐崢逃去荷蘭 
23歲徐崢，東北北⻑⾧長⼤大的四川⼈人，從⼩小受中共

思想教育，16歲時翻墻接觸到境外信息，知道有
天安⾨門事件和⾹香港⺠民主運動信息，20歲時因與校
黨委書記為天安⾨門事件吵了了架，被退學，之後做過
外賣員、快遞員、餐廳服務員，兩次偷去⾹香港，曾
參參加200萬⼈人遊⾏行行，最近由⾹香港去烏克蘭再到荷蘭
申請政治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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