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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Fighting!
Keep the Candles
Burning!

Saturday 2022-06-04
7pm

Democracy Walk
Granville Loop Park
Granville St. & W 5th Ave

8pm

Candlelight Vigil
In front of Chinese Consulate
3380 Granville St. (at West 16th Ave)
www.VSSDM.org
Vancouver Society in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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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納粹式侵略烏克蘭
!"#$
蘇聯解體後，普京上台，⼆⼗年來他雖然⼤權
獨攬，登上權⼒⾼峯，但腦筋還算清醒，知道搞好
國內經濟，改善⼈民⽣活，要與國際接軌，加⼊聯
合國及各類⾦融貿易組織。但⾃2014年強佔克⾥⽶
亞⽽受到西⽅制裁後，他不去反思、不尋求妥協，
秘密警察出⾝，多疑偏軌的性格，令他極為不安，
深信陰謀分析，沉迷於過去蘇維埃聯邦擁有⼗五個
加盟國的⽇⼦，想要︎建新俄羅斯，認為現時烏克蘭
領⼟內的哈爾科夫、頓湼茨克、盧⽢斯克及敖德薩
都是屬於俄羅斯的，他的⼤國復興夢，就像當年希
特拉要復興⽇⽿曼民族⼀様，愈⾛愈遠，不惜要⽤
戰爭去聲索領⼟，摧毀⼀個獨⽴的主權國家。
普京對新冠病毒極為恐懼，近年甚少接觸下屬
和親信，幾乎與外界隔絕，因⽽變得更孤僻和⾃
閉，⽽他的下屬多為諂媚者。據說普京出兵前曾詢
問下屬，但獨裁者既已決定作出軍事⾏動，俯⾸聴
命的下屬怎敢說個「不」字。就在這種被隱瞞真
相、不明實情的環境下，普京錯判形勢，遇上勇敢
機智的烏克蘭⼈民頑強抵抗，不能⼀舉拿下基輔、
建⽴傀儡政府，以致戰爭進⼊第三個⽉，仍處於膠
着狀態。

⼈為災難和戰爭罪⾏
開戰初，俄⽅的地⾯部隊多是徵來的年輕新
兵，電視上看到這批娃娃兵像中學⽣般幼嫩，他們
莫明其妙地被推上前綫，普遍⼠氣低落，有的甚⾄
⾃毀坦克⽽投降，烏⽅⾮常⼈道，給孤⾝迷路的俄
兵⾷物，遞上電話讓他接通⼀境之隔的母親，國防
部還向俄⽅婦⼥呼籲「母親，請來領回你們的孩
⼦」，並宣佈已設⽴熱線和電郵，譲母親過來帶⾛
被俘的孩⼦。本來相安無事的隣國，獨裁者普京竟
然在毫無挑釁的情況下發動侵略戰，除炸毀基本設
施如⽔庫、發電站等之外，還肆無忌憚地濫炸民
居、學校、托兒所、醫院，甚⾄⽼百姓避難的教
堂。全烏克蘭各⼤⼩城市都⼀⽚頹垣敗⽡，死傷無
數，令⼈⽬不忍睹，這是可怕的⼈為災難。
在基輔遭遇挫敗的俄軍，退⾄近郊布查鎮後，
便報復式地殘殺無辜平民，有全家被擊殺，有從後
被射殺，有被坦克輾壓⽽死，有被綑綁雙⼿⾏刑⽽

澤連斯基是⼀流演説家。圖為他在加拿⼤國會發表演講，與會者
全部起⽴向他致意。

死，屍體遍地，觸⽬警⼼。布查鎮的殺戮，是典型
的戰爭罪⾏，應受國際法庭審判，永遠記錄在戰爭
的恥辱柱上。

澤連斯基的演説
澤連斯基是戰時出⾊領䄂，世界⼀流演説家，
他的演詞簡短精悍，前後呼應，有⼀種超越的⾼
度。每次發⾔之後，他都播放⼀段記錄⿃克蘭⼈民
現時悲慘實況的影⽚。他對美國國會演講時，把烏
克蘭和⾃世界的命運緊緊連在⼀起，他強調普世價
值，指俄羅斯︎野蠻⼊侵是攻擊烏克蘭⼈⾃由選擇未
來的權利，奪⾛烏克蘭的民主和⾃由。他向各位展
⽰俄軍⼊侵前烏克蘭的美麗⾯貌和今天被摧殘的景
象，他說，現今的烏克蘭，就像當年的美國珍珠港
被襲和九⼀⼀遭遇那樣，是⼈為的⼤災難。希望美
國挺⾝⽽出維護世界和平，給予烏克籣先進軍備和
導彈防禦系統，以對抗侵略。
他激情有⼒的演說，激發美國國會的熱情，成
功地讓民主黨和共和黨站在⼀起，⼀致通過向俄羅
斯加辣制裁和巨額軍援。他的演說每次都傳遞強⽽
有⼒的信息，他播放的影⽚令⼈動容。他把烏克蘭
今天的苦難和各國歷史上經歴過的苦難相連，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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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會，他談到納粹德軍對倫敦的猛烈轟炸。在法
國國會，他提及東北部城市凡爾登慘遭︎重創留下⼀
⽚廢墟。
他在對聯合國安理會的演說中播放了⼀段俄軍
濫殺布查鎮居民的影⽚，影象恐怖、觸⽬驚⼼，全
埸震驚。澤連斯基最後說：如果這殘酷的侵略戰不
能通過國際法、國際組織去解決，聯合國可以解散
了。這話促使聯合國秘書⾧古特雷斯急往莫斯科會
⾒普京，希望能從中斡旋，但會談未⾒成效，在古
特雷斯轉抵基輔時，俄⽅竟發射兩枚⾶彈送客，令
險像橫⽣。
澤連斯基向各國的演說，加深了世⼈對邪悪的
認識，激勵同仇敵愾、攜⼿反對獨裁者的決⼼。他
不單捍衛⾃⼰的國家，也捍衛了⼈類的普世價值和
⾃由平等。他已成為烏克蘭再⽣的象徵。

各國⾸領出訪烏克蘭戰區
各國⾸⾧親赴戰區⿎勵⼠氣是史無前例的，這
情況竟在烏克蘭出現。三⽉中開始，波蘭、捷克和
斯洛⽂尼亞率先到訪，隨後有愛沙尼亞、拉脫維
亞、⽴陶宛和斯洛伐克。四⽉初，歐盟主席馮德萊
恩親⾃送上申請加⼊歐盟的問卷，表⽰歐洲對烏克
蘭的⽀持。英國⾸相約翰遜在戰⽕連天下獨⾃到訪
基輔，奧地利總理、西班⽛和丹⿆⾸相先後陸績抵
埗。美國派出國務卿和國防部⾧、第⼀夫⼈在母親
節當天探訪孤兒院，眾議院議⾧佩洛西和共和黨領
袖⿆康奈爾也親赴基輔會⾒澤連斯基。最後是加拿
⼤總理杜魯多偕副總理⽅慧蘭及外⾧喬美蘭到訪，
為即將︎重啟的⼤使舘豎起國旗。他們都盛讃烏克蘭
⼈民勇敢堅強，總統才能出⾊，⼀定可以撃退侵略
者俄羅斯。
今次各國領導到訪烏克蘭是向世⼈發出⼀個正
⾯信息，表⽰⼤家⼀致反對俄羅斯⼊侵，要在政治
經濟⾦融上加辣、加⼤制裁，要在軍事上加快、加
強援助，早⽇戰勝俄羅斯。
制裁⽅⾯：已將俄羅斯逐出「環球銀⾏⾦融電
信協會」(swift)，這⼀來已令俄國過半信⽤機構停
頓。各國都不購買俄⽅⽯油和天然氣，等於切斷俄
國國家財源。若俄國⼀旦出現債務危機，更會加速
其經濟崩潰，全國⼈民要為此付出沉︎代價。
軍援⽅⾯：以美國為⾸的西⽅國家已將先進武
器源源運到烏克。其中美國的「凰凰幽靈」無⼈
機，特為⿃克蘭⽽研發，它承擔着監視和發射導彈
的任務，在現代戰爭中起關鍵作⽤。德國提供的
2000型裝甲榴彈炮是現時世界最先進的⽕炮之⼀，
德國國防部⾧稱，歐洲的未來秩序可能取決於烏克

蘭的這埸戰爭，因此，絕不能讓俄羅斯獲勝。

俄羅斯國內的反對聲⾳
可以想像，在⿊海艦隊旗艦「莫斯科」號被擊
沉，俄軍在戰場上損兵折將，戰事膠着無法推進的
情況下，獨裁者普京似乎愈來愈瘋狂。他鎮壓國內
反戰者，逮捕了⼀萬五千多名⽰威群眾，對這些反
對者以前是只作罰款和短期監禁的。但三⽉中普京
簽署了⼀項法律，規定凡發表與政府「特別⼈軍事
⾏動」相抵觸的⾔論者，將被判處最⾼15年徒刑。
當局更認為社會需要來⼀次「⾃我淨化」運動，知
⽽不報本⾝也有罪，看來蘇聯時代的恐怖統治又再
復活了。當局對傳媒的鉗制也極嚴，有新聞⾃由最
後堡壘之稱的「莫斯科迴聲」和「⾬電視」被司法
部下令停播，並封鎖其網站。由2021年諾⾙尓和平
奬得主穆拉托夫任總編的《新報》，因對俄烏戰爭
作了獨⽴報導，在當局⼆度警告下被迫停⽌運作。
對此中國亦緊跟其後，不准國內媒體轉發⿃克蘭聲
明，只准發俄羅斯消息和新華社報道。
在俄國國內，和普京唱反調的反戰聲⾳，雖在
⾼壓下仍然此伏彼起，早前有官⼆代、富⼆代的反
戰聲，例如普京發⾔⼈之⼥，⾸任總統葉利欽的⼥
兒和孫⼥，國防部⾧伊斯古的⼥婿等，普京對這些
雜⾳假裝聽不到，但對⽼百姓則絕不⼿軟。據說檢
控官已對400多⼈起訴，其中有⼈只舉反對戰爭紙
牌，有⼈僅穿⿈藍⾊上⾐也不能幸免。⾄於對上層
和圍內的反對聲⾳，普京更是⼼狼⼿辣，絕不放
過。普京是秘密警察出⾝，綁架、暗殺、下毒樣様
精。今年⼀⽉以來，已有六名⾼層富商接連全家慘
死，有死於國內豪宅的，有死於國外度假酒店的，
這些寡頭全部和⽯油天然氣有關，外界猜測是普京
正在清洗核⼼圈。⼀⽉初，俄國第⼆⼤⽯油公司已
發出公開信呼籲當局停⽌武裝⾏動，改為透過外交
談判解決問題。普京⼤為震怒，他在戰埸上很難取
勝，但以⿊社會⼿法殺掉反對者則勝券在握，萬無
⼀失。

搬起⽯頭砸⾃⼰的腳
普京不但錯判對烏克蘭的侵略戰，也錯判由此
次戰爭引起的世局變化，他萬萬想不到開戰⼀週，
便令歐盟27個國家成員緊緊團結⼀起，讓烏克蘭總
統成為民族英雄，得到全世界的⽀持，他為怕烏克
蘭加⼊北約靠近歐盟⽽出兵，卻反令瑞典和芬蘭這
兩個不結盟國感到唇亡⿒寒，為⾃⾝安全⽽要求盡
快加⼊北約。⼀向眉精眼企的普京，今回真是搬起
⽯頭砸⾃已的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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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頑強對抗俄國侵略
!"%&
烏克蘭對抗俄國侵略的戰爭，⾄今已堅持兩個
多⽉了。起初俄國以為可憑它龎⼤的坦克陣營，
⼀舉攻⼊基輔，推翻澤連斯基政府，扶植⼀個傀
儡政府，便可勝利結束，但事實上卻出乎普京的
意料之外，它的⼤軍在基輔近郊多處遭到烏克蘭
的強烈抵抗，既不能攻下基輔，還損失慘重。

烏⽅報導俄軍的損失
據烏克蘭國防部在臉書上發佈的⽂告宣佈，⾃
2⽉24⽇俄軍⼊侵⾄5⽉10⽇上午6時，俄軍約陣亡2
萬6000⼈，被烏克蘭摧毀的俄軍戰⾞1170輛、裝甲
⾞2808輛、⽕砲系統519⾨、多管⽕箭⾞185輛、防
空系統87徊、軍機199架、直升機158架、各式⾞輛
及油罐⾞1980輛、艦艇12艘、無⼈機380架、特殊
設備41個、巡⼷⾶彈94枚。
這其中顯然包括⼋位將領，⼀艘⿊海艦隊旗艦
「莫斯科號」，⼀艘「格⽡拉」級登陸艦和⼀艘5
⽉6⽇在多瑙河三⾓洲外海被擊沉的俄國「⾺卡洛
夫海軍上將號」。
這⼋位陣亡將領，包括⼀名俄羅斯中將和六名
俄羅斯少將，以及⼀名⾞⾂共和國少將。此外，5
⽉3⽇環球網報導，俄國總參謀⾧格拉西莫夫在⿃
東作戰區視察時遇襲，20名俄國⾼級軍官被炸死。
「莫斯科號」旗艦的沉沒，對俄國是⼀記沉重
的打擊，有美國媒體引述美國官員報導說，這是
美國的幫助，美國給烏克蘭提供莫斯科號的定
位。為了澄清這⼀說法，美國五⾓⼤樓發⾔⼈約
翰·科⽐特別表⽰要與這種說法拉開拒離，他
説，我們事先不知道烏克蘭有打擊該艦的意圖，
更沒有提供莫斯科號⾙體定位的信息。事實是否
如此，便沒有⼈可以確知了。

俄軍轉向烏南和⿃東進攻
俄軍既不能攻⼊基輔，便轉⽽攻擊烏克蘭南部
和東部。南部的最⼤戰⾾發⽣在烏克蘭南部重鎮
⾺⾥烏波爾的亞速鋼鐵廠⾎戰。烏克蘭國會執政
黨領袖阿克拉哈⽶亞54⽇向傳媒表⽰，俄軍連續兩
天試圖攻⼊鋼鐵廠，已進⼊鋼鐡厰範圍，廠內⼠
兵與俄軍發⽣「艱苦的⾎腥戰⾾」。據⿃克蘭總
統顧問阿列斯托維奇說，烏軍已擊退俄軍的進
攻，但俄軍則否認曾攻⼊鋼鐡廠。⾺⾥烏波爾其

餘地區幾乎已全由俄軍控制，改插俄國國旗。
俄國在烏克蘭南部的赫爾松設⽴親俄政府，即
「赫爾松⼈民共和國」，該區在⼆⽉份已被俄軍
佔領。俄軍還要在扎波羅熱和敖德薩採取類似的
措施。俄羅斯聯邦委員會第⼀副主席安德烈·圖
爾恰克說，俄羅斯將要永遠留在烏克蘭南部，這
等於説俄羅斯要永遠佔據烏克蘭南部。現在⾺⾥
烏波爾其餘地區幾乎全部陷⼊俄軍控制，甚⾄有
些地⽅已改插俄羅斯國旗，使⽤盧布。
烏克蘭東部，原有兩個親俄地區，即：頓湼茨
克和盧⽢斯克。這兩個地區的居民差不多全是俄
羅斯⼈，所以他們不僅親俄，⽽且已宣佈獨⽴，
⾃稱為「頓湼茨克⼈民共和國」和「盧⽢斯克⼈
民共和國」，不過這兩個獨⽴國的⾯積並⾮全
州，頓國僅佔該州的⾯積33.6%，盧國只佔31.4%。
現在俄國還想在烏克蘭東部擴⼤佔領，砲轟烏東24
處烏克蘭的軍事設施和砲彈武器庫。

世界各國軍援烏克蘭
烏克蘭之所以能夠抵抗俄羅斯的⼤軍⼊侵，⼀
⽅⾯固然是烏克蘭⼈民的堅強抗爭意志，另⼀⽅
⾯是它獲得世界各國的⽀持，尤其是軍⽕的援
助。美國在這⽅⾯是最⼤宗的。光是三⽉份的⼀
份報導說，美國供給14.4萬枚砲彈和121架凰凰幽
靈⾃殺式無⼈機，5000枚標槍反坦克導彈，7000枚
反坦克武器，幾百架⾃殺式無⼈機，7000⽀突撃步
槍，5000萬發⼦彈和彈藥、激光制導⽕箭，美洲豹
無⼈機，反砲兵無⼈機雷達，輕型裝甲⾞和安全
通訊系統和能刺穿俄羅斯坦克的標槍。光是看看
這些名⽬，便可知道這些武器是相當針對性的。
當然，除了美國的武器⽀援之外，還有英國、
德國、法國、意⼤利、丹⿆、㨗克、⽐利時、荷
蘭、希臘、⽇本、加拿⼤等許許多多國家武器⽀
援。這是很重要⽽實際的⽀持。

戰爭將持續久纏
5⽉13⽇，參加七國集團在波羅的海的外⾧會
議上，烏克蘭外⾧庫列巴表⽰，無論要花費多⾧
時間，我們要使國家得到全⾯恢復，這涉及烏克
蘭的領⼟完整，包括頓巴斯和克⾥⽶亜。克⾥⽶
下轉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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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絕後的⾄暗時刻決⾾
!"⿈連

外強中乾的普京未來三種選擇
還記得普京這句虛張聲勢的名⾔嗎？「給我⼆
⼗年，還你⼀個強⼤的俄羅斯」。
過了⼆⼗年，呈現在⼈們眼前的，是⼀出國際
舞台上的荒誕劇：由普京和習近平這⼀對契兄契弟
合演，契兄⽤戰爭⽅式⼊侵烏克蘭；契弟⽤防疫⽅
式停頓中國社會。結果被認為世界軍事第⼆的國家
在去軍事化；⽽⾃認為即將是世界經濟第⼀的國家
在去經濟化。普京⼊侵烏克蘭的戰爭，打了七⼗多
天，損兵折將、元氣⼤傷，未來他只有三種選擇：
⼀是拉習近平下⽔；⼆是拉全世界下⽔（扔核
彈）；三是先拉習近平下⽔再扔核彈。
普京從基輔閃電戰到烏東狂轟濫炸，屠殺平

習近平和普京堪稱當今世界的兩⼤邪惡軸⼼。

民，都沒有達到可以稱之為勝利的「軍事⾏動」，
現在說只要在頓巴斯地區取勝，就可以班師回朝。
顯然，普京像希特勒⼀樣，不惜任何代價，希望把
戰爭打到最後。但是可笑⽽又可悲的是，烏克蘭軍
民上下同⼼的衛國戰⾾，創造了軍事上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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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於2014年便宣佈獨⽴，並歸屬俄國。頓巴斯是
烏克蘭東部的⼀個地區，其中已成⽴兩個獨⽴的
共和國，即：頓湼茨克⼈民共和國和盧⽢斯克⼈
民共和國，這兩個共和國在這次戰爭之前便巳宣
佈脫離烏克蘭政府管治，⾃承屬於俄羅斯聯邦的
⼀員。若照烏克蘭外⾧所說俄烏戰爭最後⼀定要

⼩⽽精良的裝備，令笨重的俄式坦克、裝甲⾞輛等
陷⼊⼈民戰爭的泥沼⽽不能⾃拔。換⾔之，普京連
敵⼈在哪裡也找不到，在指揮已潰不成軍的軍隊。
從俄羅斯勝利⽇，普京在紅場閱兵式上的講話，可
以看出其外強中乾的本質。除了⽼調重彈，指控北
約和西⽅國家計劃利⽤烏克蘭進攻俄羅斯，聲稱俄
⼊侵烏克蘭是別無選擇。他的講話沒有重⼤政治聲
明；沒有使⽤核武器的威脅；沒有宣佈為烏戰升級
動員預備役⼈員；沒有宣佈取得勝利；萬眾矚⽬的
坦克⽅陣和⾶⾏表演也被取消——因為這些⼤都在
侵烏戰爭中變成了廢銅爛鐵啦！

AXIS是習近平在史上留臭名的標籤
烏克蘭軍情局⾧表⽰，戰爭結局只有兩種可
能，⼀是普京死去；⼆是俄羅斯分裂成三個或更多
國家。俄羅斯⼈⼜⼀億，疆域⼆千⼆百萬平⽅公
⾥，除了⽯油以外，沒有⼀家數得上來的世界知名
企業和品牌。猶⾃不⾜，常常覬覦別家的⼟地和⼈
⼜，遠的不說，單是這⼆⼗多年來，征戰不斷，是
個臭名昭著的惡鄰。
有⼀種說法值得關注：普京無論在烏克蘭打贏
或打輸，都可能找中國算帳，因爲習近平不僅⽤⼀
紙“合作無上限”協議欺騙了普京，還讓普京爲冬奧
⽽延誤了進攻烏克蘭的最佳時機，使俄軍損失慘
重，⽽習最終也沒有兌現承諾。若俄在烏戰中最終
失敗，就算俄以敗軍之師，打中共軍隊還是⾜⾜有
餘的，今後中國可能重新陷⼊四⾯爲敵的窘境。
那邊廂，在全球圍毆制裁下，美國原本要花很
⾧時間才能聚集起反中俄的民意，結果被普京的侵
烏戰爭在短短數⽉就完成了，普京可說是被⼀劍封
下轉第七⾴

解決克⾥⽶亞和頓巴斯問題，那末俄烏戰爭將是
曠⽇持久的。⽬前世界上⼀般⼈只希望俄國撤退
這次戰爭的軍隊，即使如此，也不是近期可以達
成的，因為普京決不會認輸,由此看來，這次俄烏
戰爭將會成為持續久纏的戰爭，除⾮俄國國內反
戰勢⼒抬頭，逼使普京收⼿或下台，但這在普京
的强權統治下也難於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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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記

下⼀波：北極

作者：圓圓

之⼀說得出⼜
「他們」也反戰，只是，理由與⼤多數的「我
們」不同。他們的理由是：
西⽅世界、主要是美國及英語國、北約各國，
明中沒有參戰，暗中則是烏克蘭背後的勢⼒，他們
供應無限量的資源和先進的武器⼒撐烏克蘭，俄羅
斯則獨⾃⼒戰，這未免欺⼈太甚，不公平；再者，
烏克蘭從各國取得武器和資源，增加俄羅斯佔烏的
困難，戰爭必拖⾧，烏克蘭平民傷亡也必多，這是
不⼈道的，⽀援烏克蘭的國家可曾有想到這些？此
話的解讀為：讓俄羅斯順利、⽕速佔領烏克蘭可以
少些死傷，這不更好。
這樣的話也說得出⼜，不由⼈不服。
俄烏因何⽽戰？因俄羅斯要烏克蘭⾔聽計從，
別加⼊某些國際組織、勿與俄對抗；因⼆國為鄰，
烏克蘭⼀旦加⼊北約，北約就在俄羅斯⾨⼜，有如
敵⼈就在⾨⼜，除⾮俄烏交界處有⼀緩衝地帶，俄
羅斯的要求是：烏克蘭割捨⼀⼤⽚⼟地給俄羅斯作
緩衝之地，不答應？出兵。
俄羅斯稱這場戰爭為「軍事⾏動」，撐俄者稱
為「俄烏之戰」，事實是：「俄羅斯侵略/⼊侵烏
克蘭」才是事件的正名。站到侵略者⼀邊，忘記怎
樣「⼿撕⿁⼦」的對付⽇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蹟了。

之⼆⼀⼈⼀票選特⾸
「特⾸由選舉產⽣」的承諾還真的做到了。由
⼀個⼈指定⼀名候選⼈從中選出⼀位領導⼈即特
⾸。這叫「選出」？是的，這叫「等額選舉」，參
選⼈數或候選⼈數與當選⼈數相等謂之等額選舉。
這是中國式選舉，⾹港不是已⼆度回歸了嗎，實⾏
中國式選舉理所當然。
隔著⼀個太平洋看⾹港選特⾸，還真是——該
從何說起。
明明沒得選擇，誰當選⼀早已知，⼀場特⾸選
舉的全民真⼈秀如期上演，唯⼀的候選⼈當如要與
多⼈競選那樣，⾒記者、落區、發表政綱、訪問基
層、向民眾揮⼿……總之落⼒演出，真嘅⼀樣。
這樣「選」出來的領導⼈，出到國際場合，⾯
對真的由民選產⽣的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領導⼈時，
有多難堪。

但又不⽤太擔⼼，新特⾸或者不會⾒到外國領
導⼈，因除中國外，他應該不會離港，因為他在被
制裁中，連youtube都被禁⽤，邊度都唔使去了。

之三古仔可以這樣編
林鄭不連任，本⼈認為於她，是「求之不
得」。
之前，有⼈看過她爭取連任的宣傳⽚，這不能
證明她想連任，只是⾝不由⼰。北京久久不下指
⽰，林便不得不以「我願再做⼀回」以表願服務⼈
民的忠貞。終於不⽤再做，還真如釋重負。
得聞其詳？林鄭不是我的閨密，她沒同我⽿
語，只是編古仔。
離任後某⼀天，有消息傳出：林鄭⼈在英國。
之後，更多細節傳出：她是以defected的⽅式
「回」到英國。
何以有此情節？記否她宣布不連任時親⼜說：
孩⼦們說我夠鐘回家了。她的家在英國。

之四公告天下
網上有⼀項「⼤翻譯⾏動」在進⾏中。簡⾔之
是這樣：全世界各國各地的識中⽂的⼈，以其所懂
的語⽂譯出中國⼩粉紅們在網上發表的關於世界⼤
事的「作品」，廣告外語世界的⼈，讓他們知道世
界⼤事在中國是怎樣被公告、解釋及評議的。
開始時，中國很⾼興，想⼈知道的資訊傳得越
廣越好。很快，覺事不妙。知道真相的外語⼈，對
⽐⾃⼰所知與中國的所傳，怎千差萬別？

之五拒做花瓶
議事堂或議會，是最嘈吵之所，全世界都⼀
樣，只有中國，表決時才有聲⾳，那是數以千計的
⼈，在同⼀時間舉⼿，表⽰通過或贊成的的動作造
成的聲⾳。
本來相當嘈吵的⾹港⽴法會，現在，靜得使⼈
以為已經沒了⽴法會，個個都識做花瓶。只是⼈數
還是不夠多，弄不出中國式的「舉⼿贙成」的震
撼。
外國記者協會停⽌頒獎，拒為「⾹港仍有新聞
⾃由」作花瓶，好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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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六不忘
哪怕世界發⽣那麼多的⼤事，誰能忘記⼋孩
之母事件（或稱鐵鏈⼥、鎖鏈⼥），不⽌未忘，
在當局嚴密打壓下，有⼼⼈趙蘭健從認⼈開始追
蹤事件，成效怎樣了？尚未得知之前，⼈已帶被
⾛。不表⽰⼈民已經忘記。

之七沒事沒事
經藍⽅機構代買⼀種家⽤電器，價錢⽐市價
⾼⼗多倍；明違例開派對，除了⼀⼈，主⼈連同
眾多官員議員，甚麼事都沒有；議員官員落⼒推
廣⼀種未經國際認可的測試、以證其有效的成
藥……「場」是他們的，愛怎玩怎玩。

之⼋下⼀波：北極
中國國務院於2018年1⽉發表《中國的北極政
策》（China’s Arctic Policy）⽩⽪書，序⽂有這
些論述：中國是最接近北極的國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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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這邊廂，習近平則是搬起⽯頭砸⾃⼰的腳，被
凌遲割⾁。⽇前美國眾議院以遠超百分之九⼗九的
票數通過軸⼼法，全稱是《評估習近平的⼲涉與顛
覆法案》。這份法案的主要⽬的，是要美國政府找
出中共以何種形式⽀援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起
草者把字母縮寫湊成AXIS（軸⼼），含沙射影的
指向邪惡的⼆戰軸⼼國，就是衝著習近平來的。接
下來，預料參議院審議過關也不是問題，⼀旦總統
拜登簽署⽣效，就將成為美國法律。習近平經常宣
稱要引領⼈類的未來世界，就像古代奸雄所⾔，⼤
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AXIS正好是
他在史上留臭名的標籤。

「這是我們最後⼀代，謝謝。」
五⽉⼗⽇，俄羅斯的聯合國⼈權理事會席位正
式被捷克取代，理由是俄⽅存在嚴重以及系統性侵
犯⼈權的⾏爲。這裡帶出⼀個耐⼈尋味的問題：中
共治下的中國⼈權同樣惡劣，為什麼它沒有受到影
響？有⼈這樣答道，中共當然也是，但侵犯的是⾃
⼰的⼈民，屬內部⽽不是外侵，所以制裁⾮常有
限。
更令⼈失望的是，拜登政府已放出⾵來，要減
中國貨物進⼜關稅。難道又是⾛離不開中國貨這條
⽼路？但是⼀些⼼⽔清的⼈⼠指出，拜登這招是姿

⼀句就把你嚇得張⽬結⾆了吧。如果中間沒
有俄羅斯的西伯利亞，或者，西伯利亞仍歸中
國，這句話才有意義，看看地球儀就知道了。
怎理解這話？參考今⽇南海狀況。中國的機
場、「城市」建在菲、⾺、印尼等國的⾨⼜，稱
該些礁島「⾃古以來」是中國領⼟。同理，西伯
利亞是中國領⼟，也是「⾃古以來」的事，亦
「中國是最接近北極的國家之⼀」的理據？
《⽩⽪書》表明中國會績極參與北極的開
發，更打建「極地絲路」以配合已有的「⼀帶⼀
路」，參與北極的未來發展。
⾄今，世界對《⽩⽪書》的反應不⼤，倒是
加拿⼤相當敏銳。上任總理哈珀（Stephen
Harper，2006-2015在位）在任時，曾9度往訪北
極圈的原住民，這就有「宣⽰主權」的作⽤。現
任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該勤些北訪，怕
的是，久沒現⾝，那天偶到，那兒已有中國機
場，旗正飄飄！

態，中國動態清零，尤其是上海封城，短時間肯定
恢復不到正常的國際物流，他可以將通脹責任推給
中國同俄國。⽽中國⼿上的存貨，可能要到感恩節
才送到美國，已經有⾜夠時間令拜登的民主黨⼈贏
得中期選舉。
未來局勢如何發展？⾯對沒有道德底線的獨裁
者，實在難以預料，只能下回分解了。上海和烏克
蘭的新聞，看得令⼈窒息，但我們更願意看烏克
蘭，起碼苦難之下還能看⾒希望——此時烏克蘭是
國破⼭河在，⼈性在，⾎性在；⽽中國的苦難只能
看⾒輪迴——如今中國，國在⼭河破，⼈性破，道
德破。
最後引述⼀段網上徵求對聯橫批的貼⼦，上
聯：這個世界不要俺了；下聯：這是我們最後⼀
代。熟悉中國新聞的⽂友都知道，上聯是被困⿊洞
中⼗多年的徐州鐵練⼥所講；下聯是⽩衛警上⾨抓
⼈，威脅說不配合⼯作，會影響三代。年輕上海男
異常冷靜地回了⼀句：「這是我們最後⼀代，謝
謝。」這段話震撼網絡，⼀個是被這世界拋棄；⼀
個是拋棄這個世界。⽽眾多網友回應的橫批中，筆
者最認同的是這⼀句「空前·絕後」。
是的，這是⼈類⽂明空前絕後的⾄暗時刻，但
是回顧歷史，光明終將戰勝⿊暗，更何況我們⾯對
的是，早被揭穿不堪⼀擊的紙⽼虎，牠們垂死掙
扎，嚇不倒認同普世價值的⼈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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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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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律師覃永沛超期覊押
廣西⼈權律師覃永沛，2019年10⽉被抓，
2019年12⽉正式逮捕，2020年6⽉4⽇以涉嫌煽動
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按照刑訴法规定，⼀審不得
超過三個⽉，再延期也不得超過六個⽉，但覃永沛
案已超過21個⽉，仍是不審不判，嚴重超期覊押。
人權律師李進進在美被刺身亡
⼋九民運領袖之⼀，律師李進進，3⽉14⽈在
紐約辦公室遭⼀名25歲的華裔⼥⼦張曉寧持⼑刺
死。⼈們懷疑李進進任會⾧的「胡耀邦、趙紫陽紀
念基⾦會」的秘書王書君有關，王書君在中國國安
部指揮下，利⽤基⾦會收集海外異議⼈⼠信息。
王宇之子包卓軒獲美國政治庇護
包卓軒2020年3⽉以觀光簽證來美，被認為有
移民傾向，送往加州阿德蘭托移民拘留中⼼打算遣
返，於是決定申請政治庇護，因今年2⽉得美國國
務院⾸席副國務卿的幫助，加速獲批政治庇護。
何方美、常瑋平獲「曹順利人權獎」
「曹順利⼈權捍衛者紀念獎」是2014年由
「權利運動」「民⽣觀察」「維權網」發起，今年
該獎發給河南新鄉市的健康權利捍衞者何⽅美和陝
西寶雞巿⼈權律師常瑋平。據維權網3⽉24⽇發布
消息，何⽅美於2020年5⽉18⽇在北京敦促國家⽴
法解決疫苗問題時被強迫失蹤，⾄今已⼀年半。
女權人士李翹楚被起訴
⼭東臨沂⼥權⼈⼠李翹楚，31歲，清華⼤學研
究助理，據説因受男友許志永影響，煽動顛覆國家
政權，已由⼭東臨沂檢察院2⽉28⽈提出起訴。
郭飛鴻絕命書
郭⾶鴻，原名楊茂東，因妻張青在美國患末期
癌症，要申請去美國侍妻被拒，現張青已於1⽉10
⽇在美國⾺⾥蘭州去世，郭則因申請去美⽽被囚。
今年3⽉2⽇，其姊楊荗平接到郭⾶鴻的絕命書，向
姊交代⾝後事，說他死後不要⽕化，⽽要葬在家鄉
⼭頂，最好和妻⼦合葬。
丁家喜、許志永亦被臨沂起訴
據丁家喜妻羅勝春說，丁家喜和許志永已被臨
沂市⼈民法院正式起訴，今年1⽉21⽇，兩⼈控罪
由「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改為「涉嫌顛覆國
家政權罪」。
黃雪琴、王建兵被捕已半年
⿈雪琴是獨⽴記者兼MeToo⾏動者，她與勞⼯
權益者王建兵（雪餅）⼀起，每星期在王建兵家中
與朋友聚會，3⽉20⽇據（雪餅）朋友披露，王雪
琴和王建兵於去年9⽉19⽇被廣州警⽅逮捕，罪名

是「涉嫌煽動顛覆國家罪」，雙⽅家屬均聘請律
師，但⾃2021年10⽉以來，均被拒與律師⾒⾯。
湖南基督教徒陳文勝傳福音被捕
湖南衡陽基督徒陳⽂勝傳福⾳多年，⾜跡遍及
多個省市，3⽉5⽇，他在雲南⽂⼭州傳福⾳時，被
衡陽警察抓捕。
青海藏人班桑因支持藏語教學被捕
青海果洛藏族⾃治州達⽇縣藏⼈斑桑，去年底
在社交媒體群組發表有關漢語教學的不同意⾒被拘
捕，下落不明，有説他被關押在青海西寕市。
藏女諾增旺姆被判刑三年
青海⽟樹藏族⾃治州曲⿇藏族婦⼥諾增旺姆，
因發布2013年5⽉27⽇藏族⼈⼠円增西然⾃焚消
息，2020年5⽉被判徒刑三年。
傳孫文廣已逝世
⼭東⼤學教授孫⽂廣，2018年8⽉11⽇因接受
「美國之⾳」訪問被濟南國保帶⾛。⼀直⾳訊全
無，近來有傳聞，這位年近90的異議教授已逝世。
梁國雄搶文件判監14天
⾹港前⽴法委員梁國雄（⾧⽑），2016年任
⽴法委員時搶奪時任房屋發展局副局⾧⾺紹祥的⽂
件，今年3⽉29⽇被判監14天，與他現有的23個⽉
刑期分開執⾏。
三藏人自焚
今年2⽉25⽇⾄3⽉30⽇，有三藏⼈⾃焚。第
⼀位是藏族歌⼿才旺羅布，他於2⽉25⽇在布達拉
宮前⾃焚。第⼆位是81歲的扎彭，他於3⽉27⽇在
四川阿⾙縣格爾登寺附近警局前⾃焚。第三名青海
⽟樹州結古鎮的次仁，他於3⽉30⽇在⽟樹州警局
前⾃焚。
香港三青年因暴動罪被判刑
2019年的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少有750⼈
被控暴動罪。今年4⽉4⽇有三⼈被判⼊罪，他們
是: 27歲的⾏政⼈員何⽂謙，被判⼊獄四年半，聲
稱為急救員的24歲學⽣⿆浩偉，被判四年半，30
歲的舞台演員郭⼩傑，被判四年三個⽉。此外還有
22歲的獸醫助理和19歳的港⼤學⽣判⼊勞教中
⼼。警⽅統計，反修例⾵波中被捕者共10260⼈，
當中2608⼈被控，涉嫌暴動罪近三成，有750⼈。
楊森出獄、區家麟被捕
74嵗的⾹港民主黨前主席楊森，因2019年
10·1遊⾏未經批准，被判囚14個⽉，今年3⽉11⽇
刑滿出獄。⾹港著名傳媒⼈區家麟，今年54歲，現
任中⽂⼤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專業顧間，於今年4⽉
11⽇被捕，拘留17⼩時，獲准保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