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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由｜⼈權｜法制

習近平訪港期間的兩次講話，都強調政權必須
牢牢的掌握在愛國者⼿中，也就是掌握在中共控制
下的傀儡者⼿中。所謂「⾼度⾃治」「⼀國兩制」
已於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開始變質。2014年⾬傘運
動期間，國務院推出的「⽩⽪書」中明確表⽰中央
對⾹港將實⾏全⾯管治。⾃此之後，這個會⽣⾦蛋
的鵝就被慢慢扼死。 
1997年回歸後的頭15年，中共⼲預⽐較少，⾹

港繼續奉⾏前朝政策，民主、⾃由、法治似乎沒有
什麼⼤改變，仍得到世界信任，⾦融中⼼尚可維
持，但愚蠢⽽短視的北京領導⼈，因中國經濟快速
增⾧，⾃⼤⾃滿，以為⾃⼰實⼒⾮常厲害，要平視
世界，東升西降，⾃誇領導⼒和制度優越性與西⽅
相⽐，⽴⾒⾼下。故要把⾹港徹底改造，⾏⼤陸的
制度和管治模式，令全體⾹港⼈⾂服於黨中央管治
之下，進⽽吞併台灣，實現他的⼤⼀統中國夢。 
七⼀前習近平⾏蹤⼀直密⽽不宣，但港府已佈

下天羅地網式的保安，其嚴密程度和普京不相伯
仲。獨裁者最怕接近⼈，普京⼆⽉會⾒到訪的法國
總統⾺克⿓時，叫他坐在30尺⾧枱的另⼀端。七⼀
當⽇，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時，記者們要站在15⽶

（約50尺）之外。他在對新⼀屆特區政府的訓⽰
中，提出四個必須，四個希望，全是⾏不通⾃相⽭
盾的⼜號式指令，但⼀衆⾹港政府⾼官如拾到寶般
欣喜雀躍，可是要落實交出成績來，實在不可能；
要把⾹港問題放在「⼀國框架內解決」，若有結
果，也是⾃欺欺⼈的。⾹港不可能原地踏步，只會
愈來愈衰落。 

習給港府的「必須」和「希望」新指令 
習近平要⾹港⾧期堅持「⼀國兩制」，實際上

⾃他上台之後，⼀國兩制已徹底變質了。鄧⼩平當
年提出的「港⼈治港」，已變成⼀⼩撮「愛國者治
港」。習近平要「中央全⾯管治」和「⾼度⾃治」
統⼀銜接，是不合邏輯的，明明是截然不同兩種管
治模式，怎能統⼀銜接呢? 在中央牢牢控制下的所
謂「⾼度⾃治」只是⼀個空洞⼜號⽽已。 
習近平要⾹港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貿易

航運和國際⾦融中⼼地位。他完全不明⽩，⾹港這
些優勢是港英政府經年累⽉營造出來的。當年⾹港
雖無民主，但港⼈享有充分⾃由，有⼈權保障，有
公平公正的法治，亷潔的政府和奉⾏多年的⽂官體

李家超為⾹港

警察統治開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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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施政⽅⾯是⼩政府少⼲預，讓社會⾃由發展，
⼈民創意無限。今天由中央來全⾯管治，沒有司法
獨⽴，沒有⾔論⾃由和新聞⾃由，沒有真正的出⼊
境⾃由和資⾦流動⾃由，沒有⾃由開放的投資環
境，怎能吸引外資再來港，令⾹港重回⾦融中⼼地
位？ 
習近平要⾹港拓展國際聯繫，實在太諷刺了。

近年來港府在中央的指導下有意與外界脫軌，把國
際公認的「中英聯合聲明」「世界⼈權公約」視如
廢紙，清除民主派，封殺獨⽴媒體，打壓公民社會
組識和民間團體，廣泛粗暴地⾏使令⼈不寒⽽慄的
國安法，隨便逮捕和加罪於民。從2019年起，已有
約10500⼈因政治訴求和抗議⽰威⽽被捕，其中四分
之三是青少年。⾄少有3000⼈因犯國安法被檢控，
有些已經定罪，但有更多是未審先囚的。國際社會
對此強烈譴責並對參與鎮壓者加以制裁，港府罔顧
所有指責和制裁，不作檢討反指外國為幕後⿊⼿⼲
涉中國內政。隨後⾹港爆發逃亡移民潮，世界各國
放出「救⽣艇計畫」，收容⼤批⾹港難民和移民。
在如此四⾯楚歌的⼤環境下，還厚顏無恥地要求加
強國際聯繫，有可能嗎？ 
習近平對港府的四點希望中，重中之重是提⾼

管治⼒，其意思是指⽬前的獨裁統治⼒度不夠，要
更強更狠。為此，習近平欽點警察出⾝的李家超為
特⾸，由他領導的最⾼決策層，⼤多是來⾃紀律部
隊，七⽉⼀⽇起由當警察的⼈掌管⾹港，民退警
進， 廢除奉⾏已久的民官體制，在⾹港為警察全⾯
統治開新篇。 

⾹港的現狀和去向 
有⾹港⼈說，我們今天不是要爭取基本法所允

許的集會結社⾃由，⽽是要爭取免於恐懼的⾃由。
⽬前⾹港整個社會正在被改造中，⾏政，⽴法，司
法，教育及各項施政都以國家安全為重點展開，港
⼈在此運動中，如有對當局稍為不滿或持不同意⾒
者，都可能被指犯上顛覆國家政權罪，因此必須謹
⾔慎⾏，⼩⼼提防被篤灰。 
六四屠殺後，中共展開國家安全和愛國教育運

動，今天⾹港也沿着這條路⾛，在鎮壓反送中運動
之後，全⾯推⾏愛國教育，還加上國安教育，國情
教育，從⼩學甚⾄幼童開始，灌輸愛國情懷和⾝份
認同。林鄭上台不久便雷厲推⾏，中共認為要全⾯
有效管治就得從意識形態⼊⼿，對青年⼈洗腦，在
中學先殺掉教導學⽣獨⽴思考的「通識科」，代之
以加⼊愛國元素的「公民與社會科」。⼤學也要落
實宣傳和教育國安法，如拒絕執⾏就由執法機關處

理，完全是⽂⾰那⼀套。有些學校設有舉報熱線，
⿎勵投訴。國安法教不好的⽼師隨時會被釘牌。有
良知有責任感的⽼師覺得政治壓⼒太⼤，紛紛辭
職。2021年流失⽼師為4000多，2022年⾼達7000。
以⼀所主流中學教員編制約50⼈計算，等於過去⼀
年約有140間中學全體教師離職。中⼩學⽣的流失也
極為嚴重，單去年就有25000名學⽣離開學校，今年
料會更多。中央對這些現象視⽽不⾒，還要求加強
愛國教育，並開設愛國教育中⼼。憲法、基本法、
國安法已成為⼤學必修科，測驗及格⽅可畢業。所
有這些國教措施都想令年青⼈更愛國更愛黨，為⾝
為中國⼈⽽⾃豪。但事態發展適得其反，據六⽉發

表的⾝份認同調查，18⾄29歲的年青⼈中，⾃認為
中國⼈者只得2%，⽽全港年青⼈中過半是想移民
的。 

公務員流失亦令⼈⾮常驚訝，不到兩年由18萬
減⾄16萬多，辭職者多屬中層精英。2020年7⽉國安
法實施之後⾄今，全港已有30多萬⼈移居他國，移
民潮和政府加強管治成正⽐例，以每⽉5萬⼈計⼀年
約60萬⼈離開，⾹港⼈⼜巳開始下降，⽬前只剩720
萬⼈。有學歷有經濟實⼒的⼀批先⾏，令⾹港⼈才
和錢財雙失，國際競爭⼒⼤減。 
⼀個⾮政治化的獨⽴公務員體制，對公共⾏

政、官員問責⾄關重要，也是社會穩定的基⽯。中
共不在乎⾹港公務員的流失，反⽽覺得這是⼀個插
⼿政府內部作中共利益重組的好機會，⼤量流失的
公務員可向⼤陸外聘，將會更有效落實中央施政。
李家超是典型的中共治港傀儡，他是「⾹港市
⾧」，中聯辦是⾹港黨委書記，外聘的公務員是⾏
政幹部，控制和帶領整個公務員隊伍。 
有位居港多年的「港漂」説，他早年因嚮往⾹

港的⾃由和法治，南下來港求學。他認為今天除了
港幣和⼈民幣不同外，⾹港已變成和⼤陸城市完全
⼀樣了。

習近平訪港期間，在新特⾸李家超講話時打瞌睡。



第三頁

習近平滿腹⼼事來⾹港參加「回歸」⼆⼗五週
年「慶典」，這是⼀場從上到下﹑由始⾄終都沒有
喜慶氣氛的「慶典」。參與這場⼤⿓鳳的權貴，⼀
個個臉⾊凝重﹑提⼼吊膽，⼤多數事不關⼰的⾹港
市民，罵娘的罵娘，恥笑的恥笑，全⾹港根本沒有
⼀丁點歡欣⿎舞的景象。這是什麼勞什⼦的「慶
典」，⼤概習近平也搞不清楚。 
事情如此不堪，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先是

習近平⾯臨絕境，連任機會渺茫，黨內⾾爭激烈，
社會危機四伏，外交⼀籌莫展，惡夢連連之下，沒
有⼀點好⼼情。 
國安法鎮壓⾹港⼈的抗爭，積累⾹港⼈的仇

恨，習近平既怕暗算，又怕抗爭，既怕病毒感染，
更怕場⾯難看。要來很難沖喜，不來又難交代，萬
⼀出什麼紕漏更沒臉⾒⼈，這⼀趟⾹港之⾏，苦澀
之處不⾜為外⼈道。 
⼈是來了，⼼不在焉，⾹港不敢住，⾹港⾞不

敢⽤，不敢⾒記者，不敢握⼿，不敢⾛⼊民居，不
敢與市民交談。街上五步⼀崗⼗步⼀哨，重重護衛
之下，⼀個很有「⾃信」卻沒有安全感的「⼤國領
袖」，作了⼀次拙劣表演。 
⾹港各級官員恭迎聖上，誠惶誠恐，步步為

營，只擔⼼出紕漏，根本沒⼼情去享受⼀個「好」
⽇⼦。林鄭秋扇⾒捐，往後安頓家⼩都是難題，⾹
港⼈與她勢不兩⽴，歷史清算只待來⽇，她之⼼情
惡劣⾃不待⾔。李家超⿈袍加⾝，⾐不稱⾝，⼀介
武夫不知如何應付來⽇的惡劣時局，內⼼之惶惑也
寫在臉上。⾄於梁振英﹑葉劉之流，早已被投閒置
散，只有怨婦之⼼，毫無投⼊之感，強顏歡笑，滿
肚⼦不合時宜。 
⼼事重重，氣氛緊張，喜從何來，慶歸何處？

再加上⽼天有⼼作梗，偏偏⾵暴來攪局，橫⾵橫
⾬，市⾯停擺，場⾯蕭條，⼈⼼懊喪，古往今來，
再沒有更落魄更無味的⼀場慶典了。習近平回程過
羅湖橋，難免⾧嘆⼀聲，⽽⾹港這⼀幫權貴們應酬
回家，也都如釋重負。 

作為真正主⼈的⾹港市民，看這⼀場與⼰無關
的「慶典」狼狽落幕，無休戚與共之⼼，有興災樂
禍之感。⼀場⼤⿓鳳除費去納稅⼈不少錢之外，對
⾹港所謂「⼀國兩制」，只有抹⿊，沒有補益。 

習近平剛下⾼鐵，對著⼀個空蕩蕩的⼤廳發表
講話，⾝邊只站著四個俯⾸哈腰的奴僕，場⾯之冷
清落寞，寡⼈之孤苦寒酸，丟盡中共顏⾯，居然還
敢對外發表照⽚，只能說勇氣可「嘉」。⾄於列隊
歡迎的學⽣和年輕⼈，台媒報導是從深圳運過來，
看他們⼜號整⿑，動作熟練，表情虛假，果然是訓
練有素的隊伍，怕港⼈怕成這樣，也是世上罕⾒。 
那邊廂苦⼜苦⾯演猴戲，這邊廂⼈間恨海填不

平，習近平⾟苦⾛這⼀趟，可悲复可憐。戲演完
了，回去還有千頭萬緒的難題在等著他，⽽⾹港的
處境正每況愈下不可收拾。 

最近著名調查機構⽪尤研究中⼼，針對19國
24525名成年⼈進⾏的調查顯⽰，平均68%的受訪者
對中國持負⾯看法。⽇本⼈對中國負⾯觀感⾼達
87%，澳⼤利亞、瑞典、美國、韓國的⽐率也超過
⼋成，加拿⼤的⽐率創⼆⼗年來新⾼，達74%。 
在中共國內，民眾對政府的不滿程度，隨著病

毒清零與經濟下⾏⽽急速上升。近期中共為⼆⼗⼤
假惺惺⿎勵民眾建⾔，不料適得其反，收穫民間普
遍的惡感，反對習近平連任，不滿極左政策，民怨
洶湧成潮。 
⾃吹⾃擂是沒⽤的，最要緊不是他⾃⼰說什

麼，⽽是別⼈對他說什麼。連台灣國民黨主席朱⽴
倫，都公開譴責中共的⼀國兩制謊⾔。朱⽴倫訪美
時強調國民黨親美不親共，中共在台灣唯⼀的盟友
國民黨，也在悄悄調整⾃⼰的⽴場。 
⾹港之⾏沒有給習近平加分，反給他添亂。⾵

⾬交加，失魂落魄，⼀場充滿末世⾵情的⼤⿓鳳演
完了，然後呢？ 

清朝末年宣統皇帝登基，三歲⼩兒溥儀在⿓椅
上嚎啕⼤哭，他⾝邊的⽗親安撫他說：快完了！快
完了！誰知⼀語成讖，清朝很快就「完了」。李家
超就職演說通篇廢話，聽得台下的習近平﹑林鄭⼀
⼲⾼官權貴各⾃打瞌睡，他們也會問：「怎麼還沒
完？」﹑「快完了吧？」 
專制王朝的覆滅都有不祥的先兆，在民智未開

的年代被視為天意，在科學昌明的今⽇則是內部朽
壞的苗頭。 「回歸⼆⼗五週年」本應「普天同慶」，
卻辦得「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
究其實，便在「完了」⼆字。

⾹港「回歸慶典」的末世⾵情 
!"顏純鈎



第四頁

上海廣播電視台記者宣克𩆜，最近寫了⼀⾸打
油詩《致知了》，抱怨𣗳上的蟬聲吵鬧，在微博上
發表，原詩如下: 

閉嘴！ 
說你呢 
⾼⾼在上 
⼀片聒噪聲 
平添幾分噪熱 

自以為聰明 
肥頭⼤耳 
⼟堆裏 
蟄伏 
5年以上 
才爬出隂間 
卻只會用屁股 
唱夏日裏的讚歌 
不知⼈間酷暑 

這⾸駡知了的詩，也可以說是駡⼈間的蟬，便
有當權者⾃⼰對號⼊座，認為是對領導，或者最髙
領導的諷刺和咒駡，就下令刪除。於是有網民說：
「知了皇帝多疑了，⾃⼰對號⼊座！」 
中國古時歴代都有「⽂字獄」，尤以清朝為

甚。清朝雍正時，⼀位書⽣徐駿寫了⼀⾸詩，其中
有兩句說：「清⾵不識字，無事亂翻書」，結果便
送了性命。 

今天畢竟進步了，這位記者不⾄於喪失性命，
也沒有被撤職，只是被刪了便算，這是歴史的進
步？ 
講起又講，兩年前，⼀位在化⼯硏究⼯作的網

友，在「知乎」網上發問，希望網友給予指教，如
何徹底清洗細頸瓶的污跡，結果閙出更⼤的⾵波，
因細頸瓶就是習近平的諧⾳。這同六四時，北京許
多⼤學⽣⼤砸⼩瓶的情景⼀樣，⼩瓶就是⼩平的諧
⾳。

擔⼼領導⾃⼰對號⼊座 
!"⽩雲⾶



當⼈們提到俄國⼊侵烏克蘭的時候，便會想到
中共將會侵略台灣，在我看來，如果中共進軍台
灣，其形勢與烏克蘭全不相同。俄國侵略烏克
蘭，歐盟和美⽇加澳等西⽅國家雖然全都⽀持烏
克蘭，但基本上都只是武器⽀持，沒有直接參
戰，如果中共進軍台灣，美、⽇便會直接參戰，
⾺上變成國際性戰爭，這是中共最顧忌的。所以
中共既要備戰，且⽤戰機⾶臨台灣空防區域逞
威，又不敢⾺上開打的原因。 

⽇本是美國在遠東的主要軍事基地 
⽬前，中共已有三艘航空母艦，台灣既沒有，

⽇本也沒有，但美國却有多艘航空母艦⾧駐在⽇
本橫須賀和沖繩。就海上軍事實⼒來說，中共還
遠不能與美國相⽐。美國海軍世界第⼀，它有核
動⼒航母⼗⼀艘，⼤型兩棲戰艦三⼗六艘，核動
⼒潛艇七⼗七艘，⼤型海上戰艦九⼗三艘，總共
可以作戰的戰艦有三百多艘，戰機四千多架。⽬
前美國在⽇本橫須賀海軍基地駐有「⾥根號」航
母，該航母可載各種戰機85架。美國的核動⼒航母
「林肯號」也暫時停泊在橫須賀。不過⼀艘航母
所需的⼈員多達6000多⼈, 還要配備龎⼤的戰⾾
群，所以美國在橫須賀，⽬前暫以⼀艘航母⾧駐
為主。美國在⽇本冲繩島的駐軍規模更⼤，有多
個空軍基地，並正式駐有海軍陸戰隊。據統計，
⽬前美國駐⽇的美軍司令部設在東京都橫⽥空軍
基地，駐⽇陸軍共2541⼈，駐⽇海軍司令部和笫七
艦隊共3740⼈，空軍第五航隊共12398⼈。所以⽇
本等於是美軍在遠東的重要軍事基地。 

⽽⽇本本⾝，⾒到中共海軍實⼒⼤增，也準備
迎頭趕上，⾸先將兩艘直升機護衛艦「加賀號」
和「出雲號」改裝，使它們都能改戴戰機，成為
改良的航母。 
台灣⽅⾯，海軍主要靠美國保衛，但也盡⼒發

展⾃⾝的防衞能⼒，除了不斷向美國購買先進武
器之外，⾃⼰也發展製造戰船、射擊武器和防禦
武器。台灣已能⾃製運輸艦「⽟⼭艦」，已在海
上測試，最快9⽉交艦，又能⾃製地對地和反艦導
彈，⾃製⼋輪裝甲⾞。台灣⽴法院院⾧游錫堃最
近更說，台灣已成功製成雲峰⾶彈，可以打到北
京。 

中共從來沒有管治過台灣 
中共始終將台灣視為是中國的領⼟，但事實

上，中共從來沒有管治過台灣。台灣過去是國民
政府的⼀省，⾃從中共在中國⼤陸戰勝國民黨之
後，國民黨便將國民政府遷到台灣，台灣便成了
與中共對⽴的政權。1996年台灣開始總統選舉，國
民黨的李登輝當選為⾸任總統；2000年又選總統，
國民黨敗選，民進黨的陳⽔扁當選總統，2004總統
選舉，陳⽔扁再度當選；2008年總統選舉，⾺英九
當選，國民黨恢復執政，⾺英九連任兩屆總統；
2016年台灣總統選舉民進黨得勝，蔡英⽂出任總
統，取代國民黨執政，2020年蔡英⽂連選連任，更
與中共劃清界線，成為與中共完全對⽴的政權。 

雖然中共在聯合國排斥台灣，但世界上許多民
主國家都承認台灣是⼀個獨⽴國家，派遣外交⼈
員赴台，甚⾄與台灣互設代表處，互相訪問，互
相加強經貿關係，盡⼒保衛台灣，中共根本無法
⼲涉，只能在⼜頭上說台灣是中國的領⼟，最近
更說台灣海峽是中國的內海，世界上沒有⼀個國
家會附和中共的爛調。 

當然，以⽬前的國⼒⽽論，台灣當然抵不過中
共，但中共是⼀個獨裁專權的國家，除俄國之
外，普遍受到世界各民主國家的抵制，反之，台
灣因為是⼀個民主國家，普遍受到各民主國家的
資助。所以，中共隨時想吃掉台灣，始終不敢動
⼿，怕的就是⼀旦侵台，美⽇便會⾸先出⼿幫助
台灣，世界上所有民主國家也都會站在台灣⼀
邊，這就使得中共想吃掉台灣又吃不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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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想打台灣⼜不敢打 
!"%&

台灣⾃製的⽟⼭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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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仙 
⼀向以來，得聞的關於⾹港⼈⾝份認同的調

查，最令⼈⼤吃⼀驚的⼀次，是2022年6⽉發布的
⼀次，其中⼀項謂：18⾄29歲的⼀組，認同⾃⼰是
中國⼈者，為2%。報上看到標題，不信，以為錯
了，再看內⽂，竟是真的，感觀只有更強的「不可
思議」。 

粗分⾹港⼈的政治⽴場，是藍與⿈，就當⽐例
為50/50吧，同年組別的⽐例，也當如是50/50 ，怎
可能只有2% 的年輕⼈認同⾃⼰是中國⼈？ 
斷估，新⼀任政府的要務之⼀，是爭取年輕⼈

認同祖國。你想到，⼈家還會不知。果不其然，新
⼀任政府宣誓第⼀天，就有⾏動了。 

組織多家傳統教會名校的學⽣到⾞站接主席的
⾞，⾞⼦慢慢進場，學⽣⼿揮國旗區旗，⼜中以國
語叫「歡迎歡迎，熱烈歡迎」，叫到喉都破了，主
席駕到，參與其中，有多光榮啊。 
好有⼀問：為甚麼不是傳統左派名校榮獲此重

任？他們是⾃⼰⼈。看來現在要爭取的是未歸順的
前朝遺民。同時，也是⼀著下⾺威，你們有⾼貴的
英傳統嗎，現在，你們要向我歡呼。 哈哈哈。 
又⼀消息：哪怕移民多達30萬，流失的教師和

學⽣情況嚴重，2022年度升中⼀的英⽂中學學位，
競爭甚烈，達五⼈爭⼀位之況。還爭讀英中？不可
思議。 

2. 背書（或者）不犯法 
多才多藝樣樣精的科幻作家倪匡，他到⼈間⾛

⼀回的時間配額⽤畢，於2022年7⽉返回他的來
處。這話怎說？倪匡主張的⼈⽣法則之⼀，是配額
論。他主張，⼈⽣⼀切有配額，到⼈間遊了⼀回，
配額到了，就回去。再有⼀例：他能飲，可突然有
天完全不想飲了，理由？他的「酒配額」⽤完了，
之後，開始⽤他的信仰配額，便成為基督徒。神給
他的⼈間配額到了，他就回到天家。 
你家可有倪匡作品？沒有，趕快買⼀些，以後

是否還可得到，難說。 
6⽉初，⾹港很多學校來⼀次圖
書館清洗運動，哪類書被下架，
可料。倪匡過世後，本來留著的
他的作品，也要下架了，因他的
離世，其反共平⽣及事蹟，傳遍
全港，《追⿓》⼀書預⾔⾹港沉
落，不幸⾔中，這，以前很多⼈
是不知的或知也不當真的，現
在，可不⾏了，還讓年輕⼈讀他
的作品？說不準連成⼈圖書館、
連書店都找不到他的作品了。 
法國名導杜魯福的《烈⽕》
（Fahrenheit  451），講極權統
治者不讓⼈民閱讀⽂字，以烈⽕
焚書，⼤家就背書。不知背書會
否犯國安法。 

3.  這就是歷史 
⾹港前特⾸林鄭⽉娥在「告別」講話中有說，

修例⾵波讓她有深刻沉痛的體會，有這樣的話：
「任何偏離兩制初⼼的⾏為，必會帶來災難性的後
果。」 

原來修例（送犯北上）是偏離兩制的，她⼀早
已知，要問：那為甚麼明知故犯？「聽話」已被中
⽅否認，直⾔那是林鄭⾃⼰的主張，那麼，⾃作主

誰還需要監獄
⼋周記 
作者：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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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的何在？在求表現以達連任。 
因為沒有「送犯北上」的機制，才有肖建華

被綁事件。肖案在林鄭去李特進之當兒，在中國
開審。因為林鄭未能成功，在世界注視下，不理
法制，有必要時中國在⾹港綁犯北上仍是唯⼀辦
法。然⽽林鄭應該笑不出。 

4.  最優越的制度 
2019年⾹港區議會議員選舉，民主派⼤勝；

2022年⾹港⽴法會選舉，當選者中沒有⼀個屬民
主派；2022選特⾸，只有⼀個候選⼈……領導
說：制度太好了，要貫徹下去。 

然後，當選的區議員⼤部份不是被取消資
格，便是取消資格 + 被控 +⼊獄；2022年的⽴會
選舉，沒有⼀個民主派當選，因為沒有⼀個民主
派參選，有資格的其他參選者，皆由官⽅指定，
因⽽必勝；⼀個候選⼈選⼀個特⾸，省事，這就
是選舉中國式的優越處。 

5. 由雞蛋仔開始 
70年代末、 80年代初，中國要發展經濟，讓

資本家到中國經營各⾏各業。⼀個⾹港「廠佬」
上廣州看看可有著數，因⾹港的租⾦和⼯資⽇
⾼，製造成本⾼，與世界競爭很吃⼒，到中國發
展是出路。 

廣州⽅⾯，要配合，最初由如住、⾷、⾏、
參觀考察、提供資料，到成事後的⼈⼿、原料、
⽣產、出⼜、關稅、管理等等，低端製造業⾸先
建⽴起來，⼀部份⼈因⽽取得中國原本不存在的
收益，因蛋糕做⼤了……全過程需要資⾦，⾸筆
資⾦來⾃⾹港的⼩投資者，他們出了第⼀隻糕的
蛋。 
關於發展經濟，主席有名訓：要把蛋糕做

⼤。⼤⼤⼤，⼤到世界第⼆時，最⼤的那些，要
回吐！共產主義⽬的不是讓民分利嗎，可主席
說：福利養懶⼈。 

6. 歷史為我所⽤ 
2022年6⽉，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深化中

華⽂明探源⼯程」的集體學習⼤會上的訓話中，
有這些： 
……做好中國「古代⽂明理論」和中華⽂明

探源⼯程研究成果的宣傳、推廣、轉化⼯作，要
把中華⽂明起源研究同中華⽂明特質和形態等重
⼤問題研究緊密結合起來，深⼊研究闡釋中華⽂
明起源所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路向和中華

民族多元⼀體演進格局，要建⽴中國特⾊、中國
⾵格、中國氣派的⽂明研究科學體系、學衚體
系、話語體系，為⼈類⽂明新形態實踐提供有⼒
理論⽀撐。 
讀懂了沒？沒？不要緊，知道研究歷史的⽬

的就⾏，⽬的在：歷史為我所⽤，從歷史中找到
過去已預⽰今天的我黨我國。 

7. 誰還需要監獄 
有⼀種紅，叫做中國紅，即是甚麼呢，說不

準，反正中國⼈喜歡紅⾊。喜事是紅事，出名、
發財、當⼤官的，是紅⼈，其⼈事業正處⾼峰，
是當紅。紅⾊就是中國紅，錯不了。然⽽有⼀種
紅，中國⼈不但不要，還⾒之失魂、避之則吉，
那就是電話上的健康碼轉紅。 
電話是中國⼈的⽣活必須品，正常功能且不

提，就是當作錢包⽤這個功能，⼀旦變紅了，錢
包的功即停⽌運作，持有者便哪都去不了，啥都
買不到，沒有⽀援的話，唯有等死。 
有了這個中國紅，誰還需要監獄。 
最新的發明是電腦檢測⼈對黨國的忠誠度。 

 8. 北望 
中國於2018年發表《中國的北極政策⽩⽪

書》，北極又關中國事？當然。既然全個南太平
洋「⾃古以來」都是中國的，則北極也有中國
份，再對沒有。 
已經有了南太平洋的教訓，這回不能裝睡

了。 
又及：6⽉份《明報》有社論提到此事。

中國紅成為中國⼈的惡夢。



維權律師謝陽被捕 
謝陽律師在美國妻⼦陳桂秋證實，謝陽律師已

於2022年1⽉11⽇被國保帶⾛，下落不明。謝陽近
來為湖南湘西永順縣「被精神病」的教師李⽥⽥案
奔⾛有關。 

⾹港獄中五⼈獲諾和平獎提名 
⾹港獄中五位泛民主派⼈⼠黎智英、鄒幸彤、

李卓⼈、⿈之鋒、何桂藍獲15名多國學者聯名提名
諾⾙爾和平獎，提名牽頭者是美國漢學家林培瑞。 

⼈⺠⼒量譚得志判囚40⽉ 
⼈民⼒量前副主席譚得志, 被指在2020年多次

擺街站，發表「光復⾹港、時代⾰命」及咒駡警
員，已於今年4⽉20⽇被判囚40個⽉，罰⾦5000
元。 

吳⽂遠刑滿出獄 
⾹港社民連前主席吳⽂遠於今年4⽉30⽇刑滿

出獄。他說，⾹港⼀年変化很⼤，出獄後即使呼吸
到⾃由空氣，仍有很⼤窒息感。 

陳⽇君、吳靄儀、何韻詩等被捕 
⾹港新特⾸李家超剛當選，便於5⽉11⽇逮捕

⾹港榮休主教陳⽇君、前⽴法議員吳靄儀、著名藝
⼈何韻詩，因他她們是「612⼈道⽀援基⾦」信託
⼈，被指涉及勾結外國勢⼒。該基⾦已於去年10⽉
31⽇解散。另⼀位信託⼈許寶強為前嶺南⼤學學
者，他原計劃赴外地擔任⼤學訪問學者，於5⽉10
在機場出境時被捕。另⼀位信託⼈何秀蘭已在獄中

服刑。除何秀蘭外，其餘諸⼈均獲准保釋。 

戴耀廷因雷動計動被判罪10⽉ 
⾹港⼤學法律學院前副教授戴耀廷，因2016年

⽴法會選舉的雷動計劃，被判監禁10個⽉。 

⾹港記者胡家輝被判⼊獄⼀⽉ 
⾹港綱絡媒體「⾼登討論區」記者胡家輝，因

去年4⽉15⽇學⽣團體「賢學思政」在街頭鬧事，
被判坐牢⼀個⽉。 

江蘇徐秦竟被中⽌審理 
江蘇揚州⼈權⼈⼠徐秦，⼥，「中國⼈權觀

察」前秘書⾧，2018年2⽉9⽇被捕，8⽉31⽇獲
釋，2021年11⽉5⽇再被逮捕，迄今六次延期審理
之後，竟中⽌審理。 

「⾚壁君⼦」陳劍雄被捕 
湖北⾚壁的「⾚壁君⼦」陳劍雄，2013年5⽉

與四名公民在湖北⾚壁發起「光明中國⾏」運動，
在當地⼈民廣場宣揚民主，2019年被判刑3年6個
⽉，去年獲釋後被嚴密監控，今年六四前又被逮
捕。 

王愛忠被捕已⼀年 
廣州網絡異議⼈⼠王愛忠，2021年5⽉28⽇在

家被捕，其妻賀楠⼥⼠今年5⽉28⽇在綱上發帖⼦
表⽰懷念，並透露，原擬今年4⽉12⽇開庭，卻被
無故取消。 

唐吉⽥失聯後頭部受創 
⼈權律師唐吉⽥，去年12⽉9⽈失聯，

當時因他次⽇預備出席歐盟駐京代表
團舉辦的「國際⼈權⽇活動」，被秘
密扣押，⽽唐吉⽥⼥兒⽣命垂危，仍
躺在⽇本重症監護室苦等⽗親來⾒⼀
⾯。最近獲悉，今年6⽉3⽇，唐吉⽥
昏倒在被扣押地的廁所，後腦勺着
地，昏迷了⼀段時間才醒，⼜腔和⿐
腔流⾎。 

藏⼈宗嘎因藏逹賴法相被捕 
西藏⾃治區那曲市安多縣藏⼈宗嘎，
因私藏達賴啦嘛尊者法相，今年六⽉
份被捕，其妹⽟珍也被帶⾛。宗嘎為
已婚婦⼥，⽟珍為未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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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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