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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共釘在 
「反人類罪」的 
恥辱柱上 

!"#$

在中共的淫威⾯前的突破性的指控 
聯合國⼈權事務⾼級專員⽶歇爾·巴切萊

特在⼋⽉三⼗⼀⽇最後任期的⼗幾分鐘前，發

表了被指責延遲已久的《評估新疆狀況的報
告》。這份報告寫道：「在中國於新疆實施反
恐和反極端主義戰略的背景下，發⽣了嚴重的
侵犯⼈權事件。」其中有⼀段話特別值得關

聯合國發表新疆狀況報告，指中共在當地犯下嚴重的侵犯⼈權事件。圖為新疆再教育營中關押的維吾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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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據法律和政策，在限制和剝奪個⼈和集體
享有的基本權利的背景下，任意和歧視性地拘留維
吾爾⼈和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的程度可能構成國際
犯罪，特別是反⼈類罪。」 

巴切萊特被稱為「⾧期的⼈權倡導者和突破性
的領導者」，曾兩度出任智利總統，不過也是中共
的好朋友，偏偏碰上新疆⼈權這個敏感問題。她在
⼆〇⼆⼆年五⽉訪問中國，這是⼗七年以來聯合國
⼈權專員⾸次訪華，卻沒有譴責中國政府惡劣⾄極
的⼈權紀錄，特別是對新疆維吾爾族及其他突厥裔
穆斯林的迫害。結果廣泛受到各國政府與⼈權團體
的批評，巴切萊特被諷為「遭習近平掌控的中共⽊
偶」。 

在巨⼤壓⼒下，巴切萊特宣佈不再連任。⽇⼦
⼀天⼀天過去，北京竊喜，以為⾃⼰的戰狼流氓外
交又奏效了。又有消息傳出，⼈權組織擔⼼，巴切
萊特在離任前不會公佈新疆⼈權報告。時間⼀分⼀
秒過去，想不到在最後關頭，就出現了上述戲劇性
的⼀幕。 
說來也夠可悲，調查「反⼈類罪」是⼀項沉重

⽽又嚴肅的話題，曾為兒科醫⽣的巴切萊特，只能
把握任期最後⼗幾分鐘，做了如此突破性的舉措。
可⾒在中共的淫威⾯前，資深政客也成了⼩學雞。
不過遲到好過冇到，全球都在關注中共如何回應。
果不其然，外交部發⾔⼈汪⽂斌怒斥是⼀派胡⾔，
稱這份評估報告是「美國及⼀些西⽅勢⼒⼀⼿策
劃、製造的，完全⾮法、無效」。但可笑的是，這
番話卻被⾃家的防⽕牆封殺，中共當局同時對內封
鎖有關消息，嚴禁中國民眾議論。 

中⽅：「危害⼈类罪」時機尚不成熟 
其實，⽤「逆向思維」來看汪戰狼的詭辯，可

以看出聯合國⼈權機構正式將新疆⼈權狀況列為
「可能構成國際犯罪，特別是反⼈類罪」，意義重
⼤。反⼈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是⼆
〇〇⼆年七⽉⼀⽇⽣效的《國際刑事法院羅⾺規
約》，規約中的定義為「是指那些針對⼈性尊嚴極
其嚴重的侵犯與凌辱的眾多⾏為構成的事實。」 

《羅⾺規約》強調，這些⼀般不是孤⽴或偶發
的事件，或是出於政府的政策，或是實施了⼀系列
被政府允許的暴⾏。如針對民眾實施的謀殺，種族
滅絕，酷刑，強姦，政治性的、種族性的或宗教性
的迫害，以及其他⾮⼈道的⾏為——其量刑等同戰
爭罪。 

中共當年並沒有在《國際刑事法院羅⾺規約》
簽字，⼆〇⼆〇年⼗⽉⼗五⽇，中國常駐聯合國副

代表耿爽在第七⼗五屆聯⼤法律委員會討論「反⼈
類罪」議題時，道出中⽅⽴場：時機尚不成熟。這
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嘴臉，如果看看兩例「危
害⼈類罪」的經典案例，就不難明⽩中共的陰暗⼼
理了。 

國際刑事法院2009年3⽉4⽇宣佈，正式對蘇丹
總統奧⾺爾・哈桑・艾哈邁德・巴希爾發出逮捕
令，罪名是涉嫌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犯有戰爭罪和
反⼈類罪。這是國際刑事法院⾸次對主權國家現任
領導⼈發出總統逮捕令。 
逮捕令⼀經發出，終⾝有效，永不撤銷。 
值得⼀提的是，《評估新疆狀況的報告》⽤了

「可能構成」⼀詞，雖然不是法律⽂件，但⼈權組
織表⽰，可以針對報告內容，收集犯罪證據，將具
體涉嫌⼈告到國際刑事法院，（缺席）也可作出判
決，就算不能執⾏，但當罪犯失勢，或逃亡海外
時，就可以將其繩之於法。 

將「⾹港新疆化」惡棍告上國際法院 
要知道，活躍在海外的新疆⼈權組織，多年來

⼀直在中共⾧臂威脅下進⾏不屈不撓的⾾爭，他們
在極艱難的情況下，收集了新疆棉、新疆建設兵團
各種產品、受害者資料、集中營內部情況，對新疆
發⽣的嚴重侵犯⼈權⾏為的可信描述，終於得到聯
合國的認證。 

他們的抗爭經驗，有什麼值得感同⾝受的⾹港
⼈借鑑的呢？ 
猶記《⾹港⼈權與民主法》剛通過成為美國聯

邦法律之時，海內外⾹港⼿⾜歡欣⿎舞，該法案要
求美國政府制裁「負責侵犯⾹港⼈權的中國及⾹港
官員」，並要求美國國務院和其他美國政府機構每
年進⾏⼀次審查，以確定⾹港政治地位的變化，是
否有理由改變美國和⾹港之間獨特的貿易關係等
等。但是如今港共法庭⽤荒謬的國安法，來審判反
送中民主派⼈⼠，他們受到難以想像的迫害，然⽽
國際上為港⼈發聲反⽽越來越⼩，怎麼辦？？？ 

在這裏，謹向何良懋⽼總、袁⼸夷⽼先⽣致
敬，他們籌建「⾹港議會」，刺向中共和港共政權
的要害，所以才會被⾹港保安局跨國通緝。在現階
段，要廣泛收集中共及代理⼈的罪證，不斷將「⾹
港新疆化」的情況昭告天下。並以此為競選政綱，
明年底舉⾏⼀場全球港⼈均可參與的真普選，選出
⼀群在國際上代表⾹港⼈發聲的⾹港議會成員。將
中共、港共有關官員，告到國際刑事法院上去，將
他們釘在「反⼈類罪」的恥辱柱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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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有中共研究專家說過，⼤部分港⼈對中共
的認知不⾜，輕易受騙上當。名作家李怡早在九⼗
年代已指出，中共從延安時期起便是⼀個地痞流氓
的⿊社會組織。今天⽂明國家推崇的是⼈權、法
治、民主⾃由。⽽中共施⾏的是極權、欺騙、仇恨
和暴⼒，這是中共與⽣俱來的DNA。外⼈要清晰
看透中共的本質極之困難，只有親⾝嘗過中共治下
的苦頭或⾧期在左派機構⼯作過、受騙過才能體會
到，像李怡、程翔、羅孚等，他們能對中共睇通睇
透，可預⾒下步棋的⾛法，不會輕易上當。但⼤部
分港⼈，包括⽼中青三代都被中共的宣傳蒙蔽、欺
騙⽽天真地相信中共會真的在⾹港⾏資本主義制
度，會有公平公正的法治，會容許集會、結社、遊
⾏⽰威等⾃由。 

⽀聯會的中流砥柱鄒幸彤 
習近平在七⼀講話中仍滿⼜謊⾔說要繼續⾏⼀

國兩制，實質上⾹港施⾏國安法後已變成⼀國⼀制
了，中共在國內容不下任何反對聲⾳，在⾹港怎能
忍受⽀聯會的五⼤綱領？「⼀傳媒」和「⽀聯會」
是中共掌控⾹港必須拔掉的眼中釘。司徒華在⽣時
曾說過「沒有⽀聯會，就沒有⼀國兩制」，果然有
先⾒之明。 

感謝鄒幸彤的堅持和勇氣，在悲觀恐懼的⼤環
境下，她仍然極⼒爭取上訴覆核獲勝，令偵訊的內
容報道解禁，讓傳媒可以將被告的⾃辯發⾔公諸於
世。在九⽉⼆⽇的初級偵訊中，得到當年學聯常委
梁麗幗⼤律師的協助，在庭上播放六四集會⽚段和
天安⾨鎮壓學⽣現況，鄒幸彤強忍眼淚，譴責六四
屠城的不仁，細説五⼤綱領的意義，最後補充說
「結束⼀黨專政」只是爭取政黨輪替，還權於民的
「卑微」要求。雖然只是⼜號，不涉任何武⼒，但
能發揮語⾔⼒量，將道理講清楚，消除黨對⼈民的
蒙蔽和掌控。 

不愧為劍橋出⾝的⼤律師，句句擲地有聲。庭
內響起⼀⽚熱烈掌聲，法官認為⿎掌有罪，要求庭
警記録拍掌者，竟然有⼗多⼈⾃動站起讓庭警帶
⾛，埸⾯令⼈動容。   

初選案被告誤信兩制下的⾃由   
47名民主派⼈⼠，因參與民主派為爭取⽴法會

內多數，預先舉辦的民間初選作為探測民意的嘗
試，這在資本主義的西⽅國家是絕對允許的，我們
的民主派誤信⼀國亦可⾏。怎知全部參與者都被指
控犯下「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對此案新上任的
律政司擬不設陪審團，由國安法指定的三名法官組
成的審判庭處理。 

國安法曾答允在法律⽣效前，所有與政府對抗
的⾏為和⾔論概不追究，故此，許多公民組識，各
⾏各業⼯會，不同政⾒的壓⼒團體，在國安法實施
前紛紛宣佈解散，但⾔⽽無信的中共當局竟指控多
名議員因曾去信美國議會，促請美國政府通過「⾹
港⼈權與民主法案」為勾結外國勢⼒，指控擺街站
的抗議者，本⼟派及抗爭派分⼦，曾批評中央和⾹
港政府的異⾒⼈⼠及在公開場合喊「光時」⼜號
者，統統犯了國安法定下的各項罪⾏。戴耀廷以學
者⾝份發表的《真攬炒⼗步》構想，更被視為「意
圖實踐顛覆國家政權」⼤罪。這些純屬書⽣論政，
不帶暴⼒，無損害他⼈的⾏為，在西⽅國家是司空
⾒慣不甚被重視的。若真容許⾹港⾏資本主義制
度，以上各項指控罪都不會成⽴。 
我們的民主派、⼤多是社會精英，如今未審先

囚，被關進⼤牢⼀年多，回想起來，正是⽣平⾃省
無他短，短在誤信被騙今始知。     

國安法下為何這麼多被告認罪 
經過⼀年多未審先囚的獄中反思，相信⼤部分

的被囚者都已明⽩，今天⾹港法院已和中國⼤陸⼀
様，尤其是國安法庭的定罪率是100%，被告既無
假釋可能，亦不設陪審團，將無罪假定變為有罪推
論，以致上訴得直機會是零，⽽且都是未審已被定
罪的。與其花⼤筆律師費打⼀埸絕無可能贏的官
司，不如認罪可望減低刑期（⾹港法制容許被告因
認罪可獲減刑三分之⼀）。對這些被告無奈⽽痛苦
的認罪選擇，我們感同⾝受，寄予無限同情和諒
解。對那些像黎智英、鄒幸彤等堅決不認罪的勇
者，我們更應致以最崇⾼的敬意和⽀持。 

誤信⼀國兩制，港⼈受騙上當 
!" 愚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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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卓夫（右圖）去世了，九⼗⼆歲⾼齡，可
謂⾧壽，據說晚年⽣活困窘，這是他的選擇，也是
他的歸宿。他是改變當代世界歷史的政治家，環顧
西⽅各國，沒有⼀個當代政治家在改變歷史這個⾼
度上，可以與⼽巴卓夫相提並論。 
列根被譽為美國當代的偉⼤總統，戴卓爾夫⼈

也有其歷史地位，但他們都只是「影響」了時代進
程，他們沒有改變世界歷史。⾄於布什﹑克林頓﹑
奧巴⾺﹑江澤民﹑胡錦濤等，更等⽽下之，⾄於習
近平，更等⽽下之⽽下之。 
鄧⼩平也沒有改變世界歷史，他只是改變中共

的命運，蔣經國改變了台灣歷史，但論到對世界歷
史的貢獻，也只是局部。 
⼽巴卓夫的偉⼤，是他解體了蘇共，也解體了

社會主義陣營，這是任何⼀個西⽅政治領袖做不
到，也根本不敢想像的事。社會主義已成強弩之
末，解體固然是歷史的必然，但如果當初蘇共領袖
不是⼽巴卓夫，⽽是另外⼀個⼈，那世界就不是現
在這個樣⼦。 
俄國 有 ⼀句諺語， 「 ⼈ 不 能 分 兩 次跨過壕

溝」，蘇聯的改⾰遲於中共改⾰，但蘇聯改⾰從⼀
開始就是政治與經濟同步，蘇共以「震盪療法」⼤
⼑闊斧對舊體制實施⼤⼿術。早在1987年，⼽巴卓
夫就實施法律改⾰，1988年他提出「⼈道的民主的
社會主義」概念，放棄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控
制，後來東歐巨變，蘇聯也沒有出兵⼲預。直⾄
1990年，⼽巴卓夫宣布廢除蘇共的領導地位，結束
蘇共的政治龔斷，實⾏多黨制。 
⾃1987年⼽巴卓夫上台，到1990年蘇共解散，

只⽤了三年時間，蘇聯即使病⼊膏肓，這個進程也
快得驚⼈，沒有⼽巴卓夫，沒有⼈做得到。 
⼽巴卓夫的改⾰遭到來⾃黨內保守勢⼒，與⽐

他更激進的葉利欽的兩⾯夾擊，1991年，「獨聯
體」國家成⽴，⼽巴卓夫被邊緣化，他終於辭職下
台。但他短時間內⼤膽實施的政治改⾰，卻最終帶
來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的政治後果，此後世界上再沒
有東西兩⼤陣營的對壘，北約東擴，東歐社會主義
國家實現民主的和平過渡，世界民主潮流⼤⼤邁進
⼀步。 

⼽巴卓夫的偉⼤，⾸先表現在他洞察時代潮流
的⾛向。共產主義的虛妄，無產階級專政的⾮⼈
性，正是戕害民族⽣機的根源。正因為來⾃舊的營
壘，他充份明⽩制度的弊端與危害，因此⾃改⾰第
⼀⽇起，他的初衷便是徹底放棄共產主義理想。 
⼽巴卓夫的偉⼤，還表現在他完全站在⼈民利

益的⽴場，⽽不是以⼀黨之私的利益，凌駕⼈民的
終極福祉。他所作的政治改⾰，每⼀步都置蘇共於
死地，每⼀步都為蘇聯⼈民的幸福奠基，以蘇共之
死亡，換取蘇聯⼈民的活路。這⼀點在當代世界歷
史上，只有國民黨的蔣經國做到了。 
⼽巴卓夫的偉⼤，還表現在他置個⼈榮辱與利

害於不顧，居廟堂之⾼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
其世（不是憂其君)，他沒有將個⼈的權慾置於⼈
民的前途之上。當改⾰形勢危顛時，他不戀棧總統
之位，辭職下台，避免了內戰危機。他離開政壇
後，還為民主進步﹑公平⾃由的世界奔⾛疾呼，堅
持⾃⼰的獨⽴⼈格。 
因為⼽巴卓夫，共產陣營分崩⽡解，此後只剩

下中共獨撐⾺列最後的陣地。⽽前蘇聯分裂後，冒
出來的普京，⼀樣為害世界，這證明⼽巴卓夫的改
⾰並沒有成功，時也勢也，他改變了世界，但他始
終沒能徹底改變俄國。 

共產主義妖⾔惑眾，社會主義⽂化對⼈民的毒
害，深度腐蝕了俄羅斯民族。歷史機遇來到⾯前

⼽巴卓夫：改变世界历史的政治伟⼈ 
!"顏純鈎

下轉第五⾴



⾃從美國眾議院議⾧佩洛西今年8⽉2⽇訪問台
灣之後，中共⾮常氣憤，便對台灣進⾏環島包圍
軍演四⽇，威脅台灣，鬧得全世界都很緊張。事
實上佩洛西訪台並無特別議程，只因她是美國眾
議院議⾧，地位之⾼僅次於總統和副總統⽽已。 

中共⼜⼜聲聲說，台灣是中國的領⼟，但事實
上它從來沒有管治過台灣。台灣原是國民黨政府
的⼀個省，中共在中國⼤陸奪取政權之後，國民
黨政府便遷移到台灣，台灣便成為與中共對⽴的
政權。起初國民政府在台灣仍是獨裁的，後來因
台灣民進黨興起，台灣便民主化了，1996年開始總
統民選，直⾄現在。所以台灣是⼀個民主國家，
受到世界各民主國家的重視。 
佩洛西訪台之後，同是⼋⽉份，美國眾議院外

務委員會亞太⼩組主席⾺基，也於8⽉14⽇率團訪
台。美國印第安納州州⾧埃瑞克，霍爾科姆（又
名侯東安）8⽉22⽇也率團訪問台灣。美國共和黨
籍參議員布萊克本也於8⽉26⽇訪台。8⽉30⽇，美
國國際宗教⾃由委員會主席努⾥特，克爾和美國
亞利桑納州州⾧道格・杜希亦訪問台灣。剛是⼋
⽉份，美國政府便有六批⼈訪台，可⾒美台之間
的密切關係。 

中共對美國官⽅的訪台⾮常緊張，特別是對佩
洛西的訪問，竟在台灣全島東西南北四⾯包圍進
⾏四⽇軍演。但這次軍演，却給美國軍⽅提供了

將來中共侵台的軍事佈局。據路透社報導，當解
放軍進⾏軍演期間，美國⾥根號航母和四艘美艦
正在台灣以東海域進⾏監視，它們具有全⽅位的
監測能⼒，如由潛艇收集對⽅軍艦潛在的信號，
便是在作戰時的重要數據情報。美軍⽅官員說，
他們需要時間將收集到的訊息進⾏整理和分析，
觀察演習中陸海空三軍具體協同作戰的能⼒。 

美國會對台提新法案 
⽬前美國國會正在審理⼀個涉台法案，稱為

《2022年台灣政策法》，據透露，該法案將台灣稱
為「主要⾮北約盟友」( Major non-NATO Ally) ，
並將⽬前台灣駐美的「台北經濟⽂化代表處」改
名為「台灣代表處」，法案並指⽰國務卿撤除限
制台灣官員展⽰其主權象徵的事物，包括中華民
國國旗的⾏政指引。 
此外更有⼀些實質意義的條⽂，即：對台提供

45億美元的安全援助、加强美台軍事訓練合作、建
⽴美台⾼級別的軍事規劃機制等。美國外委會主
席梅南德斯和共和黨参議員格雷厄姆在他們共同
提出這個議案時說，「《2022年台灣政策法》是美
國1979年《台灣關係法》之後，美國對台政策的最
全⾯的重構。」所謂重構，等於說是對1979年《台
灣關係法》的重訂，我們且等九⽉份該份重訂的
新法公布後看它在哪些⽅⾯有新的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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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議⻑和議員頻訪台灣 
!"%&

時，俄國⼈並沒有做明智的選擇，相反的，倒是
接近西歐的東德﹑捷克﹑匈⽛利﹑波蘭等⼩國
家，順利地過渡到民主體制，為本國⼈民開萬世
太平。 
普京上台後，將改⾰成果⽤來收買選票，俄

國⼈社會福利好，以現實安樂交換⾃⼰的民主權
利與⾝⼼⾃由，這是俄國⼈的宿命。他們還要等
普京之後的下⼀波民主潮流，⽽⼽巴卓夫已經等
不及了。 
蘇聯如此，中國也如此，專政洗腦腐蝕了⼈

民的思想，現世安樂阻絕了⼈民的政治覺醒，中
國⼈民命運之改變，也要等下⼀波的民主浪潮。
因為錯失了命運轉折的契機，中國⼈將為未來的

新⽣付出更⼤代價。 
以⼽巴卓夫的偉⼤反觀中國，唯有蔣經國可

與之⽐美。⼽巴卓夫改⾰失敗了，蔣經國改⾰成
功了，因為台灣不僅有蔣經國，還有李登輝，⽽
⼽巴卓夫之後的葉利欽，卻不是他的繼承⼈。歷
史有其必然性與偶然性，時也命也，乎復何⾔？
但以對世界歷史的貢獻來看，蔣經國的經世功
業，尚不如⼽巴卓夫的影響之巨。 

⾄於鄧⼩平，今⽇已經很清楚了，鄧沒有改
變世界，甚⾄也沒有改⾰中國，他改變的只是中
共的處境。當年的韜光養晦，只是中共救命稻
草，卻不是中國⼈民的命運轉折。終極來看，鄧
⼩平在世界歷史上，也沒有地位可⾔，在中國當
代歷史上，也只是⼀個過客。

上接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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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時候，⼀定受過的家⾧教誨是：不要
跟陌⽣⼈說話，不要接受陌⽣⼈的糖果禮物，陌⽣
⼈叫你到哪都不要去，這些都是拐⼦佬，有必要時
⼤聲叫……⼀代⼈⾧⼤了，以同樣內容再教下⼀
代，直到今天——不，到今天，這樣的祖傳訓誨不
靈了，數以萬計的華⼈，被拐⼦佬騙到外國為奴、
失聯、丟命，這是個甚麼世界。 
今天的世情變了？或者不。場景、時空、科

技、⽣活⽅式變了，世情則如⼀。 
譬如說，「陌⽣⼈」的定義。從前，陌⽣⼈是

你不認識、從未得⾒的⼈，⾃有了即時傳真、⾳影
可直接交流的電腦科技設施，從未得⾒的⼈，都可
以算彼此「認識」，同屬⼀個朋友圈，圈中⼈同你
說：想找⼯作嗎？你⽬前的⼯作薪酬不如理想？在
中南半島有這樣⼀個國家，有這樣⼀份⼯作，年薪
五萬美元…… 
那五萬美元年薪，得要⼈出國到現場、付出時

間、勞⼒，不是免費糖果。後來發⽣的事，應聘者
怎能料到？有個詞語，這叫blame the victim。責備
受害者「活該」，容易，但不公，應受責的是加害
的⼀⽅。 
當受害者還多於⼀場戰爭、且是華⼈害華⼈。

⽐起這，過去兩個⽉發⽣的其他事，變得次要了。 

之⼀ 專害⾃⼰⼈ 

到中南半島諸國打⼯，被騙、被虐、被姦、被
賣、被抽⾎、被活摘器官、被殺、家⼈被脅逼要
錢……的事例，存在多年，2022年仲夏的⼀波，其
轟烈處，不下於俄侵烏，不同的是，俄侵烏是兩個
國家之間的爭戰，中南半島的⼈⼜販賣加網騙之
災，害⼈者與加害者，雙⽅皆華裔，⼀⽅在沒有何
任意識形態、舊恨新仇的理由，只為錢故⽽加害⾃
⼰⼈，都是華⼈，正是「華禍」。 

之⼆ 龐⽒⽣意 

說這⼀波「華禍」源⾃⼀帶⼀路不盡正確，然
⽽，當習主席設計、實⾏這個⼤計時，肯定沒料到
他的同胞中有些⼈極能幹、聰明、貪婪、⼤膽、殘
酷。其中有資⾦的，響應國家的發展計劃，投資⼀

帶⼀路，使之亮麗繁榮吸引，
⽅式是在帶路上開辦娛樂事
業，以賭場為要，實體與網上
俱全。加上其他中國⼈來辦其
他娛樂項⽬、各式⽣意店鋪服
務，當然也來了很多到該些國
家謀⽣發財的中國⼈，中南半
島的緬甸、泰國、柬埔寨和⽼
撾數國有城市因⽽光鮮亮麗吸
引，為⼀帶⼀路之只有鐵路海
港的「沉悶」 帶來好玩有趣的
元素。 
  突然，柬埔寨總理洪森禁網
賭，⼀時間收⼊沒了，⼈⼿則
過多，聰明的中國⼈想到改辦
網騙這個⾏業，且使之成⾦字
塔加龐氐騙局的運作，第⼀層
騙第⼆層的騙下去，沒達標的

愛・恨・教育
⼋周記 
作者：圓圓

⼀個被騙⾄柬埔寨的⾹港⼈獲救出。



第七頁

後果，⼤家都知道了。 

之三 揚恨的宗教 

這宗世紀⼤慘事發⽣在中國⼈、台灣⼈和⾹
港⼈（統稱華⼈）之間為眾，這是最令⼈不安甚
⾄傷痛的因素，因為⼤家都記得「中國⼈不打
（害）中國⼈」這句⼜號，可這⼀宗，華⼈專/只
找華⼈來毒害，何以中國⼈或華⼈甚麼都不害
怕，甚麼都敢做。 
常識是：基督教要信眾愛⼈、敬神，主說：

「你們要彼此相愛。」佛教教⼈慈悲救世，普渡
眾⽣；儒家教⼈「惻隱之⼼，⼈皆有之」……共
產黨教⼈要無⽌境地⾾爭，與⼈⾾、與天⾾，其
樂無窮，⾾死⼈以千萬計時，再教⼈民要忘記
它，不過是進⾄共產主義的探索過程。 當全球
99%的華⼈受恨的教育，持這樣的價值觀與世界
相處，就是「華禍」。 

中國憲法說：⼈民有宗教信仰的⾃由。（不
過，宗教須先中國化/黨化。） 

之四 出⼿ 

近年有句來⾃電影《戰狼2》的流⾏語：犯我
中華者，雖遠必誅，以這⼀波災難為例，壯志落
空了。⾹港地⼩更無外交地位，台灣與涉事國更
無邦交，無從通過外交⼿段直接辦事，都看中國
的。中國處理危機有辦法有運氣，像封城、爛尾
樓、銀⾏提款受阻那麼⼤的難題，政府⽤了甚麼
辦法？出了甚麼政策？不知，可⼈民就安靜了，
問題就沒了，這⼀波，⼀定有辦法，全世界看
著。 

之五 台胞我愛你 

中國駐柬埔寨領事館就事件發表公告，內容
有：「……台胞就是中國公民，維護台胞的合法
權益是中國駐外使館的職責所在……祖國永遠是
你們的堅強後盾，無論⼤家在柬埔寨遇到何種困
難，都可以直接聯絡我們……」 

事例存在有年，領事（國家）現在才知道，

也是不容易。 
眾期望：那麼出⼿。 
更好的是：中國有領事館之處，⼀切平安。 

之六 要強良機 

現象/事件存在多年，不時零星也傳出過⼀些
事例，通常是不久⼤家便又忘記了，這次為甚麼
鬧得如此轟動？台灣⼈是中國同胞，不⾃今⽇
始，怎以前不受理，現在要擁抱？柬埔寨既向設
中國領事館，「⽣意」經營者又是華⼈，國民在
外國公然⼤規模幹犯法的勾當，領事館不理，何
以突然關懷起台胞來？早前的美國三號⼈⾺訪
台，中國反對，事後來了⼀場軍演，世界的反應
不似當中國贏了，這回，讓戰狼出⼿，扳回⼀
局，把涉事的中國⼈和任由之的當地政府都教訓
⼀通，真強國。 

之七 說到做到 

⾹港⼀眾書⽣教授律師⼤學⽣，被指觸犯國
安法，沒審就拉去坐牢；海外有港⼈籌組⼀個議
政團體，沒成⽴，發起⼈被通緝，在海外又如
何，國安法可以全球發威。 

中國與中南海各國有邦交，世界等著中國起
動機制促友邦放⼈，否則……證明中國的法治確
實雖遠必誅。 

之⼋ ⼀些數字 

根據中央電視台的報道，由2021年4⽉⾄2021
年 7⽉，相關的數據有： 
網騙案60萬宗； 
國家反詐中⼼發出 警⽰1億4千5百萬條； 
攔截詐騙電話28億次； 
攔截診騙簡訊33億次； 
封堵涉事網址400萬個； 
勸返26萬⼈……



⼭⻄⾦燈堂教會七⼈被捕 
⼭西臨汾⾦燈堂教會去年8⽉5⽇舉⾏洗禮儀式

時，警⽅闖⼊，帶⾛七⼈，他們是：牧師王曉光及
其妻楊榮麗，教會成員李雙平、趙國愛、董勇勇、
霍壯平、吳玲娥。 

⾹港古思堯王婆婆被囚 
⾹港抗議⼈⼠古思堯，今年75歲，患有末期直

腸癌，因今年2⽉計劃抗議北京奧運，於7⽉12⽇被
判囚9個⽉。另⼀⽰威活躍⼈⼠王婆婆，原名王鳳
瑤，66歲，因參加兩次⾮法集會，被囚8個⽉。 

⾙嶺在台北被打傷 
美籍華裔詩⼈⾙嶺，移居台灣多年，創辦「傾

向⼯作室」，出版⽂學作品。 
今年7⽉26⽇在家接待四名在台進修的美國耶

魯⼤學學⽣，當他送學⽣離開後，⼀位狂徒以棍棒
向他襲擊，⼀根肋⾻被打斷，多處肋⾻傷裂，⽪⾁
破裂，住進新店耕莘醫院。 

⼭東詩⼈魯掦重判六年 
⼭東異議詩⼈魯掦，原為⼭東聊城外語學校教

師，2020年5⽉被⼭東聊城警⽅以「煽動顚覆國家
政權罪」被捕，今年7⽉得知被秘密開庭重判六年
刑期，家⼈也受牽連，家中資產被沒收，妻⼦⼯作
被解雇。 

湖南維權⼈⼠譚兵林被刑拘 
湖南衡陽教育平權推動者譚兵林，2022年6⽉

29⽇被從家中帶⾛，遭涉嫌尋釁滋事罪拘留，辦案
⼈推薦律師，遭家屬拒絕。 

⾹港⾺俊⽂被判囚五年 
被稱為「第⼆代美國隊⾧」的⾺俊⽂，因2020

年8⽉15⽇⾄11⽉22⽇在商埸和警暑外⾼呼「光復
⾹港、時代⾰命」、「⾹港獨⽴、唯⼀出路」等⼜
號， 2022年8⽉3⽇被判監禁五年。 

⾹港冼嘉豪被判刑四年 
22歲的冼嘉豪，被指於去年6⽉12⽇在中環⽴

法⼤樓公眾⼊⼜處參與暴動，今年8⽉12⽇被判刑
四年。庭外有百多⼈等候囚⾞離開。 

唐⼭⽑慧斌因發貼⽂被帶⾛ 
河北唐⼭⾃媒體⼈⽑慧斌，因⾧期關注唐⼭燒

烤店打⼈⾞件，發表貼⽂，今年8⽉9⽇在家被捕。
所謂燒烤店打⼈⾞件，發⽣於今年6⽉10⽇凌晨，
有4名⼥⼦在燒烤店被多名男⼦圍毆，結果這4名⼥
⼦下落不明，甚⾄傳說她們已經死亡。 

⾹港上⽔兩⻘年暴動案囚5年半 
⾸被告劉⼦⿓，案發時17歲；次被告陳彥廷，

案發時16歲。因在2019年反修例⾵波中，在上⽔北
區⼤會堂外衝突中投磚，各被判5年半刑期， 

蔡耀昌刑滿出獄 
⾹港前⽀聯會秘書蔡耀昌，去年12⽉被判監12

個⽉，今年8⽉13⽇刑満出獄，獲劉慧卿、張⽂
光、蔡耀忠等到東湧站迎接。 

政治作家孫⼤駱判刑六年 
孫⼤駱，原名孫志明，遼寧鞍⼭⼈，⾧駐北

京，曾為企業⼯⼈、公司經理、民辦學校⽼師、北
京殘疾⼈學校校⾧，2015年起成為職業作家，發表
政論⽂章，在⾹港《前哨》雜誌和台灣《新紀
元.》上發表，著有《習近平權術史》。2021年6⽉
24⽇被捕，同年12⽉5⽇被判刑6年，在獄中遭受酷
刑，被戴10公⽄重腳鐐。 

⾹港通識教師楊⼦俊被囚九個⽉ 
⾹港前通識教師楊⼦俊，2019年6⽉12⽇參加

反修例⽰威右眼中彈受傷，今年8⽉被判⼊獄9⽉。 

⾹港暴動案⼋⼈判囚 
2019年8⽉11⽇⾹港尖沙咀警署外暴動，⼋被

告被判囚3年4個⽉⾄4 年4個⽉，他們是：李穎琪、
廖偉明、荘嘉灝、聶嘉寶、⿈千溥、羅後成、潘冠
雄、羅漢銘。 

⼭⻄臨汾教會被⼤逮捕 
⼭西臨汾「聖約家園教會」8⽉19⽇晚在⼾外

舉辦親⼦營活動，突遭100多名警察包圍，現埸70
多⼈全被帶⾛，除部分兒童被送回家外，其餘被扣
的成年⼈姓名不詳。教會傳道⼈李潔和教會同⼯韓
曉棟家被抄。 

⻑春⻄安教會被取締 
吉林省⾧春市陽光之家歸正教會8⽉21⽇星期

⽇舉⾏禱告，被警察衝擊，牧師張勇、⾧⽼曲洪亮
等九⼈被帶⾛。西安中華福⾳總會及其聯會豐盛教
會因未登記，均被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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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