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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政治訴求和目的是要恢復殖民統治，即「港獨」。「一國兩制」

的《基本法》在他們眼裏不過是一件可穿可卸的外衣。

作者作為一個在香港居住了近三十年的媒體人。1993年底前

作者在上海生活在上海的媒體工作。來到香港後，可以說是經歷了

回歸以來所有的在香港發生的大大小小政治運動和事件。和書中的

反對派代言人中，有的有過接觸，有的共過事。這次和他們在《蘋

果日報》《明報》《信報》等網站上的博弈，可以說是一個相當熟

悉瞭解他們的特點個性的，算是網友的反擊。在一個深刻知曉大陸

和香港歷史和現狀的人面前，固守一群島上的人又有多少招數？他

們選擇靜默，並用各種名人關於靜默的解釋來為自己的無言進行辯

護。其實，本書的作者對他們的謊言作了揭露和駁斥，並不指望他

們會反擊，並由此拉開一場筆戰。與他們有什麼好筆戰的。不過是

想給讀者網友多一個事實的展示，多一個思考的選擇。

作者雖不至於沉浸在揭露反對派謊言的輕鬆中，但體驗是少

不得的：這些反對派代言人極端反共反中，是花崗岩式的見了棺材

也不流淚的「港獨」鼓吹者力行者。他們的思維永遠停留在上世紀

三十年代的民國時期虛幻的夢幻中和大陸歷次的政治運動中受迫害

的境地。他們的思維形式是形而上學，僵化和一條道走到黑。他們

不允許他人說美英國家的制度文化一個「不」字，更不允許說中國

在某些方面比美英等國好些。誰要開口非議美英等國的所謂民主，

他們比美英國家的人更氣急敗壞，立即不約而同群起攻擊謾罵諷

刺。美英等國再有什麼壞事醜事惡事發生，也會立即得到他們毫無

保留地辯護和維護。概言之，他們孜孜以求的是以美英等西方的價

值觀標準要求大陸改變大陸，以美英等西方的文明同化取代中華文

明，以香港的殖民化來對抗香港回歸大陸。

這些代言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較高，他們一生中少說也有十年

或更多的時間在西方生活就學謀生。同時他們中的不少人的親屬甚

前言

本集子裏的文字曾經在香港《蘋果日報》《明報》的網絡版上

發表過。它實際上是作為駁論的形式出現。目的就是澄清事實，揭

露謊言，還原真相。

從 2019年 7月到 2020年 7月，這一年時間裡，香港發生了三

件大事：反修例引起社會大暴亂、新冠肺炎大流行、香港國家安全

法頒佈。圍繞著這三件大事，香港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與受美英等西

方國家支持的反對派之間在維護還是抵制《憲法》和「一國兩制」

的《基本法》這個根本問題上進行了幾乎是你死我活的較量。

香港一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極度動盪極度顛覆極度危險的政治

局面。

這一年時間裡發生的這三件大事及其較量註定要給香港的現實

和長遠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在香港的歷史乃至中國歷史上留下深

深的印跡。

這三件大事的本質是：「一國兩制」在香港到底行不行得通？

英國的殖民統治到底要不要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中繼續保存？本

書的作者反駁了香港反對派的幕後金主黑手高參軍師時事評論員大

學教授文化從業者在網上的言論，部分地再現了這三件大事的來龍

去脈和本質呈現。

事物總是以過程而展開的。香港反對派一方面受美國英國等西

方國家政府和基金會的政治和資金支持，另一方面受本地反共反中

鼓吹「港獨」的幕後金主、黑手、高參、軍師、時事評論員、大學

教授、文化從業者的精神操控和實際參與。吊詭的是香港反對派的

言論自由的空間是「一國兩制」的基本法給予的，但他們反對和要

毀滅的又正是「一國兩制」的基本法。這就暴露了香港反對派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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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人不同程度受到過大陸的不被他們接受的政治文化社會待遇。

由此帶來的政治改變和記憶成為他們幾乎不能改變的政治動力和淵

源。他們的頑固在於絕不改變自己而要大陸為自己改變。他們的愚

蠢在於明知這種改變無法實現但依舊要碰的頭破血流。他們的資本

和希望在於香港有百萬左右的疑共拒共恐共甚至反共的市民。他們

的靠山和基石是美英等西方反共反中的政府和各式反華基金會。他

們成功的機會和時間寄托在等待中央高層巨變和大陸發生動亂。他

們的期待和指望在於一批年輕的香港人正在他們的後面或觀望或尾

隨或緊貼甚至接了班。

但他們的政治目的、野心和能量並不取決他們自身而是取決於

中國和美國的戰略博弈，因此他們註定是美國和西方遏制中國消解

中國的打手和炮灰。而打手和炮灰的結局大都是不妙的可悲的。

不妙和可悲還在於他們行文的手段和方式。那就是他們非常熱

衷於以想像代替現實，以捏造代替取證，以謊言代替事實，以攻擊

代替分析，以謾罵代替討論。且樂此不疲。因為，香港有一個反共

的媒體平台《蘋果日報》，給他們優厚的稿費，僅此就夠他們無後

顧之憂。

每當國際上出現疑似和中國有點聯繫的壞事的蛛絲馬跡，他們

立刻就會當作炸彈往大陸的頭上砸去。例如，英國海岸發現一個飄

來的集裝箱，裡面有許多具亞洲人特徵的屍體。香港的反對派就立

即咬定是大陸偷渡者。然後分析起大陸人為何會冒死偷渡？得出的

結論是大陸暴政下人民一定受到政治迫害已經走投無路。於是，相

當一批高智商的反對派文人會就這個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但過了

一段時間英國警方說偷渡者是越南人。香港的反對派喉舌就像什麼

也沒發生過一樣，繼續尋找下一個攻擊大陸的目標。他們惡意造謠

於內地人民和政府，從來不會臉紅，也不需要道歉。

每當大陸出現這樣那樣的端倪還不是問題時，香港的這幫傢伙

更是喜出望外奔相走告，不掀起一個大浪惡浪決不收兵。例如，武

漢發現新冠肺炎病毒，對於這個千載難逢的天上掉下來的「喜訊」，

他們馬上各自選定題目，輪番上陣，衝鋒陷陣，得意忘形到大呼

「中共的喪鐘敲響了！」緊接著幾個反共老手和一幫嫩薑嫩蔥從政

治社會文化地域的角度，紛紛證明這種世紀病毒是中共專制暴政所

特有的，是軍事實驗室洩漏出來，已經全國傳播開來，死去的人不

計其數。中國已經無法控制，全國戒嚴如一個巨大監獄。大陸同胞

已準備暴動，北京政權搖搖欲墜岌岌可危，香港要做好接納難民潮

的到來。後來美國和西方國家也發現了這種新冠病毒並迅速蔓延，

於是以《蘋果日報》為主的輿論立即指出美國的新冠肺炎病毒來自

中國，要中國政府道歉和賠償損失，要美國和中國斷絕一切往來。

特朗普將這種病毒稱為「武漢病毒」後，所有的香港反共學者文化

人傳媒人和教授一直到今天仍然「武肺」「武肺」地叫個不停。以

至於特朗普下台了，拜登政府也不再用地名來冠之新冠病毒，香港

這幫人還不停地「武肺武肺」叫得歡。足見他們何止是美英反華勢

力的打手和炮灰。

他們還是一批西方資本和文化豢養的文化鷹犬。西方主子扔

一根反華的骨頭，他們就會爭先恐後，撒腿奔跑爭搶。吹一聲反中

的口哨，就會大聲回復「yess」，然後齊刷刷舞着卷刃的破刀衝將

過去。給些「港獨」的基金，就會互相咬得頭破血流六親不認，獨

吞獨享獨霸。他們什麼都不怕，就怕美英西方國家不利用他們把他

們出賣拋棄。他們什麼都要，就是不要中國人這張臉中華民族這個

根中國這塊土地。和他們談民族利益國家前途人民希望，是與虎謀

皮，枉費心機。寄希望他們洗心革面回頭是岸立地成佛是異想天開

海水倒流太陽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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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讀者諸君可以知道為何作者自 2020年後，基本息筆。

這在於，和他們講道理，已經講完。他們不是不懂而是故意抬槓裝

蒜。和他們擺事實，擺得越多，他們越裝聾作啞。他們可以翻來覆

去造謠，顛三倒四去謬說，如同醫不好的精神病患者。作者覺得已

沒有必要再去和他們講一些常人都聽得懂的道理和事實。不過，也

有例外，就是今年一月初，作者看了某位先生的文章，實在忍不住

寫了幾句。此先生現在似乎已經站到了反對派的一邊。我很驚訝，

一個原本立場中立的時事評論員，怎麼會這麼輕易的就反共反中

了。美國發生暴徒衝擊國會山莊的醜聞後，內地有輿論批評美式民

主不行，這下把他踩痛了，他在《明報》反駁，「中國認為美式和

西方民主不行，但中國的政治制度如何呢？不是更不民主嗎？這不

是五十步笑百步，而是五十步笑一千步；在不民主的道路上，中共

遠遠領先於美國。如果說美國今天的亂像是政治和民主的『返祖現

象』，那麼中共則是一直停留在祖先時期。它用絕對的不民主來嘲

笑美國的相對民主，如何服眾呢？」他把內地的某些輿論和中國政

府的態度混為一談，他連民主的多元化都不接受不承認，他只認可

世界上只有一種民主即美國的民主。而美國式的民主竟然是「一千

步」，大陸只有「五十步」，世界上與美國民主相悖的，就不是民

主。他的邏輯是更加「不民主」的中國有何資格指責美國的「不民

主」？這樣的時事評論員，已經和反對派的評論員遵循一樣的邏輯：

內地有任何他們看不慣的言論和事情，先咬定是中共所為，繼而扣

上中共「獨裁」「不民主」，再堵住你的嘴。你還怎麼和他講理？

所以，對他們的日復一日的反共反中，反駁完了就靜默觀之。

如果把香港的暴徒比作「武瘋子」，那麼盤踞在《蘋果日報》

版面上這批人就是「文瘋子」。對待「武瘋子」，有警方和《國安

法》，對待「文瘋子」，有點頭疼。如果「文瘋子」上街作亂，那

還好辦。僅僅在版面上妖言惑眾，還真難以下手。怎麼辦？把他們

當正常人，問題是他們確實不是正常人。據說世界上根治「文瘋子」

的靈丹妙藥還沒有。所以，只好看他們發瘋下去。他們發得吃力了，

發不動了，會不會揚長而去？希望如此。

「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是唐代劉禹錫的《楊

柳枝詞九首》中名句。意思即請你不要彈奏前朝的老曲調了，還是

來聽唱新改寫的《楊柳枝》詞吧。前朝曲是指過去的時代創作的歌

詞曲調。翻是按照舊譜製作新詞。《楊柳枝》是古代曲調名，起於

漢樂府《折楊柳》，唐開元時為教坊曲名，劉禹錫、白居易翻作新

詞。劉禹錫以此要說的是不要老是演唱、演奏或聆聽過去的、陳舊

的音樂作品，也表演或者欣賞一下現在的、新創作的音樂作品。不

要只是留戀過去的事物或抱著老觀念、舊思想不放，而應當看看今

天的新面貌或接受新事物、新思想。

唐代劉禹錫作此詞距今已有近一千二百年了。人們發現，每當

新舊朝代變更之際或前後的百餘年間，社會總是「前朝曲」和「楊

柳枝」發生最為激烈的衝撞。

用歷史學家的說法是復辟與反復辟。史學家秦暉在《走出帝制	

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回望》中有這樣的論述，「袁世凱、張勳兩次

嘗試復辟帝制，都立即成為國人公敵，身敗名裂。人就是這樣怪：

有的事情人們就是認准了不能回頭的。正如世上不少國家獨立後長

期治理不善，但就是亂到盧旺達、索馬里那種地步，也沒有人把重

回殖民地作為選項。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後治安問題嚴重，過去也曾

被一些人引為民主有害的證據，但南非現在就是白人也無人想恢復

種族主義的『好秩序』了。」世界從殖民統治下走向新生活的，即

使政治社會經濟再不堪，幾乎沒有希望恢復殖民統治的。但唯有香

港是例外。

原因在哪裡？因為內地是共產黨領導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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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內地十四億人的選擇。要改變也輪不到西方和香港的西崽來參

與。但香港的反對派及其代言人硬是不買帳，要撼動內地的政治制

度。他們大多從反共起家的，然後進入到反中，最後赤裸裸走上了

「港獨」的不歸路。而有些則是從擁共開始，反共大半生，晚年成

為死硬「港獨」派。還有一批人開始戴上中國大中華情結的面具，

自去年反修例以來，先後撕掉面具，徹底「港獨」。這似乎有一個

邏輯：反共必然反中，反共反中必然「港獨」，「港獨」必然成為

中華民族的公敵。香港反對派及其文人難逃這個邏輯。這些人的結

局一定像當年的袁世凱張勳的復辟帝制一樣，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

上。因為今天的中央政府不是當年的民國政府，今天的內地人民和

港人也非當年的國人。袁世凱張勳有二次復辟的記錄，香港反對派

企圖復辟港英殖民統治則一次也不可能成功。身敗名裂，是唯一的

結局。

這裏要特別指出，本書的書名《勸君莫奏前朝曲》，並非指望

香港反對派代言人改邪歸正。

但人們希冀跟着香港反共反中的「港獨」分子跑的香港某些市

民能看清潮流和趨勢，事實與真相，儘早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起同

喜同悲同樂同苦。既然香港已經回歸了，那就不要指望中央政府會

在主權和全面管治權上後退毫釐。「一國兩制」本是一場政治實驗。

實驗，就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如果港人不懂珍惜，把高度自治

下的可以反共的言論自由當作反中自由，繼而宣揚「港獨」的自由，

那就把「一國兩制」徹底置於死地。現在會不會提前收回「一國兩

制」，就懸了。而到 2047年，中央政府收回「一國兩制」，則是

必定的。請港人三思三思再三思。

勞有林

2021年初春於香港藍巴勒海峽

病樹前頭萬木春

全國人大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確實給了香港反共反

中的港獨分子以致命的一擊。他們發出的各種悲鳴，顯出了末路賭

徒的末世掙扎。李怡發出的「不要自我催眠」的鳴叫就是其中的一

例。

其實港人可以想想，為何全國人大為何不在 1997年而偏偏是

在 2021年，在香港回歸近 24年，才做出這個決定？這個答案其實

李怡是最清楚不過了。

香港回歸前，國家已經向全世界宣佈香港回歸後將實行「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十二個字的方針。但是香港的反共反中

人士是怎樣用言論和行動來曲解抹黑糟蹋和抵制這十二個字的呢？

他們首先搶過這十二個字的解釋權。誰要是不同意他們的解

釋，就是違反《基本法》。其次，根據他們的解釋，毒化香港的政

治和輿論環境，矇騙香港市民。再就是依據他們對這十二個字的理

解，發起猖狂的暴力攻擊，直至亮出港獨的旗幟。

二十四年來，他們一次次的抵制反對「一國」，將「兩制」

凌駕於「一國」。將共產黨領導的中央政府視作眼中釘肉中刺。

甚至發展到國家領導人來港視察都要包圍衝擊反對。他們一次次的

抵制全國人大有關香港的決議決定，甚至公然可以在立法會上否決

這些決議決定在香港的執行和落實。他們一次次的到中聯辦門口遊

行示威焚燒國旗國徽。他們一次次的以最瘋狂的暴力手段，癱瘓全

港的交通要道商業中心，砸爛地鐵商家和交通的設施，毆打執法的

警員，火燒持不同意見的市民，將一間間大學變成暴力的堡壘和軍

火庫。他們一次次的跑到外國要求外國制裁國家制裁香港。他們一

次次的叫囂要求香港獨立台灣獨立西藏和新疆獨立……這裏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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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從回歸之初的幾百人發展到了百萬人。這裏的「一次次」，從

回歸之初的節假日，演變到了想鬧就鬧，想砸就砸，想打就打，想

燒就燒。這已經是一場要推翻中央政府顛覆國家政權旨在香港獨立

的「顏色革命」。在這場「顏色革命」中，以 17萬 7千多名公務

員為例，竟有 4萬多人參加港獨大暴亂。至於反對派的議員律師學

者教授青年學生幾乎沒有不投入到黑暴的集會中去的。而李怡等文

化人已經迫不及待地撕下「大中華」的面具，顧不得臉面，赤裸裸

的完成了從一個中國人到賣國賊，從一個港人到漢奸，從一個文化

人到西崽的「華麗」轉身。恐怖的變臉，讓人再一次領教了什麼是

敗類。

在這些個「華麗」轉身，恐怖的變臉的過程中，中央政府一次

次的苦口婆心的勸阻勸說，一次次的「熱臉貼冷屁股」，一次次的

忍讓退讓委曲求全，但全部好心當作驢肝肺，一腔熱血付之東流。

反中反共的港獨分子將每一次得寸都當作進尺的好機會。他們的胃

口越來愈好，膽子越練越大，最後竟然狂妄到發起暴亂，以此逼中

央政府和他們平分秋色，平起平坐。正如全國人大秘書長喬曉陽說

的「一忍再忍、忍無可忍、不能再忍，再忍下去就犯歷史錯誤。面

對這樣的情況，作為對香港繁榮穩定負有責任的中央政府，出手正

是責任所在。」是啊！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是對內亂能容忍的？美

國暴徒衝擊國會山莊之亂，遠不及香港暴徒的百分之一，美國政府

尚且出重手鎮壓。對比中央政府僅僅是做了自己應該做的最起碼的

事，頒佈港區國安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算什麼呀？過去的 24

年，中央政府「打狗看主人」—打擊亂港分子尚且要看看他們的

美國主子。現在還怕什麼？直接「打狗」就是了。

回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李怡說「港人治港改為

『愛國者治港』，並闡釋『愛國』的定義必須『愛黨』的形勢下，

香港人亦應該如《華爾街日報》回應陳茂波所說，不要再相信香港

像從前那樣，現在真正掌管香港的是習近平。」李怡的悲鳴愚蠢真

是到了可笑之極。「港人治港」不是愛國者治港，難不成是賣國者

治港？港獨者治港？沒錯，港人確實不要再相信香港像從前亂港分

子橫行霸道那樣。現在真正掌管香港的是中央政府和中央政府委任

的特首，是七百萬真心實意愛國愛港的港人。一句話：從此後，香

港是愛國者治港，而絕不可能再讓亂港分子有賣港賣國有胡作非為

的自由，亂港者胡來的日子到此結束。愛國者治港，不愛國者下崗，

搗亂者進班房看不慣者大可離港。總之，病樹前頭萬木春。香港已

經引來了春天。

注：（《蘋果日報》〈李怡：世道人生：不要自我催眠〉）

2021年 3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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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在此要深切感謝香港財華社主席勞玉儀女士榮譽贊助拙作出

版。我和勞主席五百年前是一家。在香港相識是緣分。她創辦的財

經平台《財華社》享譽海內外。勞主席愛國愛港又專業傑出，魄力

出眾又創意迭出，精力旺盛又耕耘勤勉。她是香港媒體界財經界不

可多得的領軍人物，多年來她受到中央政府內地政府及香港財經界

的關注推崇。能得到她的垂注，是我的榮幸和榮耀。在此向她致敬。

本集子中的評論，時間跨度為二年左右。為方便讀者瞭解，我

在一些篇目的結尾對一些反對派文人，作了簡單的介紹。有些未做

介紹，是因為資料一時闕如。

有讀者也許會問，為什麼不繼續寫下去？原因除了在前言中所

提到的，還有以下幾點：

魯迅先生說過，「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

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

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

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者為寂寞」。這段話也是我的心

境的寫照。魯迅在《題〈彷徨〉》一詩中如此寫道：「寂寞新文苑，

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中國的知識份子在歷史

變動中掙扎浮沉的命運，以及他們的軟弱、動搖、孤獨、頹唐的精

神狀況，並沒有隨著魯迅先生的離去而消失。

所以，我決定息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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