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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何君尧

11 月 6 日，香港议员何君尧当街遇刺。刺伤他

的嫌疑人被控企图谋杀，裁判官应控方要求押后案

件至明年 2月 3日，期间不得保释。两天后，何君尧

平安出院。心存正义的他，无畏无惧。

11 月 6 日，香港发生的一起

案件震惊世界。当天上午 8点 44

分，议员何君尧在屯门启丰园商

场参加选举宣传活动，被一名暴

徒持刀直捅心脏。何君尧当场血

流不止，两名同事为了保护他也

都被暴徒刺伤。

堂堂一位香港立法会议员，

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遭此毒手，

简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很多人

愤怒地呼喊：王法何在？然而，对

于何君尧而言，这一切并不意

外。办公室被毁、祖坟被破坏、被

英国剥夺博士学位……在遇刺

之前，他早就领教了暴徒们的

“手段”。

这位祖籍广东宝安的议员，

原本是一名出色的律师，曾经担

任香港律师会会长。无论是财

富，还是社会地位，何君尧哪个

都不缺，处于香港的精英阶层。

避开舆论漩涡，闷声发大财，似

乎是最好的选择。可他偏偏不愿

沉默。

何君尧是土生土长的香港

人，他家曾是新界屯门的望族，

父亲曾任屯门良田村村长。“我

来自农村，香港还没有发展起来

的时候，良田村是一个偏僻的地

方”。9岁那年，何君尧随家人搬

到城市中，“我虽然来自农村，但

我从没有务农，不用下田，可以

说是属于比较幸运的一代年轻

人，有机会可以到海外继续念

书。”

何君尧受到了农村淳朴环

境的影响。“城市里头的人想法

就比较复杂一点，农村的人想法

淳朴一点。”何君尧在英国取得

荣誉法律学士学位后，回到了香

港。1988 年，他取得香港执业律

师资格。“跟现在不同，律师以前

属于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一个行

业，是精英行业，掌握着社会里

比较重要的脉搏。”何君尧进入

律师行业后，一直承担为市民服

务的角色，“特别是香港的社群，

我给他们提供很多义务的法律

工作”。与一些上市融资、急功近

利的律师事务所不同，何君尧的

很多工作带有公益性质，“就算

需要帮助的人没有那么多钱，我

也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

们”。

何君尧很早就在家庭的熏

陶下接触慈善活动。“我的太公

曾经参与新界屯门的一个慈善

组织仁爱堂的工作，后来它重

新改造的时候，我爸爸是其中

一名发起人。”再后来，何君尧

的哥哥和何君尧本人都担任过

仁爱堂主席。仁爱堂主要为社

群服务，这给了何君尧耳濡目

染的环境，也影响了他后来当

律师的从业理念，“从一开始就

关注平民基层的声音，为他们

提供援助。”

9 岁那年，何君尧还接触到

自己的一位堂叔，“他是我们村

第一个考律师资格的，做得蛮不

错，他也教导我们要力争上游。”

让何君尧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堂

叔告诉他：“做律师好，可以帮助

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更可以

参与社会的构建。”家族中一位

长辈的成功，往往可以成为指引

后辈的明灯。“我的确受到了他

良好的影响。”何君尧说，“我是

一个普通人，但要做不平凡的

事。”

“我比较老实、比较笨，没那

么机灵。”何君尧曾这样表示。他

强调：“但是，不机灵、笨，并不代

表不可以爱国！”

他的这一番自我评价，与他

口才好、反应快、舌战群儒的公

众形象大相径庭。何君尧曾在微

博分享了他的爱国理由：祖国故

乡是根之所在。他说，自己出生

在英国的殖民土地上，小时候耳

濡目染都是西方事物，后来负笈

海外读书，故对祖国面貌起初只

有模糊的印象，印象也是书上的

印象。

但自小父母便谆谆教诲他

“我们是中国人”，祖国故乡是根

之所在，血脉相连的，“这使我一

直十分向往到祖国看看，呼吸一

下故乡的味道。”

他始终心系祖国，大学考试

后，第一次来到北京，进故宫、登

长城。“为了寻根，我为家族编纂

族谱《良田简史》。看着地图上蜿

蜒曲折的路线时，先祖走过的步

伐仿佛在我心中走过一遍。自

此，我对祖国的感情澎湃不已。

我想了解国家的一切，我想感受

祖国的人情。”

对于何君尧这样的香港原

住民来说，1997 年香港回归祖

国，意味着找到了归属。但今年 6

月以来的香港乱局让人不禁产

生疑问：香港回归祖国 22 年了，

为何还有此类事件发生？何君尧

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人心还没有

回归。

“像我们这种土生土长的原

住民，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有

过被歧视的情况。但是英国人当

时管制还算到位，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这种歧视就慢慢淡化

了。”与此同时，原住民的国家观

念始终存在缺憾，“这种缺憾是

与生俱来的，我们很愿意有国家

归属感，香港回归中国，就是我

们集体的期盼。只有香港回归祖

国，我们才能变成完整的中国

人。”

不是所有人都和香港原住

民一样。有的人对祖国感情更

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批

从中国内地移民过来的，他们就

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在何君尧的印象中，这些人大多

对内地怀着深厚的感情，人心始

终有重要的一部分留在内地，

“如果香港做得好，内地做得更

好，他们都不会有怨言的，还会

很高兴”。但也有极少数人，“无

论香港得到内地多少照顾和优

2016 年，何君尧以独立候

选人的身份参加香港立法会议

员竞选。何君尧当时参选有三个

期盼———彰显法治精神、纠正乱

局、改善民生和经济。“我是无政

党、无背景，相比其他候选人，我

少了政党的帮助，他们赢的几率

比我要高很多。”但最终何君尧

以 35657 票，即 5508 票的优势取

代了寻求连任的李卓人，成功当

选立法会议员。“三年的时间里

头，我从来没有懒惰，也没有开

小差，花大量的时间做好我的立

法工作，也在我的选民区做好分

内工作。”无政党、无背景，这个

劣势始终伴随着何君尧，“但我

是个硬骨头，无论面对多么艰难

的问题，我的力量都是很坚定

的。”

“今天我选择走上从政之

路，也是希望在我的余生，可以

为国家、为香港贡献自己微薄的

力量，不为什么，只为了一句我

爱我的祖国！”

近几个月，香港示威者上演

的一系列暴行大家有目共睹，何

君尧因为撑警多次遭到野蛮对

待：他的办事处被砸，双亲墓碑

被破坏、骨灰遭倾洒，甚至支持

他的市民也遭到追打。

尽管如此，何君尧仍旧多次

苦口劝说，“香港人要认同自己

的中国人身份。倘若有人在香港

搞‘港独’，搞‘颜色革命’，做一

些卖国和煽动群众去叛国的事

情，我们都应该明确是非，与他

们抗争。”

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写下，

“作为中国的香港人，我们天生

就是黄皮肤、黑头发，中华民族

的根本，早已深深植根在我们血

脉里，有诸内而形于外，我们的

文化、语言、习惯、饮食……”

“当五星红旗飘扬时，我们

连血液都会沸腾起来，因此，当

看到海外莘莘学子及侨胞，唱着

首首歌曲、喊着句句口号，护我

中华时，那激情、热血焉能是万

里千山的地缘可以阻隔？”

他又写信给香港保安局局

长李家超，呼吁向现役警务人员

及其家属提供支援，包括向希望

将子女送回内地读书的家长提

供协助。

“您孤独吗？”面对香港的复

杂局势，有人曾这样问何君尧。

“我只是站在最前面，但绝对不

是孤独的！”议员和律师的双重

身份使然，何君尧开始摆证据：

“我做了一个简单、粗略的调查，

在香港，‘反中’的人大概占

10%，如果按照 730 万香港人口

来算，这也不少了。持爱国爱港

立场的人，大约占 20%，这些人

虽然敢于发出声音，但不是随便

讲话，可以说是沉默的一群人，

埋藏在心里比较多。剩下大约

70%的人，好像是羊群，会被‘牧

羊犬’牵着走。我们要保护、争取

这些人，不要让那 10%的人牵着

他们鼻子走。”

基于现实情况，何君尧的内

心憧憬一个“放下成见”的香港。

今年 9 月的一天，何君尧来到屯

门公园视察区议会活动，在这里

偶遇了一群模型船爱好者。看到

他们在湖边玩得开心，近来诸事

缠身的何君尧心情舒畅起来，自

拍数张照片分享到微博，写下：

“其实大家不论是穿蓝衣、白衣、

黑衣，还是喜欢其他颜色的衣

服，只要放下成见分歧，才可以

开好这条船。”

为了开好这条“船”，何君尧

有一套自己的处世原则。“在务

实工作上，何君尧跟任何人合作

都没有问题。不过，他有自己的

底线，一旦涉及大是大非，他毫

不让步。

在这次香港乱局中，他付出

惨重代价，但何君尧坚持认为，

面对暴行，还是要诉诸法律。“我

从不认为香港有哪个成功范例，

是建立在“以暴制暴”的思想之

上。我们是以法治精神理念，来

成就了现在的成功。我对法治理

念、法治精神，依然有坚定的信

心。”

（综合自《环球人物》、《华人

周刊》）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惠政策，都没有用，因为一些历

史原因，以及西方国家的利用，

他们对内地始终是仇视的”。

近几年，随着国内外和香港

本地形势日益复杂，一些年轻人

的心偏离了正常轨道。2014 年，

香港爆发“占中”事件，何君尧的

女儿当时是一名大学生，也参与

其中。何君尧并不避讳这段往

事，“我们爆发过激烈的辩论，但

是她短时间改不过来。”何君尧

说，他只能用实际行动感染女

儿，“人最重要的是言行一致，当

她看到老爹是怎样为社会服务，

怎样在议会中辩论，看到报刊上

对我的不好评价，而回到家中亲

眼所见又是另外一回事，她就慢

慢懂得怎么分辨事情的真假了。

现在，她终于意识到以前‘占中’

的那套思想是不对的。”

何君尧说，自己并不是一个

称职的父亲，陪伴三个孩子的时

间很短。“但我觉得自己还是够

幸运。像我女儿这种转变，只有

经过人生的某一阶段，经历一些

突破性的时刻，才能真正领悟

到，不是每个年轻人都有这种机

会。有的年轻人家庭支离破碎，

有的父母忙于养家没有时间教

育陪伴，有的父母离异，有的甚

至还有更糟糕的情况”。

“我们中国人，先要正心、修

身、齐家。”何君尧说，作为议员，

他在对外呼吁怎样协作各方、怎

样帮助改造社会的同时，最基本

的自我要求是将自己的家庭搞

好，“这样才没有后顾之忧，才能

将多出来的精力用来协助社会、

协助他人。”

国家归属感

大是大非面前绝不让步

2016年 4月，何君尧（中）在湾仔金紫荆广场参加集会，号召香港成为一个热情、友善、好客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