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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撕裂社會 家人陌路友絕交
政見有別舌戰不絕 一句「為何去到咁盡」被罵「港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周子優）「佔中」持

續發酵，造成社會撕裂，部分持不同政見立場的朋友，經

過一輪唇槍舌劍，結果鬧翻，造成了近日網路世界的一股

「unfriend」熱潮，不少人將「異見者」「unfriend」（移

除朋友），手機通訊群組亦「退群」不斷。同時，也有家

長更因此和子女產生矛盾，親子關係變得緊張，甚至有子

女面對朝夕相處的家人，亦選擇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結

果處處都是「戰場」。

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二年
級生李同學就深受其害。他

昨日表示，自己曾在手機通訊群
組講及「佔中」對社會緊急援助
服務、對長遠就業情況的影響
等，即遭同學批評「這不是正常
的思考」、「只顧向錢看」，有
同學更指「為了社會公義，犧牲
是在所難免的」，令他大感無
奈，為免影響友情，他亦未有再
作回應。
他慨嘆指，只要事涉「佔中」，

例如在手機通訊群組轉換黃、藍絲
帶的頭像等，均會引起朋輩間連番
爭論、批鬥，演變為「嘈交」群
組，有同學因而「退群」，就算一
句「為何要去到咁盡」的感慨語
句，也會被同學、朋友狠批為「五
毛」、「港豬」，令原本理性的討
論失去意義。
珠海學院文學院王同學（化
名）亦因留言質疑行動已失去了
爭取「真普選」的意義，而遭堅
持行動的同學批評為「不熱血、
不關心社會」。

歸類批鬥 反「佔領」遭「滅聲」
科技大學三年級生陳同學（化
名）亦表示，有支持政改框架的
同學在社交平台慨嘆香港為何出
現亂況，即招致5名同學留言攻
擊，最後將他「unfriend」，「支
持『佔領行動』的同學會將其他
立場的同學歸類為『非我族
類』，然後批鬥、攻擊，已不是
理性和平的討論，令原本反『佔
領』的同學也噤聲，變相被『滅
聲』。」他又指，大學教授也分
享指，其年過40歲的中學同學也
因政見不同而互相「unfriend」。

「五倫」失常 師生互unfriend
師生亦因此出現「unfriend」情
況。有元朗區中學教師表示，有

教師在社交平台以個人立場提出
不滿示威者製造混亂，希望能恢
復社會秩序，惹來學生不滿，經
過一輪唇槍舌劍，教師將有關學
生「unfriend」以終止爭論，也有
學 生 因 不 滿 教 師 的 立 場 而
「unfriend」教師，「其實大家要
學會接納不同的意見，這的確好
重要。」
朋友如此，親密的家人更甚。

大埔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何主
平表示，身邊不少家長都因「佔
中」議題令親子關係變差，「年
輕人現在很容易和長輩有『拗
撬』，有家長就和子女在『佔
中』議題上談不來，而子女亦不
理 家 長 ， 自 己 走 了 去 『 佔
中』。」他表示，面對這樣的情
況，家長除了慢慢溝通外，別無
他法。
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陳容

珍則指，有關問題於大學生層面
尤其嚴重，「有些讀大專的學生
與父母爭吵得很厲害，即使他們
回答不了父母提出的問題，亦堅
持要去，而家長又不能禁止他
們，關係很緊張。」此外，有些
人更着年輕人不要聽父母之言，
陳容珍為此感到擔心。

家長避衝突找外援勸仔
家長李小姐不贊成「佔中」，

但其19歲、就讀中六的兒子則表
示支持。為免親子衝突，李小姐
坦言︰「我盡量透過他的朋友去
和他說，例如教會的導師等，因
為年輕人總是聽其他人的說話多
於父母。我則透過手機用文字和
他溝通，面對面時則不會談太
多，希望過一段時間他會明
白。」李小姐指親子關係還好，
但身邊有些家長與子女因「佔不
佔中」而鬧翻，即使父母叫子
女，子女也不理不睬。

專家：顯大眾易受社會氛圍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歐陽文倩）

面對「unfriend」潮蔓延至朋輩和家人，有青
少年輔導機構指，這情況反映巿民大眾很易受
社會氛圍影響，未能接納各方意見，值得關
注，建議大家三思當初交朋友的目的，不值得
因一場爭論就「絕交」。也有社工建議，親子
若因政見不合而爭執，應在彼此冷靜後再作溝
通。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昨日表

示，留意到近日頗多青少年在網上社交平台因
政見不同而開戰，結果互相「unfriend」。他認
為，青少年因政治立場不同而「unfriend」，此
舉並不恰當，「每個人對不同事件持有不同的
立場、態度是很普遍的現象，學習如何接納他
人的意見是交朋友最基本的原則之一」。有見
近日出現「unfriend」潮，他擔心有部分人以

「unfriend」表達不滿，甚至企圖遊說他人「轉
軚」，反映他們易受社會氛圍影響，未能接納
各方的意見，情況值得關注。

倡爭拗時「停一停 諗一諗」
他建議大家處理上述爭拗時，應先處理個人

情緒，易地而處地思考對方的立場與理據，
「可以停一停，諗一諗，不要因為立場不同就
開始爭辯」。他又提醒，大家也可再三思考當
初交朋友的目的，不能因一場爭論就「絕
交」，這對人際關係並無好處。
至於親子關係方面，社工岑先生則表示，親
子若因政見不合而起爭執，彼此都應嘗試理解
對方，並且不應該在彼此情緒波動下勉強溝
通。此外，他建議雙方都可對議題多作了解，
看一些資料再慢慢談。

警遭欺凌「unfriend」子女無辜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周子優）在

網上討論已能爭個面紅耳赤，站在「佔中」矛
盾最前線的警察更是「首當其衝」。香港警察
隊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就表示，近日有同事陸續向他反映，有朋友
因他們是警察而惡言相向，並在網上社交平台
「unfriend」他們；更有警員子女因父母身份被
同學批評，令同事感到既無奈與難過。他呼籲
市民應互相體諒，尊重社會上不同崗位的人
士，並期望「佔中」可盡快完結，恢復社會秩
序。

「鍵盤戰士」亂罵 警傷感
面對警察工作時受氣、社交時亦面對欺凌，

陳祖光強調，警員的職責是維持社會治安，
「警察也會有不同的政治取向，但也需要堅守
崗位，若社會上有人因為政見不同而拒絕對
話、交朋友，情況並不理想。」
警員陳先生指，自己從來沒有為意網上社交

平台的朋友增減情況，所以不知自己有否被
「unfriend」，但坦言現時網路世界上的「鍵盤
戰士」對不對都罵一通，自己也有點傷感，
「你有你爭取民主，我有我執法，為何要將事
情變成市民和警方的對峙呢？一般人會覺得催
淚彈很誇張，但你想想，數萬人逼在街上，用
雨傘不時攻擊警察，這又可以怎樣解決？」對
於社會上有人把矛頭都指向警方，陳先生坦
言︰「習慣了就好。」

「越友好說話越『有骨』」
另有警員表示，自己手機上的同學通訊群組

裡，現時的談話氣氛都變得很怪；在網上的社交
平台，好像隨便講句說話，留言的朋友已很有攻
擊性，「越友好的說話越『有骨』。」他坦言，
警方也只是盡自己職責，面對目前社會氣氛，自
己也覺得很孤單。此外，身邊也有同袍是「老公
做警察，老婆去『佔中』」，夫妻已因為執勤和
「佔領」，好幾天都沒有見面談話。

今續停課 家校：拖慢學習影響升中

噪音日夜轟炸 居民煩厭鬧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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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高鈺）由於學聯不斷威脅要將「佔
中」行動升級，包括圍堵政府部門及
特首辦，隨時出現更激烈的示威場
面，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和香港中文
大學校長沈祖堯昨晚11時親身到金
鐘集會現場，語重心長地呼籲在場學
生保持冷靜。馬斐森又指政府願意與
學聯對話，令事態發展向前邁進了一
大步；沈祖堯亦期望透過對話可得出
雙方接受的方案，令事件圓滿結束。
馬斐森及沈祖堯昨晚抵達金鐘集

會現場時，獲不少示威者拍掌歡迎。
沈祖堯表示，八校校長均十分關注事
件。他很高興行政長官梁振英與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給予了正面答覆，表
達出希望在短期內以適合方式與學聯
代表商談，打開了商討的門。
他又指，政府已表明只要示威者
不衝擊特首辦，警方便不會用武力。
他呼籲現場市民繼續保持和平，「千
萬不要衝擊、千萬不要挑起碰撞。」
至於學生是否撤離，則由學生領袖自
己決定。
馬斐森亦指，歡迎政府設立對話
機制，並再次呼籲示威學生及市民保
持冷靜，不要推撞，確保自己安全。
馬斐森與沈祖堯在昨晚截稿前仍在集
會現場，與學生交流對話。

中大醫學院長函師生勸修身
另中大醫學院院長陳家亮昨日亦

致函醫學院全體師生及校友，指他對
近日警民衝突感到焦慮和不安，期望
同學要利用這個機會反思如何追求理
想和公義，並勸戒同學要懂得「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做到
客觀研究事件，從而增長知識，達到
修身正心，才能成就遠大理想，似是
呼籲同學復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林心澄、歐陽文倩、文森）受「佔中」影
響，教育局昨宣布中西區及灣仔區的學校今日第三日停課，學界
大感無奈。有小學校長表示，停課期間只能提供托管服務卻無法
授課，影響到面對呈分試的小學生之學習進度，要「停一天，補
一天」地追回進度。中西區家長教師聯會會長蔡敬和表示，該區
很多家長都很擔心停課會嚴重拖慢孩子的學習進度，而小六學生
的呈分試更會受影響，故家長們要求最遲下星期一復課。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黃淑華昨日在政府跨部門記者會上表

示，「佔中」行動影響了學童慣常的上學交通安排，亦有家長憂
慮學生安全，故決定今天停課。對於旺角及尖沙咀區同樣有市民
集會，黃淑華指九龍區的交通情況可容許學生正常上課，故暫時
不需停課，同時呼籲學校酌情處理因交通問題而遲到的學生。
至於何時復課，黃淑華表示明白家長及老師希望盡快復課，但

局方的首要考慮是學生安全和交通情況，當局希望掌握最新情況

及變化，以配合復課時候實際運作需要，包括校巴及膳食等。黃
強調，學生可透過網頁及電子學習平台學習，將停課的影響減到
最低。

須安排網上家課追進度
位於灣仔堅尼地道的聖公會聖雅各小學，校長張勇邦指，其實

不少學生都「恨」返學，特別是停課期間適逢是學校一年一度的
便服日，同學都因活動取消而大失所望。為協助學生追回學習進
度，停課期間學校特別為學生安排網上家課，讓學生自學。
張勇邦又表示，家長都希望盡快復課，下星期初他會與老師開

會，商討是否延續網上功課的措施；現階段學校會以托管形式保
持開放，主要是支援有工作在身、未能長期留在家照顧子女的家
長，但他坦言這只限於托管安排，未能安排教學活動給學生。對
於將要面對呈分試的學生，他指停課一定會影響學習進度，但會

遵照教育局的指引，「停幾多日課就補幾多日課。」
有中西區中學老師向本報記者表示，雖然有透過網上平台發放

教材，但想起教學進度落後亦不免頭痛，「小學情況會更差，因
為他們面對呈分試，有些小學更會預早教中一的東西，要追進度
會比較辛苦」。對於停課對教學造成的影響，她表示，校方已決
定「停一日、補一日。」據了解，有些學校選擇每月騰出一個星
期六補課。中西區家長夏先生指，子女已在家中蹉跎了兩天，情
況令他既擔憂又焦急，故希望學界早日復課。

教聯會籲勿因政治擾教育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就部分學校被迫第三天停課表示遺憾，並

對「佔中」行動所帶來的影響表示不滿。教聯會呼籲「政治歸政
治，教育歸教育」，希望各方以學生學習成長為大局，勿因政治
而干擾教育。

■蔡敬和表示，中西區很
多家長都很擔心停課會嚴
重拖慢孩子的學習進度，
要求最遲下星期一復課。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反對派示威者繼續佔
據金鐘、銅鑼灣、旺角及尖沙咀的主要道路，除導致交
通癱瘓，對市民日常生活造成嚴重不便外，示威者不時
用揚聲器喊口號、高聲唱歌及演講，噪音日以繼夜轟炸
附近民居，「沉默的大多數」終忍無可忍。昨日，不斷
有市民到場與示威者理論。在「佔領旺角」現場，幾乎
每小時即爆發三四次罵戰，「佔領」已令普羅大眾的怨
氣與日俱增。
在示威者聚集的旺角亞皆老街與彌敦道交界馬路，
連日的霸佔行動，已令區內不少居民感到煩厭，由昨
日凌晨開始，不時有居民與集會人士展開對罵。昨日
凌晨約兩時，兩名男街坊不滿集會人士堵塞道路，影
響生計，怒氣沖沖走入集會人群中責罵並要求離開，
雙方一度發生激烈口角，最後須在場的糾察人員勸喻
後才離開。

「無覺好瞓」「返工都有問題」

昨晨，不時有長者到場與示威者對罵。從事建築業的
街坊李先生直斥場內的大型音響製造噪音，令他「無覺
好瞓」、「返工都有問題。」他指出，「畀你上街，已
經好民主喇，都無人阻止你，大家生活平穩已經很
好。」也有街坊向示威者怒罵：「我唔支持佢哋，佢哋
未搞到（特首）梁振英，已經影響到我！」
一名紅衣男子於昨日上午9時許到旺角集會現場向示

威者大吐苦水，指自己平日要乘巴士到美孚上班，但因
示威者「佔領」街道，導致巴士停駛或改道，造成極大
不便。其間，他被示威人士包圍指罵，感到不安，惟有
報警求助，由警員到場勸離現場。
在金鐘添美道及夏慤道集會現場也有類似情況。70多

歲的林伯因不滿「佔中」令道路受阻，更導致國慶煙花
匯演取消，昨晨到場揮動迷你國旗及區旗，並與示威者
理論，雙方爆發罵戰。林伯表示，他有道路使用權，故
特意到金鐘示威場地表達不滿，而較早前他也有到過銅
鑼灣的示威區表達不滿。

阿伯舉直幡責「禍港四人幫」
下午，一名老伯以沉默方式「發聲」，他高舉一幅直

幡，內容指責帶領「佔中」者，包括「禍港四人幫」中的
黎智英、陳方安生及李柱銘，和指責李卓人和李永達等是
「變種港人」，意圖透過「佔中」奪權，並擔心示威者會
被利用，促請他們盡快回家，繼續返回工作崗位。
在尖沙咀廣東道的「佔領」場地，前晚有兩名市民向
集會人士表達不滿，指自己的兒子因「佔中」無法上
學，並批評「佔中」損害香港經濟，促請停止行動。昨
晨9時許，有市民駕私家車駛至示威區前，不滿遭鐵欄
阻路，無法往海港城，示威人士又拒絕讓路，遂將座駕
駛上行人路圖穿越示威區，結果與集會人士發生衝突。
另有女市民昨晨突衝上集會講台，以揚聲器高呼要求示

威者收手。她指，事態再發展下去會破壞香港經濟，可能導
致裁員潮，又會影響學生未能上學，憂慮香港會被拖垮。

倒米掟蛋責「三丑」千古罪人
在銅鑼灣示威現場，昨傍晚5時許，有逾10名反「佔
中」人士到場，以「倒米」及掟「鹹鴨蛋」方式宣洩不
滿，其間一人將米倒在地上，另一人把數隻鹹鴨蛋掟落

地再踩爛，並大叫「佔中三丑」是「千古罪人」，要求
他們立即停止行動，不要再霸佔馬路。其後，他們把反
「佔中」的傳單拋上天。
反「佔中」的盧先生坦言，「佔中」是在「搞破

壞」，不但令學生罷課，亦嚴重影響香港民生，故已忍
無可忍。他擔憂行動會令香港「淪陷」，又質疑「佔中
三丑」的子女有否出來集會，並呼籲學生「返屋企」，
不要再令父母擔心。

■示威者堵路製造噪音，市民上前斥其非。 劉友光 攝

■馬斐森和沈祖堯昨深夜到金鐘集會現場慰問
學生，並呼籲各位保持冷靜。 劉國權 攝

■■佔領或不佔領佔領或不佔領，，現時已成為現時已成為
了親友間的爭吵點了親友間的爭吵點。。圖為尖沙圖為尖沙
咀的情況咀的情況。。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何主平表示，身
邊不少家長都因
「佔中」議題令親
子關係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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