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力與「非暴力」「港獨」的互相配合
毫無疑問，社會對於「本土」派的暴力行動逐漸蔓延擴大，抱持憂慮態度。但

實際上，「本土港獨」派的暴力化並不是最值得憂慮的，其很大程度僅僅是「非
暴力」行動的廣告而已，頂多起着輔助宣傳的作用，不可能成為「本土港獨」的
主導作用。而針對年輕人開展的一系列「非暴力」的「本土獨立論」洗腦行動，
包括所謂的「獨立公投」、「獨立論述」之類的論壇、研討會等，才是真正值得
警惕和憂慮的關鍵所在。更為弔詭的是，非暴力的「本土港獨」一方面批判「本
土港獨」的暴力行動，另一方面繼續推銷自己的非暴力「獨立論」。這兩者互相
配合，不知不覺達到「洗腦」，同時吸取傳統反對派選票。

自年初一旺角暴亂事件以來，不少論者非常擔心暴力
在香港社會的蔓延擴大化。經驗告訴我們，所謂有了第
一次，自然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之類，除非撞上強而
有力的法治手段。正如在3月9日，高等法院上訴庭維
持對3名衝撞立法會大樓的「佔中」參與者入獄3個半
月的判罰。法庭的公正判決等於向暴力激進者傳達了一
個真正代表香港核心價值的訊號：香港這個法治社會對
暴力行為是零容忍。誠然，這個判決目前來說，僅僅是
眾多待審理的涉嫌暴動罪的案件之一，其他案件會否判
以具阻嚇性的刑罰，遏制暴力歪風，現在說來還是為時
過早。各界有識之士對暴力蔓延的憂慮，還是不無道理
的。

鼓吹「港獨」的「非暴力」行為更值憂慮
不過，筆者倒認為，「本土港獨」派的暴力化並不是
最值得憂慮的，而「非暴力行動」才是更值憂慮的。
「本土港獨」派的暴力行動，很大程度僅僅是「非暴
力」行動的廣告而已，頂多起着宣傳的作用，不可能成
為「本土港獨」的主導作用。除了因為法治手段逐漸應
對有方之外，暴力行為本身既沒有任何成功的前景和機
會，更加不符合香港一貫的民情。
之所以說「本土港獨」的暴力行動沒有任何前景，說
到底，是因為這種行動永遠也無法解決一個兩難問題：
到底是進一步提升暴力和武器水平，還是繼續維持現有

的暴力和「冷兵器式」的程度？如果暴力水平和所用武
器上升到槍支彈藥等熱兵器實戰的程度，那麼將可能要
面對駐港部隊的執法行動了，這既符合基本法第14條
和第18條規定，同時駐港部隊的軍事實力肯定具有壓
倒性，激進派再怎麼提升暴力和武器水平，都不可能與
之相比。
如果暴力的水平和所使用的武器停留在旺角暴亂的層

次，那是不可能與警方對陣的。經過戰術及裝備檢討後
的警隊，將會越來越有效地壓制這種冷兵器式的暴力衝
擊。不管樂不樂意接受，有一點是不能否認的， 香港
警察有充足的經驗應對暴力的衝擊。
再說香港社會民情從來不是如鄰近某些地區和國家那

樣充滿暴力、準暴力抗爭的悲情現代史，香港社會之所
以對暴力激進行動從來都是抱持抗拒心態，除了法治基
礎堅實的因素之外，還有一點，就是香港長期以來是由
躲避近現代內地戰亂動盪的移民所構成，去政治化而埋
頭經濟發展，這是香港社會的重要特徵。自改革開放
後，內地終於擺脫了動盪的百年宿命，走上了發展繁榮
的理想大道，可反過來香港卻變成糾纏在「文革式」的
文攻武鬥，歷史跟香港開了一個大玩笑。

文武勾結 向青年洗腦
真正值得憂慮，是「本土港獨」派的「非暴力」行

動，例如倡議用所謂的「獨立公投」，再小點規模的，
可以頻繁地舉辦所謂「『本土』論述」、「獨立論述」
之類的論壇、研討會等，表面上好像只是學術討論，實
際上是對社會尤其對年輕人進行頻繁的「本土獨立論」
洗腦，使其常態化。更為弔詭的是，非暴力的「本土港
獨」一方面批判「本土港獨」的暴力行動，另一方面繼
續推銷自己的「非暴力獨立論」。這兩者在配合互罵的
過程中，不知不覺地佔據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的曝光
率。如果唱文的「本土獨立」文宣弄得越來越有聲色，
例如在9月立法會選舉又拿下一定的票數甚至議席，耍
武戲的「本土港獨」行動就可能適當收斂一些，畢竟還
是解不開我上述提到的「目標兩難困局」；如果唱文戲
的「本土」獨立行動唱不起人氣來，那麼耍武的「本土
獨立」行動就又會這裡打砸一下，那裡搶燒一下，力圖
重新引起社會的關注。古語曰：「一張一弛，文武之
道。」今天居然成為「本土港獨」派兩種政治宣傳作派
的最佳寫照。
但不論怎麼樣，唱文戲的「本土港獨」行動才是主

流和主力軍，除了因為上述提及的暴力行動困境之
外，還有一個根本原因：時間不急。「本土港獨」派
們可以慢慢唱這齣戲，一邊洗青年人的腦，一邊賺傳
統反對派的票，可以一直唱到非要討論2047年這個大
議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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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其實是孩子的第二個家。老師的關
心可以加強學生的自信，讓他們重新找到
自己的人生方向。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知
道，在遇到解決不了的事情時，總可以找
老師商量，而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
不是每個孩子也是解難高手，他們往往

會有迷失的時候，需要師長的指引、鼓勵
和支持。老師可多留意每位學生在學習、
情緒上的需要，教導他們面對逆境和困難
應有的態度及可行的方法。學校亦有專業
人員如輔導人員、社工、教育心理學家提
供協助。一旦發現學生出現壓力警號，千
萬不要掉以輕心。我們也要幫助孩子建立
正面的價值觀及人生觀。在小學和中學階
段，生命教育對同學的發展尤其重要，我
們相信建立了正確的人生觀，才可以培養
孩子熱愛和珍惜生命，明白自己的價值，
令他們不會那麼輕易產生放棄自己、放棄
生命的念頭。
我們樂意看見有學校積極推動不同的成

長計劃，例如︰以歷奇、團隊及解難訓練
為主，在小學推行的「成長的天空」計
劃、與不同的紀律部隊及制服團隊在中學
推行「多元智能躍進計劃」，以及「學生
大使—跳躍生命」計劃等，培養學生的抗
逆力，以自尊自律、勇於承擔和敢於求變
的態度面對挑戰。
同學之間的互相支持和互相提點，有助

大家成長。今天的學生面對各方面的問
題，如功課、選科、公開考試、升學出路
等，很多時會選擇先與朋輩商量。各位同
學，成為有需要同學的守護天使吧！一旦
看到身邊有同學遇到難題而未能解決，或
說生命沒什麼意義時，不妨聆聽對方的心
聲，主動與他們聊聊，關懷一下。亦需要
告訴老師，讓同學得到適當的輔導和支
援。
感到困擾的同學，壓力並非來自事物和

處境本身。事物和處境會否對個人構成壓
力，視乎一個人如何看待和處理。我們可
能無法立即改變事物和環境，但我們可以
改變自己的心情和想法。大家可以嘗試以
下方法：
向朋友、家人、老師、學校社工或其他
適當對象傾訴，這樣既能疏導情緒，也能
協助自己整理思路，更仔細地分析情況，
有助解決問題。
對自己有合理期望，不要抱過分要求；

多欣賞自己的長處和接納自己的短處。
回想以往成功事例，告訴自己「我也可

以做到」或「情況會好轉」，凡事不會是
「非黑則白」。
人生總是充滿困難和挑戰，我們不能夠

要求自己永遠一帆風順。面對逆境時，應
如何自處？對於學生來說，他們需要家
人、師長和朋輩的支持，一步一步走過人
生的高低起跌。作為家長、老師和同學，
讓我們盡最大所能，給予有需要的學生關
愛和支持，令他們有勇氣去闖過人生當中
的每個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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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飛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美國是「南海軍事化」的始作俑者

美韓啟動超過30萬人的聯合軍演，更從美國匆
匆調來「斯坦尼斯」號航母。美國高調「亮肌
肉」，表面上要威懾朝鮮，實際上恐怕未必這麼
簡單。美韓除了聯合軍演外，還即將啟動薩德導
彈系統，這則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部署薩德
導彈系統遠超防範朝鮮所需，引起中國和俄羅斯
的不滿。
近期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高調軍事行動，並非局限
於東北亞一隅。在南海區域，美國同樣啟動了高規
格的軍事行動。美國的航母群大搖大擺駛入南海，
美國《海軍時報》表示，美國戰艦進入南海，是為
了維護南海的「航行自由」，反對中國「軍事化南

海」。但事實呢？美國艦機在中國南海島礁相關海
域，多次硬闖偵查巡遊，對中國一再挑釁。可見，
並非中國對美國的航行自由構成威脅，而是美國對
中國帶來了危險。美國艦隊穿越太平洋，不遠萬里
在中國南海「亮肌肉」，美國才是「軍事化南海」
的始作俑者。
美國並非南海區內國家，卻越過浩瀚的太平洋，

在中國南海耀武揚威，別說是中國，即便是小國也
覺得沒有安全感。美國硬闖中國南海，刻意散播
「臥榻之側」的敵意，破壞南海的和平穩定，使亞
太局勢趨於緊張。美國軍艦在南海向中國示威，不
是霸權主義又是什麼？正如外交部長王毅3月8日在

就「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回答記者提問時
指出，「美國在南海的航行自由不是橫行自由。」
中美兩國元首曾經達成共識，浩瀚的太平洋容得

下中美兩國。現在看來，美國在太平洋攪起了危險
的漣漪，違背了兩國元首的共識，更破壞了南海的
安寧。
但是，美國真的與中國進行軍事對抗，並不符

合美國的核心利益，怕也難以擔承兩敗俱傷的代
價。也許，美國在南海的對華耀武揚威，是為向
其「小盟友」證明自己才是亞太「霸主」的地
位。但美國在亞洲玩借力打力的遊戲，並不經濟
也不靠譜。

張敬偉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穆迪調低香港評級居心叵測

3月2日，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穆迪將中國內地的主權
評級展望由穩定改為負面。3月12日，穆迪將香港的信
貸評級也由穩定改為負面。一般上，由穩定改為負面，
意味着將來有可能把信貸評級降級。
目前，全世界有三大信貸評級機構，這三家信貸評級

機構皆來自美國。信貸評級機構是以商業模式營運，客
戶付錢聘請他們進行評級，評級好的話，向銀行借錢時
可以獲得較優惠的利率。因此，對企業非常重要。對國
家的評級也同樣重要。國家要籌集資金，要發行國債，
儘管國債在公開市場發售，利率由市場決定，但是，主

要買家依然是銀行、基金等金融機構。信貸評級機構的
評級會影響國債的利率，不論是企業或是國家，借貸利
率越高，負擔越重。
因此，不論是個別企業或是國家，信貸評級都是重要

的。不過，目前全世界最具權威的三家信貸評級機構皆
來自美國，不可避免在關鍵的時候，這三家美資的信貸
評級機構會傾向為美國的利益做事，憑其影響力左右其
他國家的信貸成本，數年前的歐債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
例子。
2009年，美國為了應對金融海嘯，於是大量印鈔票，

推出量化寬鬆政策。量化寬鬆政策一出，美元匯率大幅
下降，美元貶值。美元貶值導致不少國家減少美元為儲
備貨幣而增持歐元。不久，歐洲就爆發了歐債危機，歐
債危機重重打擊了歐元的地位，不少人更認為歐元始終
會消失，歐元區會解散。而當時搞出歐債危機的導火
線，就是這三家美國信貸評級機構同時將希臘的主權評
級由投資級直接貶為垃圾級。
實際上，香港回歸以來，主權信貸評級不斷地變好，

而不是變差。回歸初期，穆迪給予香港的評級為A1
級，目前是Aa1級，跳升了3級。目前的Aa1級屬於僅

次於毫無風險的最高級Aaa，是次最高級。香港的評級
一直有升無降，如今突然被列為負面展望的觀察名單，
難怪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也感到震驚，馬上發表聲明說，
穆迪誤會了香港與內地之間的所謂「中國風險」，「中
國風險」實際上是「中國機會」。
無論如何，穆迪這次出手，將有龐大財政盈餘的香港

信貸評級列為負面展望，用心已經很明顯了，簡單地說
是挑撥離間，企圖誤導香港人，香港的信貸評級正開始
受到內地經濟不好所拖累，內地不再是香港的靠山，而
是負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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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政治的文武之道

輸入外勞要小心處理

保障本地勞工權益，如何提升本
地勞動質素是政府應該着手處理的
大方向。筆者認為政府要小心處理
輸入外勞事宜，並以優先聘請本地

勞工為原則保障本地工人利益，積極改善教育及培
訓，減少技術錯配，提升本地勞動力質素。
在考慮輸入外勞與否之前，政府應先研究如何釋
放本地勞動力，例如透過推動家庭友善僱傭措施鼓
勵更多婦女投入勞動市場，提供誘因或配套鼓勵綜
援人士工作，積極為長者重投勞動市場作支援，善
用長者的勞動力。

政府應就各項基建與工務工程的人力需求進行規
劃，因應本地工人的就業狀況適當及適時地進行調
整，並按工程項目的緩急先後，以分階段有序的方
式進行項目，避免工程過度集中引致勞動力不足，
或工程不足引致工人失業。
香港人才一直是各地爭相招攬的對象，不少香港

人才均在內地或外國工作。以建造業為例，現時已
有一定數目的建造業工人長期到內地或澳門工作；
政府應就本港勞工輸出情況進行調查與統計，並以
此數據作為審議外勞輸入的參考；另外，政府應鼓
勵外地留學或工作的港人及其家人回港工作與生

活，並為其家人提供更方便的入境安排。
政府應密切留意就業市場的實際情況，並根據不

同行業或工種的人力需求，按個別行業或工種的實
際需要探討輸入外勞；另外，政府亦需因應個別行
業或工種長期人力短缺的情況，要求相關培訓機構
增加培訓課程與學額，積極培訓本地人才，避免部
分行業或工種長期依賴外勞。
勞動人才與香港發展息息相關，本地勞工是香港
珍貴且堅實的資源，亦是建設香港的中流砥柱，因
此，政府應該以本地為先，這才能長遠創造有利市
民的就業環境。

顏汶羽 青年民建聯主席、觀塘區議員

年輕人厭世 需要社會緊急關注

香港在政治光譜不斷擴大中，社
會進入動盪多事之秋，連涉世未
深，對生命充滿憧憬的學生都覺得
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厭世。自

2015年新學年，共有23人主要因學業壓力而輕生。
到了2016年3月，死亡數字開始攀升，並開始引發
自殺模仿效應，年輕人自殺密集發生。近日，多位
學童跳樓，幾乎到平均每天1人，自殺的年齡越來越
小，豆蔻年華走上死亡之路，揭露出的是香港病
了，而且病得不輕。
這個社會整日裡就為政治吵吵嚷嚷，卻忽略了多
少人擁擠在狹小的棲身之地，在為生計、為家庭的
繁瑣事煩惱。受家庭社會及多重因素困擾，年輕人
情緒受影響，又得不到應有的疏導，對人生的無望
要以死了結自己，走上了絕路。
身世坎坷的11歲女童，還就讀小學6年級，已先
後經歷親生父母及生母與後父離婚的兩度家變，在
面對升讀中學的選擇之際，不能忍受母親與後父大
吵大鬧，黯然走上大廈29樓縱身躍下，結束了自己
短暫的人生。留下的遺言僅指對不起父母及奶奶，
沒有提及自殺原因。

自2015年9月5日香港新學年開始，中文大學一位
學生據說因為學業壓力自殺身亡後，這半年多來不
斷傳出有年輕學生輕生的消息，慘況令人唏噓。其
中年齡最大的也僅22歲，最小的只有11歲。據媒體
報道，因為學業壓力而輕生的14位，其它的應該是
各種各樣的生活不如意導致情緒失控走入輕生之
路。
11歲女童留下遺言稱，對不起父母及奶奶，聽者

心酸。11年的人生路十分短暫，還處於學習人生和
社會化的過程，有什麼可以對不起的？要說對不起
的，應該是父母、社會，甚至包括學校的教師。年
輕孩子處於長身體增知識階段，他們需要社會和家
人的關心和愛護，在她的這個年齡，還是學習社會
化的過程中，你們到底給了她什麼？有沒有盡到責
任？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竟然以結束生命的方式來
結束自己的煩惱，他們周圍的成年人又在幹什麼
呢？
不要說你們的吵吵嚷嚷，你們的政治權鬥就是為

了讓孩子們有一個舒適的環境，就是為了讓孩子們
可以不受生活所困。面對失去生命的孩子，這樣的
爭辯顯得多麼的虛偽。成年人本來就應該給孩子一

個學習生活的舒適環境，這是責任，任何辯解對生
命來說都是蒼白的。
有研究機構指，香港的自殺率自2003年起已不斷
下降，但去年出現15歲以下青少年自殺個案稍微增
加1%的情況，而新學年至今只過了一半，15歲以下
死亡的個案已有5宗，與去年全年的自殺死亡人數看
齊。數據顯示，在2011年至2014年間，每年平均有
23名自殺死者是在年齡24歲或以下，而今年輕生的
年輕人，年齡全部在24歲以下，其中更有兩位是11
歲孩童，這需要社會整體緊急關注。
很多所謂的專家指，香港青年難以向上流動是壓

抑後自殺的成因。但仔細分析可以看到，現時都在
讀書年紀的學生，還不涉向上流動的問題。應該
說，家庭、社會等環境及教育問題才是最大的原
因。香港人家庭生活的苦況，社會整體紛亂，都給
一些家境不好的孩子烙上淒涼生活的痕跡。看新
聞，議事堂整日吵鬧，街頭暴力血腥，物價飛漲，
生活艱辛，家中住宅狹小，成年人為生計辛勞奔
忙，社會越發展，民間的笑容卻越少。看不到歡
樂，失去對前景的夢想，失去生命的動力讓他們走
上絕路。這是一條病態社會鋪就的死亡之路。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