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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柴娃娃」對條例懵盛盛
本報記者走訪集會青年 有人一知半解受朋友慫恿到場

在周三暴動後，金鐘一帶昨日相對平
靜，現場的示威者人數並不太多，

大部分是年輕人，亦有上午完成考試後到
現場的學生。有人拿着反修例的標語在現
場默站，部分年輕人則在添馬公園的草坪
席地談天。

中五生瞞父母首「上街」
有穿着黑衣到場的中五學生透露，自己
是為了陪朋友昨日第一次「上街」，又透
露是瞞着父母而來，打算晚飯後就回家。
她直言，自己「無乜點了解過《逃犯條
例》，亦不清楚是什麼一回事，只聽說若
通過了，港人就會失去言論自由」。
被問到對周三暴動事件的看法時，她
說：「掟磚好有問題，其實不一定要透過
暴力解決吧？」
另一名大專生表示，她周三曾到金鐘現
場表達反對修例的意見，但當日下午一時
許見勢色不對勁、感到危險就離開了。她
承認對修例的認識不深，只擔心通過後會
「失去言論自由」，「例如在港說出反對
中央政府的言論，便會被移交內地。」但
顯然這些說法是一個謬誤。
香港文匯報記者還了解到，周三暴動除
顯示反對派罔顧後果，欲訴諸暴力解決問
題外，原來亦誤導及鼓動了部分學生到金
鐘聲援。反對派連日來一直放大警方的清
場行為，「老屈」警員使用過度暴力，同
時美化暴徒的暴行，令有學生誤以為當日
暴徒僅作出「沒有殺傷力的衝擊行動」，
在被渲染及誤導下昨日「站出來」，卻未
有對是非黑白弄得清。

暴徒並非「手無寸鐵」
事實上，暴徒當日並非「手無寸鐵」，
他們掘起金鐘一帶的磚頭，更在附近的地
盤偷走鐵支和木板等作為武器，並向在場
維持秩序的警員投擲相關物品，及衝擊警
方防線，造成22名警務人員受傷，警方
被迫以催淚彈、布袋彈及橡膠彈等制止。
是次暴動對公共秩序造成嚴重威脅，金
鐘、中環一帶的交通當日接近癱瘓，警方
當日共拘捕11人，包括多名大學生，他們
分別涉嫌干犯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非法
集會、襲警，以及與暴動有關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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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教
協發動全港罷課，為政治利益而置
學生不顧。「珍惜群組」約二十名
成員昨日到教協抗議，並批評教協
利用學子作為政治工具，更引誘學
生捲入暴力行動的法網漩渦，無資
格再自稱教育組織。
「珍惜群組」成員昨日中午手持

「教協陰險煽惑學生力抗阻修法、
警察學生兩敗俱傷坐收漁人利、教
協執漁利貓哭老鼠維護暴徒誣陷警
察」的橫額，到旺角教協總辦事處
門外示威，其間一直高呼「教協無

良、毀港棟樑；教協無恥、利用學
子」的口號。

令警察執法舉步艱難
「珍惜群組」召集人李璧而批
評， 教協一而再煽動罷課，更歪曲
道理，抹黑《逃犯條例》的修訂，
以所謂「送中」等口號煽惑學生上
街。
身為家長，她很痛心見到小朋友

被人利用，在示威中充當「肉
牆」，令到警察執法舉步艱難，最
終使學生警察兩敗俱傷。

她並批評教協在事後抹黑警方使
用暴力，而口稱心痛學生更是貓哭
老鼠，直指教協荼毒香港學生，歪
曲教育，是教界的毒瘤。
「教協嘅老師唔教佢哋（學生）

守法，教佢哋用暴力去爭取，教細
路犯法，如果教協一日唔除，香港
下一代一定俾佢哋害死。」她呼籲
各位學子不要中教協的計，要繼續
回校上課。
最後，「珍惜群組」 成員將寫有
口號標語的橫額遞交教協職員後離
去。

教協發動罷課「珍惜」批煽學生做「肉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殷
翔）就教協近日鼓動罷課，教聯會
主席黃錦良昨日予以譴責，並強調
教師應以學生利益為優先考慮，否
則就是失職，有違專業操守。香港
校董學會主席高家裕亦譴責教協置
教育專業及責任於不顧，慫恿學生
罷課，驅使他們成為反對派的「馬
前卒」，身為家長、學校或校董會
都必須阻止這種情況發生。

黃錦良：不應影響學習
黃錦良昨日強調，學校是學習的

地方，教師即使有個人的政治立
場，也不應該影響學生學習，應以
學生利益為優先考慮，還幸在教育
界的同心協力下，這幾天全港學校
整體運作正常，校內氣氛平靜，響
應罷課罷教的師生寥寥可數。

他認為，這再一次證實香港教師
都能秉持專業，緊守崗位，以保護
學生為天職，展示負責任的態度，
值得家長信賴。
黃錦良又呼籲學生應為個人安全

和前途着想，切勿上街參與過激政
治行動；學生亦應先了解修例的具
體內容，客觀理解和討論，別被政
客們的宣傳單張誤導。

余綺華：勿擾學校秩序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會長余綺華

說，對《逃犯條例》修訂引起的爭
議，以致有人受傷，總工會同仁深
感痛心。
她強烈呼籲各同工本着教師專業

操守，緊守教育崗位，不要罷課，
不要擾亂學校的正常秩序，不要影
響學生的學業與前途；「愛我們的

孩子，愛我們的下一代，保護學生
是最重要的。」

高家裕：不顧學生安全
高家裕譴責教協置教育專業及責

任於不顧。他指出，日前的金鐘暴
動，是有預謀及經過準備周詳的部
署，教協鼓動罷課罷教，是企圖煽
動年輕教師與學生，以他們作為反
對派的「馬前卒」，置學生安全於
不顧，更可能令學生誤墮法網、前
途盡失，絕對是不道德、不負責任
的。
他強調，成年人可責任自負，但

教協慫恿學生罷課，身為家長、學
校當局或校董會都必須阻止這種情
況發生，否則一旦學生有什麽「冬
瓜豆腐」，是難以補償的，師長的
責任更難以推卸。

教界譴責反對派推學生當「馬前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
港近日發生多宗因反修例引發的示威
衝突，有大學生涉參與事件被捕。港

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昨日發表聲明，
憂慮事件影響學生前途，籲同學應以
安全為先，不要參與任何暴力行動。
香港大學研究生會日前亦發出公告，
譴責使用暴力和一切煽動使用暴力的
言論，期望同學能理性看待修例，通
過合法途徑表達看法。
李國章在聲明中指出，對傳媒報

道近日示威活動中多名大學生被
捕，包括兩名香港大學學生，他對
此深感關注，憂慮此事會影響他們
的前途。李國章呼籲各同學應以文
明、理性及和平方式處事，不要參
與任何暴力行動，並請同學凡事務
必以安全為先。
香港大學研究生會公告指，近日香
港多處因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引

發示威騷亂，抗議人群持續「佔領」
香港政府總部附近街道，更有示威者
暴力衝擊警隊，致使警察使用橡膠子
彈和催淚煙霧。

港大研究生會籲罷前三思
港大研究生會呼籲同學們應保護

好自身安全，並懇請欲發起罷課罷
工的同學三思，若決心曠課參與示
威，請及時請假，並對自己的行為
負責。
會方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通

過民主立法程序修訂法律是香港法
治精神的體現，希望同學們理性看
待本次修例，仔細閱讀草案內容，
批判思考各方觀點，審慎對待媒體
宣傳。

李國章憂大學生涉暴毀前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教協日前號召
全港罷課，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日前致函全港學
校，呼籲同工緊守崗位，卻被扭曲為「散播白色
恐怖」。教育局昨日鄭重聲明，局方從來沒有、
亦不擬蒐集個人資料，對有個別團體故意歪曲事
實，例如瞎指教育局「借機掌握有機會罷課的學
生資料交給警方」，教育局深表遺憾，並呼籲市
民認清事實，不要受不負責任的言論誤導。
教育局發言人指，鑑於日前在灣仔及中西區一
帶發生的事件，以及有教育團體號召罷課，教育
局有責任了解學校運作會否受影響，以及為學校
提供所需支援。
考慮到學校的處境，教育局局長昨日致函全港
學校，除感謝和支持校長和教師的工作外，亦重
申學校在處理目前特殊情況時，須貫徹秉持專業
原則；又籲請大家繼續緊守崗位，讓同學能夠在
安全有序的校園環境下學習。

學生的福祉一直是教育局的首要考慮，為此會
與學校保持聯絡，了解情況，包括學生和老師缺
席情況是否有異常、學校是否有足夠人手照顧學
生、學生是否須要專業支援等，以便教育局按情
況提供協助及支援。另外，學校可按相關資助則
例、僱傭條例及行之有效的校本機制處理校內員
工的事宜。

強調無蒐集個人資料
發言人強調，教育局只向學校了解上述的一般
情況，從來沒有、亦不擬蒐集個人資料，更遑論
所謂的「秋後算賬」或「白色恐怖」。對於有個
別團體故意歪曲事實，發放不實言論，例如瞎指
教育局「借機掌握有機會罷課的學生資料交給警
方」，教育局表示深表遺憾。這無疑是在網上煽
動情緒，製造恐慌，亦足證局方昨日致函懇請學
校協助學生警惕網上訊息的必要。

囑教界緊守崗位 教局被屈「索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文
森）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演變成暴動，
暴徒以年輕人居多。香港首位中國工
程院院士、有「電動車之父」之稱的
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系榮譽教授陳
清泉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暴動源於有些人不希望中國強
大，不希望看到香港繁榮穩定。他對
有年輕人因此而被捕感到遺憾和痛
心，並呼籲學生要小心，不要被別有
用心者利用，影響學業及前途。香港
科技大學化學系講座教授、中科院院
士唐本忠則慨嘆，有部分年輕人和大
學生較容易受反對派輿論引導，希望
他們能培養獨立思考能力，明辨是
非。

陳清泉：年輕人要理性
陳清泉在接受訪問時指出，自己身

為科學家，志在追求真理、照顧全人
類；要進行科研活動，就需要穩定、
開放、包容的環境，和能夠自由發表
意見的社會。因此，他反對任何暴
動、騷亂和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希
望香港繼續穩定繁榮。
他續說，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

條例》，堵塞法律漏洞，是希望令香
港更加穩定和安全，他個人支持修
例，「修例是針對罪犯、嚴重犯罪的
人，怎會影響學生、影響守法的人
呢？」
「香港是一個開放包容的社會，不

同意修例的市民亦通過遊行表達意
見，但不幸的是，後來大批示威者衝
擊立法會，演變成暴動，是有組織

的！」對事件中有11人被捕，包括多名大學生，
陳清泉對此感到遺憾及痛心。
他回憶自己在讀書時也熱衷參與學生活動，「年
輕人關心社會，表達意見是值得鼓勵的。年輕人總
有激情一面，但也要理性的一面。」

暴動因有人不想兩地好
陳清泉認為，是次暴動的根源是「有些人不希望

看到中國強大，不希望看到香港繁榮穩定」，所以
企圖抹黑修例搞亂香港，並呼籲年輕人「停一停，
想一想」，「暴動帶來什麼好處？誰拿到好處？」
就反對派聲言明日會再示威，更鼓動下周罷工罷

市罷課，他認為，現階段各方應該冷靜下來，理智
地思考問題，通過和平商討的方式解決分歧，並提
醒學生要防止被別有用心者利用，影響學業和前
途。「大學階段是學習基礎的重要時期，首先要有
扎實的基礎，才能成為社會所需的創新人才。」

唐本忠：反對者不了解修例細節
唐本忠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為了國家安全，避
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修訂《逃犯條例》是特
區政府必須要做的，但不少反對修例者，其實並不
了解當中的理念與細節，建議政府通過傳媒向大眾
進一步詳細解釋相關修訂方案，增加政府與群眾之
間的交流。
他認同社會各界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但不能接受
在過程中使用暴力，作出非法行為。至於社會有個
別團體提出罷課等手段，他希望學生能有獨立思考
能力，勿受社會個別激進輿論引導，並希望群眾能
夠從各種渠道了解法例，進行理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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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章昨日發表聲明。
李國章聲明截圖

■陳清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