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匯要聞A5

2019年6月20日（星期四）

20192019年年66月月2020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19年6月20日（星期四）■責任編輯：甄智曄

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潘淑嫻直言，圍繞近期修
例紛爭，不少市民感到不開心，但特首已

經就此事向市民致歉，相信這件事逐漸可以解
決。
她認為，特首是「想要做實事的」，過去一兩
年香港在民生、經濟方面發展都有進展，可見特
首是努力的；這一點公眾應明白，並且配合特區
政府做好未來的工作。
香港直資學校議會主席、陳樹渠紀念中學校長
招祥麒表示，林鄭月娥雖然沒有使用「撤回」等字
眼，但她已明確表示已停止了修例工作，更沒有設
定限期，有關措施已經回應大部分示威者的要求，
反映了林鄭月娥的真誠歉意。
他強調，香港市民應該給予政府足夠的空間，讓
政府反思、反省，並重新起步。對於學生渴望表達
訴求，他表示理解學生心情，但建議大家要學會點
到即止，放眼未來，不該因過度抗爭而讓民生受到更
大的影響。

助政府回復社會和諧
直接資助學校議會執委黃金蓮接納林鄭月娥的致
歉。她指出，林鄭月娥一直非常關心年輕人的成長，
在推動優質教育方面更做了不少工作，例如落實教師
全面學位化等措施，可見她非常關心下一代。
她續說，林鄭月娥現時想盡力讓社會回復和諧穩定，

故社會應該給予她機會。身為教育工作者，年輕人犯錯
我們會給予改過的機會；在這個情況下，林鄭月娥也該
受到同樣待遇，「我們必須對人抱有希望。」
新界校長會會長朱景玄表示，「絕對接納對於特首對
市民的真誠致歉」。他認為，林鄭月娥用心推動修例工
作，奈何社會上完全了解修例詳情的人並不多。他提到，
林鄭月娥不斷與多個持份者交流，也答應暫緩修例事宜，
可見她非常樂意與社會溝通。
他續說，身為前線教育工作者，能深刻感受到林鄭月娥
對教育的關注，她投放在教育的資源比歷任政府更多，甚
至是「諗都諗唔到有咁多」。他認為，修訂《逃犯條例》
的風波應該畫下句號，讓現屆政府執行其他重要政策。

拚經濟民生 讓校園遠離政爭
新界校長會主席邱少雄表示，特首致歉的態度及其解釋均
可接受，並相信她的初心亦是希望香港能有更好的發展，
「香港日後發展還需向前看。」
他個人建議特區政府應將未來施政重點盡快放回經濟與民生
發展方面，尤其是經濟方面，「始終有很多事情亟待處理。」
港島校長會主席方仲倫表示，在校園內可以理性討論不同的
社會議題，既然林鄭月娥已經向每位香港市民致歉，希望大家
不要再將政治帶進校園，並強調學生有和平表達意見、參與政
治活動的權利，但均需在理性、安全的情況下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新社報道，國務委員兼
外長王毅昨日在北京同荷
蘭外交大臣布洛克共見記
者，有記者問及香港特區
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問
題。王毅介紹了事情的經
緯，表示中國中央政府對
特區政府暫緩修例的決定

表示支持、尊重和理解。
王毅指出，值得高度警惕的

是，一些西方勢力利用這個問
題，興風作浪，挑撥對立，企圖
破壞香港和平穩定，破壞「一國
兩制」。「我們要大喝一聲：請收
回你們的黑手！香港事務是中國
內政，香港不是你們橫行的地
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美國總統特朗普此
前接受《時代周刊》採訪
時稱，「發生在香港的遊
行對香港和北京來說影響
都很大。」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陸慷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指出，「特朗普總統明確說
過，關於發生在中國香港的
事情，他相信中國中央政府
和香港特區政府能處理好自
己的事情。」
《時代周刊》周二（18日）

報道稱，特朗普形容香港的
「街頭示威」產生「巨大影
響」，且「在與中國打交道時
非常有效」，並稱：「我會讓
示威者為自己說話。我與中國
有我們自己的爭議，但我相信能

成功解決，我會讓中國以及示威者去
解決他們的問題。它看來會獲得解
決。」
陸慷昨日在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

會上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特朗普總
統的表態他沒聽說過，「但我想大家
都知道，特朗普總統明確說過，關於
發生在中國香港的事情，他相信中國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能處理好自
己的事情。」
他強調，在中外交往過程中，

「如果外方真心善意想了解發生在中
國的情況以及中國中央政府或地方政
府的政策，我們對通過溝通增進了解
從來都是持開放態度的。但是，如果
任何人或者勢力抱着先入為主的偏
見，甚至懷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試
圖干涉中國內政，我們的態度也非常
明確，那就是堅決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
來自沙田反干預聯盟、香港漁民團
體聯會、香港農業聯合會3個團體
近40人，昨日到美國駐港澳總領事
館抗議，就美國粗暴干涉香港事務表
達強烈不滿。
他們手持寫有「強烈譴責美國霸權、

粗暴干涉香港事務」的橫額，並一直高
呼「外國勢力無權干擾」、「中國主權不
容侵犯」、「美國收聲」等口號以表不
滿。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副主席楊上進表

示，雖然《逃犯條例》修例引發社會
激烈討論，但無論正反聲音，實際上
都屬於香港的內部事務。而美國只是

聽反對派的聲音就以偏概全，而且更
一直搞小動作，如揚言要提出《香港
人權與民主法案》，這背後一切其實
都是美國想借此打擊香港的國際聲
譽，從而打擊中國，以讓自己能在貿
易戰佔優，團體一致強烈譴責美國的
有關做法。
其間，因為美國領事館代表遲遲未出

來接信，在場示威者指責美方有膽就
《逃犯條例》修訂干預香港事務，煽風
點火，說三道四，但就無膽接信，「反
對聲音都唔聽，係假民主呀！」
最後，示威人士在門外一直高呼口號

近半小時後，美國領事館終派員接信，
示威人士和平散去。

漁農界批美干預港借勢反中

反對派煽反反對派煽反TSATSA
搗亂試場亂校紀搗亂試場亂校紀

教界挺特首 息爭向前看
讚關心教育貢獻鉅 勿因爭拗影響社會

外交部：歡迎善意溝通 堅決反對干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中三全港性
系統評估（TSA）中文、英文及數學紙筆評估
前日結束，早前有示威者以反修例為藉口，經
社交媒體發動TSA相關的不合作運動，包括
「交白卷，塗黑Barcode」及缺考等，干擾正
常教育運作，據網上流傳相關試卷相片所
見，有學生於TSA在卷上寫上反對字眼。考
評局回應指，局方收到小量學校就評估期間
有異常事項的匯報，並已向學校發出補充資
料，包括要求監考員馬上制止呼叫口號等
滋擾行為，確保評估運作暢順。

考評局添指引確保秩序
據了解，考評局在TSA開始前已特別
向各監考員發出「就考生異常行為予監
考員的補充常見問題」指引，當中提及
考生異常行為包括缺席、故意塗污電腦
條碼、考試期間呼叫口號、故意塗污、
撕毀試卷等時應如何處理。
根據指引，

若有考生在評估期間「呼叫口號」對其他同學
構成任何滋擾，監考員應馬上制止，若情況持
續應向評估行政主任求助，並把事件性質及持
續時間等記錄於「紙筆評估總結表」內。
若有考生故意塗污、撕毀試卷，應在不影

響其他學生的情況下立即制止並處理，而若
考生故意塗污電腦條碼，指引提及監考員應
要求考生使用後備電腦條碼，覆蓋貼在原來
的條碼上。
考評局發言人回應指，局方確收到小量

學校就評估期間有異常事項的匯報，局方
亦已向學校發出補充資料，提醒監考員可
參考《監考員手冊》所列的指引，處理考
生應考時可能出現的異常事項，並為部
分相關異常事項提供具體處理建議，以
確保評估運作暢順。
考評局續指，校方可因應情況以校本

方法處理缺考等異常事項，有需要時
亦可與考評局聯絡及查
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

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及《刑

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反對

派不斷挑動市民情緒，相繼引發

大型遊行及暴力衝擊事件，造成

社會分化對立、撕裂社會。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在宣佈停止有關修例工

作後，再就政府在處理修例事上的

不足，向市民大眾作出真誠致歉。

本港多位教育界人士昨日均表示接

納林鄭月娥的道歉，並讚揚她非常

關心下一代的成長及教育，期望社

會能夠為修訂風波畫下句號，不該

因過度抗爭而影響社會。

：王毅
理解暫緩修例
嚴拒外力黑手

■■網上流傳有考生只在卷面寫網上流傳有考生只在卷面寫「「反送中反送中」」字眼字眼，，甚甚
至在作文中以相關議題做題至在作文中以相關議題做題，，並寫有污言穢語等並寫有污言穢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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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個團體到美國駐港領事館門外示威個團體到美國駐港領事館門外示威。。香港文匯報記者繆健詩香港文匯報記者繆健詩 攝攝

■■多位教育界人士昨日均表示接納林鄭月娥的道歉多位教育界人士昨日均表示接納林鄭月娥的道歉。。圖為特首上月視察小學課堂圖為特首上月視察小學課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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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考驗人的時候，不是順風順水之時，而
是挫折當頭之際。弱者自怨自艾，強者自勵自
強。「辦法總比困難多」，習近平主席對中國
人勇克逆境精神和態度的生動概括，正好適用
今日香港。

政府宣佈停止修訂《逃犯條例》的立法工
作，特首林鄭月娥已就政府在修例工作的不足
與缺失，向全港市民真誠道歉。對於這個結
果，相當一部分推動、支持修例的人士，難免
出現失落，對修例這項合法正當的工作被反對
派的政治權謀推倒，深感惋惜和不憤。但既然
政府為避免矛盾進一步激化、社會進一步撕
裂，毅然停止修例工作，社會各界就應接受現
實，敢於面對和承受挫折。政府、警隊、建制
派及支持者都應擺脫失落，重新振作，堅守熱
愛香港、服務香港的初心，相信正必勝邪，相
信絕大多數善良、理性的市民，仍然認同落實

「一國兩制」、堅守法治秩序、保持香港繁榮穩
定局面的主流取態，以堅定的行動讓香港回歸
正軌，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持續贏得並且
鞏固廣大市民的支持。

政府停止修例的立法工作，讓不少港人，尤
其是過去3個多月來盡心竭力推動和支持修例
的官員、公務員、建制派人士以及眾多市民，
感到失落挫折。這是正常不過的自然反應。因
為大家由衷深信，修例是彰顯公義、完善香港
法治的必要之舉，避免香港淪為「逃犯天

堂」，修例本身何錯之有？因此，
推動和支持修例的

人士覺得，停止修例的立法工作，等同公
義、正義力量的失敗。其實不然，這不是
輸，只是一次教訓深刻的挫折。修例的正當
性不容置疑，只是因為反對派、激進派、外
部勢力無所不用其極地誤導、恐嚇、抹黑、
施壓，放大了一部分不明真相市民的憂慮，
產生巨大阻力和社會撕裂，令到修例工作被
迫停止。但這個結果之下，就算部分對修例
抱有憂慮的市民，也不會認同任由香港的法
治存有漏洞，更加不認同有人利用和平表達
訴求的遊行實施暴力衝擊。在公理和道義的
層面，推動和支持修例的每一個人，都不是
輸了，只是遭遇無奈的挫折。

其實，只要冷靜客觀地分析判斷，儘管修
例工作在戰術上遭受挫折，但熱愛香港、維護
法治和秩序、讓香港更加繁榮穩定、讓港人更
好地安居樂業，這個民意的戰略大勢沒有變、
也不會變；追求法治正義，依然是香港的核心
價值和主流民意，這個社會大環境下的人心向
背沒有變、也不會變。挫折固然讓人惋惜失
落，但只要看到香港的民情民意大勢沒變，就
完全沒有必要對香港、對市民、對自己喪失信
心。

此次修例風波，反對派用盡欺騙、抹黑、
恐嚇等手段，暫時積聚一定政治能量，一時
氣焰囂張。但是，靠不擇手段騙來的民意支
持從來不會長久。反對派如果繼續迷信他們
的慣用伎倆，繼續欺騙市民、煽動對抗，不
讓風波盡快平息，反而得寸進尺，阻礙政府

施政，令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服務市民舉
步維艱，反對派終將受到主流民意的反噬。
相信理性民意，審時度勢，社會各界應可準
確判斷香港終將何去何從。

首先，對政府而言，完全沒有必要為一時
一事的戰術挫折而對施政信心不足，出現畏
難情緒。只要施政措施有利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有利維護香港的法治和秩序，絕大多
數市民肯定會支持。任何政客以政治化手段
狙擊政府開展順應民意、為民謀福的施政，
肯定會受到大多數港人的反對。罔顧香港利
益、港人福祉的行為做得越多，騙來的民意
也流失得越快。因此，政府應堅定不移推行
利港利民的施政，不要猶豫、不要彷徨、不
要等待。

其次，對警隊而言，在這場風波中，他們
再次展示出熱愛香港的高尚情懷與文明專業
的執法素質。正是警方盡忠職守的執法行
動，避免了由反對派、激進派挑起的暴力衝
擊，對市民、對香港造成更大傷害。絕大多
數有理性、有良知的港人，絕對認同、支
持、讚賞警方捍衛法治的行動。這一點毋庸
置疑。現在，反對派、激進派提出「釋放暴
徒」、「追究警方暴力執法」等荒謬要求，完
全顛倒是非、混淆正邪；更有少數激進分子
惡意辱罵、恐嚇警員及其家屬，這些邪惡違
法行為，絕大多數港人深惡痛絕、堅決反
對。相信警方定會秉持對香港忠誠、對法治
忠誠、對市民忠誠的初衷，繼續依法維護香

港法治和秩序，廣大市民始終是警隊最堅強
的後盾。

第三，對建制派而言，他們堅定支持修
例，支持政府依法施政，這不僅沒有錯，而
且非常正當合理，凸顯建制派熱愛香港、服
務市民、維護法治、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美
好初心，肯定會贏得廣大市民一如既往的尊
重和支持。如今反對派、激進派及其支持
者，因得意一時而彈冠相慶，而且得勢不饒
人，對建制派進行毫無理性的指責和攻擊。
越是艱難，建制派越要咬緊牙關。因為，正
義與邪惡、美好與卑鄙的分野，客觀存在於
善良理性的市民心中。建制派當下最重要的
是做好自己，繼續和政府攜手同行，支持政
府盡快開展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服務市民
的工作。建制派與政府攜手同行，把熱愛香
港的美好初心，轉化為利港利民的豐碩成
績，假以時日，肯定會獲得越來越多理性市
民的支持。看清這個大勢，建制派將以更自
信積極的行動，展示熱愛香港的美好情懷，
爭取更廣泛堅實的民意支持。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我們堅信，所有熱愛香港、服務市民的初
心，總會得到絕大多數港人的認同和支持；
任何損害香港利益、損害港人福祉的惡行，
勢必被愛香港、持理性、有良心的市民所唾
棄。獅子山下的故事，始終是正能
勝邪，愛拚才會贏。

後修例風波—堅守熱愛香港服務香港初心 相信正義力量相信理性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