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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思想滲校 青年批鬥父母
「要挾」父母上街似「文革」政治入校園現極端思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在前
日示威者包圍入境事務大樓及稅務大
樓期間，有人煽動示威者包圍舉行國
際珠寶展的會展中心。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巢國
明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最
近的示威活動都很接近灣仔會展，
已造成海外商家擔憂，有部分更拒
絕來港洽談業務，而最終的成本都
要由中小企承擔。
中華廠商聯合會行政總裁楊立門則
希望所有示威活動都不應影響社會大
眾的日常生活，商界亦希望有一個比
較穩定的營商環境，希望事情平靜下
來。
在「連登討論區」，網民「你條女
係雞黎（嚟）呀」發帖，煽動「圍會
展啦 今（前）日珠寶展 乜國家既
（嘅）人都有」，聲稱「門口得兩
個，有鐵馬，考慮下（吓）」。

中小企總商會盼重建港形象
巢國明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
反修例示威活動影響灣仔會展等地的
舉行，造成海外商家擔憂，令他們卻

步拒絕來港洽談業務，而所帶來的成
本，都要香港的中小企承擔，希望特
區政府應多做工夫，重建香港形象。
他直言，不期望G20峰會的「習特

會」可以完全解決到中美貿易戰，
「因為這不止是一場貿易談判，更牽
涉意識形態，是兩國國力之爭。……
現在很多廠商都是勉強經營下去，並
已經作出最壞打算及準備，可能要與
美國進口商傾談，如何分擔可能再加
徵的關稅。」

廠商會憂令外商失信心
中華廠商聯合會行政總裁楊立門

在同一節目上表示，修訂《逃犯條
例》一事已經告一段落，近期的社
會衝突雖未至於令外國商人失去信
心，而他們仍需要向客戶解說，希
望特區政府能就目前的社會衝突有
一個說法，回應市民訴求，令事件
盡快告一段落。
被問到政府應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

會調查6．12事件，他認為應考慮先
用現行機制，但並非反對成立獨立調
查委員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香港近日發生的反修例行動，

在反對派的持續煽動下不斷「升級」，日前更爆出有成功被「洗

腦」的年輕人在網絡上載批鬥父母短片，向青年人鼓吹所謂「沒

上街的父母根本沒有愛過你」的過激言論，企圖「要挾」父母、

離間親情，大批網民大呼彷彿「文革重現」。有教育工作者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分析，近年政治入校園情況帶來的負面

影響長遠且惡劣，讓部分年輕人誤以為「政治凌駕於一切」，出

現只要政治立場不同，父母親情都可不顧的極端思想，認為這是

社會文明倒退的表現，值得教育界深切反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一批示威者前日
包圍警總，更不斷挑釁在場的前線警員，新民黨
副主席容海恩昨日直言，示威者包圍警總，令很
多警察或其家人非常擔心，更令警方999報案中
心和緊急服務受到影響，「警隊係香港唯一執法
部門，示威者癱瘓香港，對佢哋（警察）好唔公
平。」
在昨日一電台節目上，容海恩直言，示威者不應
該拿警察出氣，令很多警務人員的家人非常擔心，
而部分懷孕和患病的警務人員到昨日凌晨才能離開
警總，是很不公平的：「警隊係香港唯一執法部
門，示威者癱瘓香港，對佢哋（警察）好唔公
平。」

示威者不應拿警「出氣」
她強調，現有機制已可以處理涉及警方不合理行

為，但前日示威者所為令999及其他緊急服務受到
影響，而其他政府部門的運作亦受到阻礙，目的是
要癱瘓香港社會的運作，而有關人等不該利用其他
人來「出氣」。

張宇人：警家人不該受欺凌
自由黨主席張宇人在同一節目中表示，該黨十

分敬重警察：「警察佢有份工，可能佢有支棍、
可能有個盾牌、可能佢有橡膠嘅子彈，但係佢哋啲屋企
人……有屋企人做警察，其實係咪應該喺任何情形下都欺
凌？」
「議會陣線」議員朱凱廸承認，前晚警方和示威者都「表

現克制」，沒有人受傷、沒有人被捕，但修例一事仍然「未
解決」。
他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而調查範圍是要檢討特區
政府由2月開始推行修例至今的程序「是否恰當」。張宇
人強調，香港法院有能力處理警方被指控涉嫌濫用武力的
事件。
朱凱廸又聲稱，目前的暴動罪「定義含糊」，只提到
「破壞社會安寧」，是「過時的法例」，並稱執法部門如
有證據證明示威者襲警，可控告襲警或刑事毁壞等清晰罪
行。
容海恩反駁，不應用政治方法處理刑事檢控案件，現時是

否定性暴動不重要，而是視乎法庭判定個別人等的行為是否
涉及暴動。

為達個人政治目的，反對派所用
的手段向來沒有下限。早在非

法「佔中」時期，時任理大講師的
「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
不顧教育工作者身份，不僅鼓吹年
輕人出來反抗，更聲稱反「佔領」
的家長是豬，鼓吹年輕人與「港
豬」劃清界線，呼籲子女與父母斷
絕關係，終生不相往來云云。

荒謬言論離間親情
昨日在網上流傳的短片有樣學
樣，片中一位參與遊行和暴力衝擊
的九十後香港青年用逾6分鐘的長篇
大論批鬥香港父母，聲稱因父母沒
有和子女一同參與暴力衝擊，所以
「你嘅父母根本無愛過你」云云。
短片中，該青年從父母反對暴力

行為、要求子女交家用、無法提供
充足的物質條件給子女等多個角
度，企圖論證其「香港的父母由個
仔出世這一刻都不停索取他」、
「每一個父母從來都無諗過可以給
予到什麼給子女」、「大難臨頭各
自飛」、「有事沒事都要不斷剝削
年輕人」的荒謬結論。

該青年最終以「愛不愛年輕人，
在是否上街這件事上會表達得一清
二楚」作結，企圖要挾父母上街的
居心昭然若揭。而該片片尾又加上
香港作家倪匡聲稱「現在的年輕人
不夠激進」、「老人家的話不要
理」的言論，企圖進一步美化自己
離間親情的惡行。

政治凌駕一切是文明倒退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

認為，香港教育輕中史、中國文
化、傳統道德，在近年香港政治發
展走向歪路、被西方政治思想不斷
干預的情況下，年輕人便很容易受
到蠱惑。他表示，當下反對派為鞏
固勢力，不會放棄極端訴求，令社
會形成鬥爭氣氛，社會安寧、穩
定、人與人之間的尊重等都成為代
價，而當中受負面影響最大的就是
涉世未深的年輕人。
他續說，從近來發生的反修例暴力

衝擊活動可以看出，部分年輕人的想
法是「你不認同我嘅想法、不跟足我
嘅路線，就冇得傾，大家『鬥到
底』，甚至連父母都可以不顧。」

張民炳批評，這種政治凌駕於一
切的態度，是文明倒退的表現，認
為這和近年政治入校園的情況有非
常大的關係，批評有教育團體不斷
鼓吹老師、學生參與政治活動，對
學生進行政治「洗腦」。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認為，

該片反映反對派已然沒有辦法在現
有的政治價值觀裡想到更好的理
念，故唯有利用青年人「無厘頭的
跳動倫理關係」，希望博取年輕人
的支持，而相關做法十分失敗。
他直言，香港年輕人容易接觸政

治議題，顯現出對政治「早熟」的
情況，但並非代表年輕人對政治有

深入認知。

網民促反思港教育
網民「Manfung Tong」看過該短

片後直呼「好恐怖，現在年青(輕)人好
像文革拿她們父母遊街」，「Rachel
Lee」對「一個社會敗壞在於連基本
道德教義都沒有了」感到「可悲」。
「趙露比」則無奈：「算吧喇～

依(𠵱 )架(家)連幼稚園番(返)學都唔係
學寫字係學政治！何況上到大
學……」「曾楊」更說出許多市民
的擔心：「香港的以後被這幫人接
手會是什麼樣子」，督促要反思香
港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反對
派無視法治，將「6．12」事件中使
用暴力的激進分子，和當日的和平
示威者綑綁起來，稱這些示威者
「都沒有暴動」，要求律政司撤銷
「所有人」的控罪。律政司司長鄭
若驊昨日強調，律政司一定會按照
法律，視乎相關證據及跟隨《檢控
守則》作出檢控與否的決定，「除
非有充分被法庭接納的證據，令案
件有合理機會達至定罪（reasonable
prospect of conviction），我們不會
作出檢控決定。」

就修例工作不足致歉
鄭若驊在出席一公開場合時，承認

特區政府在修訂《逃犯條例》的工作
不足，引起社會的矛盾和紛爭，「作

為政府團隊一分子，我在此向大家真
誠致歉。政府會繼續以謙卑的態度，
聆聽大家的意見，亦會以謙卑的態
度，繼續接受批評。我們希望把工作
做得更好，能夠盡量回應社會的要
求。」
被問及律政司會否加快處理「6．12

事件」的檢控程序時，她強調，無論
有否被任何人定義為一場暴動，都不
會影響律政司的檢控工作。
她說：「律政司進行檢控時，一定

會按照法律，看相關證據，以及跟隨
《檢控守則》作出檢控與否的決
定，……第二，我們作出檢控決定
時，會按照《檢控守則》的指引，獨
立、不偏不倚、無畏無懼（來處
理），單看證據。除非有充分被法庭
接納的證據，令案件有合理機會達至

定罪（reasonable prospect of convic-
tion），我們不會作出檢控決定……
當我們收到文件時，一定會盡快處
理。我亦相信，整個政府團隊都會盡
快按照現行的機制，盡快處理最近的
事情。」

現行機制可處理投訴
香港大律師公會前日發出聲明，要

求「完全撤回」《逃犯條例》及成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鄭若驊強調，特區
政府已經停止修例工作，「我們亦無
既定的時間表，政府亦不會貿然重新
做相關事情，所以我希望大家就實際
的情況有所理解。」
她續說，有關成立獨立委員會的要

求，「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我們其實
現時在法律或機制上，已經有一個獨

立機構處理
相 關 的 投
訴，又或者
處理相關有
可能涉嫌犯
罪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大家應該先
用現行的機
制來處理事情。」
就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提出通過

「域外法權」去解決台灣殺人案的
問題，鄭若驊強調，擴大香港的域
外法權並不能處理台灣這宗案件，
「我們在政府現行的法律機制上，
如果不能夠將地域的限制移除，其
實在現行的法制上我們處理不到台
灣這宗案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
茂）香港政治入校園情況嚴重，
政治議題竟三番五次出現在小學
生的課業當中。繼日前被爆沙田
有小二常識科老師疑似在課堂灌
輸單方面反修例資料後，昨日又
有網民爆出有上水小學五年級的
功課涉及這一議題，並擔心教師
是否客觀指導學生認識事件。有
資深教育工作者認為，相關內容
完全不適宜出現在小學課堂，反
對老師就未能真切掌握的事件貿
然進行講授。
沙田崇真學校小二常識科老師

以「反修例」作小二常識工作紙
課題，疑似只灌輸單方面資料，
對示威者攻擊警方的情況隻字不提的新聞剛剛曝光，引起社會
嘩然，昨日就又有facebook群組爆出上水宣道小學五年級的工
作紙，要求學生搜集及剪貼一則與修訂《逃犯條例》有關的報
道，並回答從新聞報道了有關《逃犯條例》的什麼事，以及閱
讀該篇報道後的感想。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強調，相關議題完全不適合成為小
學生的功課，不僅因為相關議題複雜，不適合這一身心發展階
段的學生，亦因為相關事件正在發展中，且社會謠言四起，很
難分辨信息真偽，他反對教師急於將此議題加入功課的做法，
又質疑出題的老師是否深入了解《逃犯條例》，「如果唔係，
仲夠膽講？」
他續指，學校應該幫學生建立知識結構，建議教授已達成共
識的內容，而不是一味追求熱門，最後將課堂淪為看電視新
聞、讀報、看視頻。至於從教育專業角度看，這個工作紙的水
平如何，他則指，教授課程的目的可以是知識、技能、態度，
「而這個功課要教授哪種內容呢？」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很多成年人都未必了

解修例的情況，一般小學生更未必明白，並不排除有些教師故
意把自己的政治主張或偏激想法灌輸給學生。他續指，許多家
長擔心教師在課堂教授相關議題是否持平，質疑為何子女會有
極端情緒出現，他相信，此類教師應只為一小部分，但認為即
便如此亦不可輕視。

小學功課驚現「反修例」

鄭若驊：檢控視證據及守則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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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功被「洗腦」的年輕人在網絡上載批鬥父母短片，被負面評價洗版，原
影片便被匆匆移除。 fb視頻截圖

■小學功課涉政治議題。
fb圖片

■張宇人 資料圖片 ■容海恩 資料圖片

■鄭若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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