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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不應向極端勢力低頭 免商譽受損

WEN WEI EDITORIAL

世界，都是少數；和平理性、反對激進暴力，才
是社會的主流。個別企業默許甚至討好極端激進
勢力，就不怕得罪和平理性反暴力的大多數？個
別企業獲得極端激進的小眾市場支持，就不怕失
去尊重法治、嚮往安定、堅持在商言商的大市
場？
更令人擔憂的是，企業因為政治理由干擾商業
決定，違反商界的普世價值，給市場增加更多不
明朗因素，會令更多企業無所適從。就像本屆美
國政府以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任意對其他國家
的商品加徵關稅，限制本國企業與外國企業的正
常合作、交易，嚴重干擾經濟運作和市場秩序，
本國企業、民眾也蒙受不可承受的損失，怨聲載
道。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美國企業、民眾群起
反對本屆美國政府以政治干擾商業的不當做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個別企業因政治原因而
抽起在 TVB 的廣告，或者默許自己的專利產品被
用作政治用途，他們是否應該冷靜反思，有關決
定是否妥當，是否順應世界發展的大勢所趨，是
否最符合企業自身利益。
值得警惕的是，少數極端激進之徒，不斷向企
業施壓、恐嚇，要挾企業抽起廣告，企圖藉以懲
罰 TVB 等被他們視為不友好的新聞機構，繼而影
響這些新聞機構的報道方向，這是赤裸裸地干
預、剝奪新聞自由。而這些極端激進之徒，他們
反對修例，正是打着要捍衛言論自由、新聞自由
的冠冕堂皇的幌子。口中高叫追求言論自由、新
聞自由，行動卻在破壞新聞自由，容不得不同意
見，不讓其他意見有言論自由，這不是很虛偽
嗎？這根本就是輿論霸權。每一個香港人和在香
港經營的企業，都要堅定地向激進勢力說不，捍
衛香港的真正商業自由和言論自由。

中學文憑試（DSE）昨日放榜，今年產
生 12 名「狀元」。多名新科「狀元」認
為，港人要以和平理性方式表達意見。
「狀元」主張和平理性表達不同意見，
顯示大多數學生反對暴力、崇尚理性，
這也是香港的主流價值觀。「狀元」學
生發奮讀書，立志以所學奉獻社會，令
人欣慰，亦激勵全港學生以正途成就人
生，建設香港，遠離極端激進思潮，以
免自毀前程。
今年 12 名文憑試狀元中，6 人成為超級
狀元，為歷屆最多。兩名來自拔萃女書院
的狀元均認為，港人要以和平理性方式表
達意見。聖保羅書院的超級狀元，盼讀港
大法學，直言入讀法律系後，能了解更多
相關政策、政治事件背景，可作更客觀評
論。學生關心社會議題，主張和平理性表
達意見，顯示香港尊重法治、多元包容的
主流價值觀在下一代延續。
今年多名來自基層家庭的尖子，不受
家境所困，自強不息，在學業上脫穎而
出，獅子山下奮鬥精神在年輕一代得以
體現，令人欣喜。3 年前才來港的學生吳
俊熙，在本屆文憑試取得佳績，新學年
將在倫敦帝國學院修讀土木工程，期望
為香港、乃至世界提供更有效、環保的
填海方式，以解決緊絀的土地資源問
題。吳俊熙表示：「沒有資源並不代表
沒有能力，我們需要在限制中尋找最大
的發揮空間，我堅信在 5 年、10 年後，大
家終會取得成功。」基層家庭的學生發
奮讀書、創出美好人生，值得其他同學

社評

近日有極端人士聲稱不滿無線電視（TVB）關
於修例風波的新聞報道，發起抵制 TVB 廣告商等
針對新聞機構的活動，有個別 TVB 廣告商涉入事
件之中，抽起在 TVB 的廣告；有個別國際知名企
業，如迪士尼對於自己的產品被人進行政治化的
二次創作置若罔聞，默許被用作政治用途。香港
作為法治良好、包容開放的國際商業中心，合法
經營的企業不應被政治騎劫左右，不應為遷就、
討好某些極端激進勢力而放棄中立，否則只會令
自己的品牌政治化，商譽受損，得不償失。反修
例的極端激進勢力，將黑手伸向全港各個方面，
破壞香港平安營商環境，損害港人整體利益。
此次反修例風波，令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不
同政見嚴重對立。但越是面對這種複雜敏感的局
面，作為商業機構，越要保持客觀中立，避免涉
入政治風波，以免增加形勢的複雜，令矛盾更尖
銳。此時此刻，個別企業無論出於什麼原因，取
消在 TVB 的廣告，或者默許自己的產品被作政治
化的演繹，其客觀效果勢必傳遞相當負面的信
息，等同向違法暴力低頭，討好極端激進政治主
張，甚至暗示站在極端激進政治主張一邊，令極
端激進勢力的氣焰更盛。
個別企業因政治原因，突然抽起在 TVB 的廣
告，自然會獲得極端激進勢力投桃報李，網上充
斥形容有關企業是「良心企業」之詞，呼籲支持者
購買個別企業的產品，個別企業不僅得到一時掌
聲，或許還獲得一些實利。但是，個別企業不能
忽視，以抽起廣告干預新聞報道，這是在有良
知、講道義的社會所不容的，必將對企業形象造
成難以補救的傷害。
極端激進勢力不論在香港乃至全

年輕人行正途 成就人生建設香港
引以為榜樣。
今年 12 名「狀元」中，有 9 人選擇讀醫
科。
「狀元」
選擇當醫生，是香港學生的一
貫傳統，他們不僅僅是為了謀取一份穩定
較高的收入，更為了實現懸壺濟世的理
想。聖保羅男女中學
「狀元」
甘浚祺，小學
時候患有急性淋巴性白血病，被迫休學一
年接受治療，獲醫生悉心照料康復後，甘
浚祺自此對穿起白袍充滿憧憬，希望當一
名醫生以幫助更多的人；聖馬可中學「狀
元」陳韋諾表示，有意報讀中大醫科課
程，在他眼中醫生應以仁心行事，救助他
人，而非只為金錢利益。
年輕一代充滿理想，願用青春歲月的
堅毅奮鬥，以正途建設香港，造福市
民，這是香港之福。今年 47,000 多名日
校考生報考文憑試，考生成績符合入讀
本地大學最低要求的有 19,728 人，約 1.5
人競爭 1 個大學資助學額。教育局局長楊
潤雄表示，成績單或反映同學的考試表
現，但絕對不決定大家的未來，考生只
要奮發向上、願意努力並懂得靈活變
化，未來掌握在自己手裡。
目前，年輕人對包括修例問題在內的
社會問題有不同意見，甚至以和平理性
的遊行表達個人訴求，這也正常。只可
惜有少數年輕人被人誤導、盲目從事違
法暴力行動，恐有自毀前程的風險。希
望青年學子明辨是非，遵紀守法，珍惜
青春歲月，學好本領，為自己、為香港
規劃好未來，用正確方式
回饋社會。

教聯會批教協庇仇警師煽暴
斥借「專業旗號」為惡行開脫 重申為人師表須謹言慎行

論，引起廣大民眾批評，加上傳媒揭發有通識科工作紙懷疑觀點偏頗，更引起社會對通
識科議論紛紛，擔憂通識科已成別有用心者向學生灌輸錯誤政治觀念及價值觀的工具。
不過，教協竟然不理是非，將社會針對個別教師的仇警言論的投訴及對通識科的關注形
容為「恫嚇前線教師」、「製造白色恐怖」。教聯會昨日發聲，不點名批評教協打着所
謂的「專業旗號」為散播仇恨開脫，強調教育工作者必須謹言慎行，若宣揚仇恨而不被
抨擊，人類社會無疑會回到蒙昧與野蠻。

通識科教師賴得鐘早前於社交網站發佈有咒罵警
察言論的圖片，受盡千夫所指，被揭發後他馬

上「補鑊」刪圖，又以「一時情緒激動」為藉口解
釋，並向警員及相關人士致歉，及後他再「跪低」，
辭去考評局通識科委員會的公職及通識教師聯會的專
業職務。

反駁
「言論自由」
論無理
教協前日就發出聲明，意圖包庇相關行為為其開
脫，不但將煽動仇警包裝成為「享有言論自由、政見
表達及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更顛倒是非指責事件
受害者的四個警務人員團體，稱其去信投訴及表態不
接受道歉形容為「施壓」，暗示外界要「對老師進行
政治迫害」，又將外界對通識科的關注，關心學生有
否被煽動及「洗腦」形容為「製造白色恐怖」、「恫
嚇前線教師」云云。
教聯會昨發出聲明回應，不點名批評教協是打着
「教育專業、言論自由」的旗號，為相關教師說項開

脫，作為教育團體應以正視聽。
教聯會強調，社會對教師有很高期望，若公開辱罵警
務人員、鼓吹仇恨文化，無疑踐踏了教師專業的底線。
而教師對學生的影響，不僅限於課堂，社交媒體、公開
場合的一言一行，均會為學生帶來深遠影響，故教師更
需要謹言慎行，決不允許帶頭鼓吹仇恨。
聲明續指，人類文明社會的底線是不容許宣揚仇
恨，必須要堅守，若任何人宣揚仇恨而不受抨擊和懲
罰，人類社會將與文明告別，回到蒙昧與野蠻；若教
師不能超越政治，任由政治蒙蔽雙眼與良心，不僅沒
有資格談論專業，更是枉為人師。
教聯會強調，身為教育工作者需要秉持專業、持平
理性的態度與學生一同探討爭議性議題，引導學生進
行多角度思考和分析。
對有團體將一切的暴力及仇恨言論都歸咎於特區政
府施政及警方執法，教聯會表示絕不苟同，強調無論
什麼原因，絕不應該合理化激進行為及言論，否則對
社會遺禍無窮。

■賴得鐘（左）與教協葉建源過從甚密。
網上圖片

■涉事的賴得鐘早前已辭去考評局公職。 fb截圖

張翔：溝通才能重整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香港大
學校長張翔上周發表聲明，指對 7 月 1
日立法會大樓發生的暴力事件深感痛
心，並點出「破壞性的行動應予譴
責」，呼籲各方理性而務實解決紛爭。
不過，一群港大校友及學生就發起聯
署，聲言張翔「對烈士的死諫和大眾的
訴求視若無睹」，並於昨日向張翔遞交
請願信，更威脅會將行動升級，施壓要
張翔收回言論。張翔接過請願信後表
示，得悉各人憂慮，但強調暴力無法解
決問題，認為只有雙方進行溝通，社會
才得以重整。

接請願信 重申暴力應受譴責
張翔於 7 月 3 日發出聲明，表示對立
法會的暴力事件感痛心，認為破壞性的
行動應予譴責，並呼籲各方莫再訴諸對
抗，要理性務實解決紛爭，同時深信不
同意見人士可以文明理性地共處，只要
主動開展積極對話，便可以復和社會的
裂痕。
不過，如斯正當聲明竟然激起一批
所謂的學生及校友責備及威脅。昨
日，約 20 名戴上口罩、聲稱「並非」
來自政治組織和學生會的港大學生及

校友向張翔遞交聯署，稱已收集逾
2,000 個聯署，要求張翔收回聲明及停
止譴責示威者、保障港大師生言論自
由，及不會處分參與社運師生等，更
威脅指若張翔於周五前沒有回應，行
動將會「升級」。
張翔在接過請願信後表示，得悉各人
憂慮，並表示大學作為教育者非常關心
學生。他強調，暴力行為應該譴責，暴
力亦無法解決問題，只有雙方進行溝
通，社會才得以重整。
被問及警方清場時有否濫用武力，他
回應說，聽聞相關方面會就此進行調
查，認為如調查結果證實涉暴力行為，
同樣應該受譴責。

塗鴉抹黑校長 證批鬥者橫蠻
根據《學苑》fb 報道，昨晚發現有人
於港大校內施工地盤圍板上噴上針對
張翔的粗口塗鴉，又將該處標為「港
大連儂牆」，展示批鬥者的橫蠻粗
鄙。
張翔其後向港大師生校友發電郵，進
一步說明自己的立場及回應聯署一事。
他強調，自己從心底反對任何時刻任何
形式任何人施行的暴力，從無意要討好

仇警論屬咒罵 楊潤雄：會作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對於有資深通識科老
師上載宣揚仇警言論圖片而引起批評及廣泛社會爭議，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首次開腔回應，他強調，相關言
論並不是「政治表達」，而是「有咒罵成分」，並確認
局方近日就此事收到很多投訴，會根據一貫程序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有資深通識科老師早前在社交網站發佈咒罵式的仇警言

■港大地盤圍板出現包含粗口的塗鴉辱
罵張翔。
學苑fb圖片
或責備他人，自己亦非常擔心 7 月 1 日
當晚在場者的人身安全，當日的聲明亦
是以此為重點。
他續說，大家都看到香港人能和平地表
達意見，呼籲社會延續此和平解決紛爭的
傳統，而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及集會自由
是大學的核心價值，他會致力捍衛。
張翔並表示，自己留美近30年後選擇
到香港，是因為此處獨特性以及巨大潛
力，自己仍在學習香港的特別之處，而
過去一年所見香港人、香港的活力及彈
性讓他印象最為深刻。就香港面對的挑
戰及爭議，他認為需要互相理解才能克
服，呼籲大家攜手發揮智慧，為了香港
未來復和撕裂的社會。

局方事後接收多宗投訴

通識科老師賴得鐘早前於 fb 上載「黑警死全家」頭
像，煽動仇警，事件令許多教師及家長感到不安。楊潤
雄昨日回應指，作為香港市民，所有老師對政治都可以
有自己的看法，教育局對專業老師的要求，是不可以在
課堂上嘗試用自己的政治看法及觀念灌輸予學生，而是
引導學生作持平的討論及學習。
針對賴得鐘事件，楊潤雄認為其言論並非「政治表
達」，而是「有些咒罵成分」，強調自己不贊成有關言
論，並欣悉該老師已為言論道歉。他確認局方就事件收
到很多投訴及意見，將會按一貫程序作出跟進。
至於近日有多所大學學生會表態提出前設條件，要求
當局對違法行為「永不追究」才會與政府對話，楊潤雄
指，溝通是要雙方面，政府一直不斷釋出善意，希望可
跟社會各界，包括大學生作討論，他坦言，不同人士對
政府或行政長官的說法都仍有不同意見，但希望大家能
看到局方願意作出改變、跟大家溝通，希望在沒有前設
的情況下，大家能衷心地溝通。
另外，楊潤雄又重申反對罷課的立場，認為無論社會
上出現怎樣的議題，學校教學也不應受到影響，故此他
的基本態度並不會改變，強調「不應該把學生的福祉作
為籌碼去進行政治活動。」

助尋手機變截查「黃屍」作故誣警
「黃絲」對警隊的抹黑污
2 衊、造謠已近瘋狂，離譜到憑
空「作故仔」煽動仇警情緒。
#
有人昨日在 facebook 上載一幅
在中半山聖若瑟書院門外警員
和一名女子的圖片，更扮目擊者言之鑿鑿稱
有警員截查中學文憑試放榜女生兼搜袋，並
辱罵相中警員是黑警。不過，實情是一位遺
失手機的女市民向警方求助，3 名警員陪她
由中環香港站一直尋找到半山，花了近一小
時仍然無果，但女市民對警員的熱心協助非
常感激，有份尋手機的警員慨嘆有人竟然可
以無恥到用無中生有來挑撥警民關係。

熱心沿途追查 獲市民讚專業
事緣昨晨10時許，24歲的阮小姐搭乘東涌
線列車到達香港站，她發現袋中的 iPhone 手
機不知所終，於是報警。中區警區巡邏小隊3
名男警到場後向她了解經過，其中一名警員
用自己的手機開啟「尋找我的 iPhone」功
能，助阮小姐搜尋其手機位置，先後發現阮
小姐的手機定位顯示，曾在半山堅尼地道聖
若瑟書院外、麥當勞道和寶雲道一帶出現。
3名警員陪同阮小姐沿途追蹤，但花了近一
小時無所發現，最後登記資料備案，暫列「遺
失或盜竊」。雖然未能第一時間尋回手機，但
阮小姐對警員的熱心和專業精神深表謝意。

■有人在 fb
圖文並茂作
故仔，誣衊
警員截查學
生。
網上圖片

硬砌
「恐怖」故事 幫人屈作
「恐嚇」
不過，3 名警員陪同阮小姐在聖若瑟書院
外尋找手機的一幕，被人拍下照片並放上
facebook，更描繪成一個「恐怖」故事，聲
稱其朋友經過上址，發現幾名警員在學校外
「徘徊」，更截查「可疑的 DSE 放榜女學
生」，過程「聲大夾惡、語帶威嚇，又摷人
袋又查身份證，嚇得女同學差點喊出來」。
該帖文一出，迅即引起仇警者的呼應和散
播，有份協助尋手機的警員看到「真圖假
故」後，批評有人別有用心，用各種方法編
造謊言「撥火」，料不到「做一單協助市民
的案件都會變成咁」。
警方發言人昨晚亦發稿，澄清真相及駁斥
網上謠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