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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香港心聲角」是昨日參加集會人士「打
卡」的熱點之一。他們紛紛留言表態、反對暴
力，還有不少市民寫下對警察的支持和感謝，與

經常出現粗言穢語，甚至侵犯隱私的所謂「連儂牆」截然不
同。
11歲非洲裔小朋友Lam，跟父親一起來參加守護香港的集

會，她說參加集會很開心，雖然其他同學也有關注這件事，但
只有自己來參加了。她在「心聲角」寫下：「我愛香港，I love
HK」。

「心聲角」的留言還有：
「向暴力說不，支持警察，守護香港。」
「警察叔叔，謝謝你們為我們維護香港。」
「維護香港和平穩定，堅守社會共融，向暴力說不！」
「愛國愛港」、「審判暴徒」
「教協請不要荼毒學生！」
「反暴力、保法制，還我一片晴天。」
「支持林鄭，加油！」
「支持HK警察，擁護『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中年人
昨日身體力行支持警察及反暴力。他們一
致認為，社會處於撕裂狀態，本應和平終
變成暴力衝突，更直言「年輕人前途都毀
於幾名反對派議員手上」，故不能姑息繼
續破壞香港、禍害下一代的反對派，並希
望大家都理性地和特區政府溝通、對話去
解決問題。

李小姐：社會撕裂
現在的年輕人已經被所謂的「政治」沖

昏頭腦，除了暴力，「黑警死全家」等激
進字句只會影響下一代道德思想。現在的
社會正處於撕裂狀態，很多不同意見的人
都在互相抨擊對方，本應和平的理論變成
暴力衝突。我女兒身邊的朋友原本都沒有
特定立場，但由於網上的流言蜚語令他們
變得激進，她們的友情亦受到影響。

黃小姐：還港安寧
我剛剛回香港，從新聞看到如此景象都

感到心痛。看到電視上警察被「示威者」
圍攻的畫面，我覺得警察不應受如此對
待。雖然不擔心影響自己生活，但希望所
有行動快點結束，還香港安寧。

陳小姐：應該對話
近期的衝突行動都看得出是有預謀的，

例如準備物資、危險武器、爆炸品。暴力

是不文明的行徑，香港是匯集國際文化的
社會，年輕人們都有讀書，不應對罵，應
該對話，與政府打開話匣子進行理性溝
通。

陳小姐：外力滲透
現在有如「八國聯軍」，有很多國家

不斷滲入不同思想支持示威者的行動，
令「反送中」變成「反中」。現代的小
朋友都是香港土生土長，可能對國家的
歷史認識不深，加上年少氣盛，都容易
被網上留言煽動情緒從而參與行動。看
到有立法會議員一起加入衝突，場面恍
如黑社會，覺得香港年輕人都十分可
憐，因為所有前途都毀於幾個（反對
派）議員手上。

陳小姐：良心做事
我們應該支持警察，因為遊行示威活動

不應該使用暴力，示威者有權選擇發表訴
求的方法，但和平最重要。看到現在的撕
裂，每晚都不能安枕。我明白年輕人有一
團火，但應該憑良心做事，不要令自己前
途盡毀。

陳先生：全港受罪
不能讓反對派繼續破壞。他們的行為會

影響香港經濟，屆時全香港均要陪他們受
罪，下一代亦可能受影響。

守護香港，不分年齡，不分界別。逾

31萬參與「守護香港大聯盟」的愛港市民

中，有白髮蒼蒼的長者、有靠輪椅代步的老兵、

有成熟穩健的中年、有天真爛漫的兒童，更有意氣風發

的青年。他們背景不同，但同樣心痛於香港的撕裂和暴

力事件，所以走出來，哪怕自己只能做出微薄的貢獻，

亦希望用盡所有的力量。

近期發生的暴力事件有不少年輕人參與其中，令許多

人對香港未來感到擔心。不過，事實上，香港依然有許

多有理性、肯拚搏的年輕人。有年輕人代表昨日就公開

表達了自己的心聲：有許多同齡人和自己一樣反對暴

力、拒絕衝擊，他們感恩於上一代為自己創造了充滿安

全感的社會，給他們帶來天馬行空書寫未來的可能，他

們呼籲部分激進的同齡人，「停一停 想一想」自己的所

作所為究竟是在破壞還是「守護」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昨晚發表題為《齊心反暴力共
同護香港》的時評，強調「暴力沒有藉口，罪惡的藤蔓
上也結不出善的果實」，「我們要守護香港的良好法治
精神，守護安寧祥和的社會秩序，守護安全便利的營商
環境，守護每個香港人珍視的理性與和平。從今天開
始，香港的守護者們要更加團結一致，在法治基礎上共
同維護獅子山下這片熱土的繁榮與穩定。」
時評指，過去一個多月來，香港發生一系列有預謀、有

組織的暴力行徑，公然踐踏法治，嚴重擾亂社會秩序，令
人憤慨的是，少數居心叵測的人和外部勢力，為暴行作辯
護，甚至將維護公共秩序、保護市民的警察視為仇敵，破
壞市民的安寧生活，阻斷這座城市的未來發展，其所作所
為無非是想要癱瘓特區政府，破壞「一國兩制」，爭奪特
區管治權，以香港亂局牽制中國發展大局。

「沉默大多數」站出來向暴力說「不」

連日來，香港「沉默的大多數」開始密集發聲，越來
越多的人站了出來向暴力說「不」，支持特區政府和警
方依法履行職責，支持特區有關機構依法追究暴力犯罪
者的刑事責任，重塑法治環境，並呼籲各界理性團結，
聚焦經濟民生。
可以看到，香港人對法治的信仰和對和平理性的執

着，從來沒有改變。而眾志成城的強大民意，也恰是抵
制暴力和維護法治的最有效利器。

新華社：齊反暴力 守護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昨日在集會各出入口派發共4萬份《大公報》及
《文匯報》，大受市民歡迎，迅即派罄。集團300餘
位職員參與集會，加上到現場工作的集團記者，幾乎
全員出動。大文集團還製作了巨幅標語，傳遞「反對
暴力、守護香港」的正能量。許多大文集團的員工在
「守護香港」活動中擔任義工，出聲出力。
王先生是大文集團參與活動的組織者之一。他
說，暴徒屢次危害香港的和平穩定、衝擊香港法治

後，大家都覺得「守護香港」的活動非常及時，表達
了香港真正的民意。因此，從集團領導到基層同事，
在接到信息之後，都非常積極地參與是次集會。

同事遭欺凌 仍勇敢報道事實
大文集團的記者在6月、7月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中

積極報道，每次都走在暴力衝擊的最前線。王先生
坦言，這段時間，許多媒體都將警察的正當執法
「包裝」成「濫權」，真正維護香港和平安定的聲

音明顯受到了壓迫，集團的記者在報道這一系列的
活動中，受到了相當大阻力，在網絡和現實中，都
有不少同事遭受欺凌和針對，甚至被謾罵、攻擊和
偷拍，但是大家仍然秉持公正的態度，謹守崗位、
勇敢報道事實。
他直言， 「看到有如此多的市民冒雨參加守護香

港集會，傳閱文匯報、大公報，與守護香港的標語合
影留念，表達自己的聲音和立場，大大增強了大文集
團繼續報道真相、不斷發聲的信心。」

大文集團全員出動 傳遞反暴力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長者一生為
香港打拚，令香港發展成今日的「東方之
珠」，對反對派的破壞行為感到尤其不滿，即
使昨日天氣不穩，不時下雨，但大批長者都不
怕辛苦，站出來參與集會，以行動支持警察，
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

馮婆婆：重燃希望
暴力無助化解爭議，只會令我們的日

常生活受影響，對所有香港人都沒有好
處，見到有大批市民即使下着大雨仍願
意站出來，令我重新相信香港未來有希
望。

李婆婆：不應破壞
政治難以理解，破壞卻可以很快。現在的

香港是他們的先輩捱出來的，不應該去破
壞。我的子女都很年輕，但他們也覺得示威

者的行動是不對的。

曾太太：外力搞鬼
慫恿年輕人參與暴力衝擊的都是魔鬼，如果

我現在不走出來，恐怕這班年輕人的將來會一
片灰暗，因為他們會一錯再錯。這班示威者以
為有外國的支持就代表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確，
完全罔顧自己的未來和安全。大家都是讀書
人，應該以更有文化的行動發聲，而不是以暴
力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

梁伯伯：停止暴力

我參加過上次的撐警集會，感覺今次的參與
人數比上次更多，對香港人願意冒雨表達意見
感到十分感動，反映很多香港人都對反對派以
暴力行動作出抗爭不表歡迎，希望他們可以停
止所有暴力行動。

魏瑟：平心靜氣
我已經96歲，16歲就參與抗日戰爭，為香

港奮鬥，香港現時的好日子得來不易，持不同
立場者本意都是為香港好，希望他們不要再做
出破壞香港的行為，應平心靜氣商量，唔啱講
到啱。

長者不怕大雨 為港未來撐警

理性和平
中小型企業委員會主席許
華傑專程帶同11歲兒子參
加集會。他說，近日香港
有些不理性的聲音蓋過了集體的訴求，今次
出來是證明還有通過理性和平表達訴求的
人。其子則說，自己來支持警察，因為他
們一直在保護香港。

出一分力
香港佛山工商聯會首席永遠會長連廣成與兒
子Paul出來集會。從事建築的Paul說，自己

在觀塘返工，下午特別放假來集會，希
望為守護香港出一分力量。

明天更好
信和置業董事
局主席黃志祥
連同兒子黃永
龍、黃永耀齊齊參加集會。黃志祥說，不

擔心暴力示威打擊香港經濟，並強調
香港明天會更好。

高材生：「香港是我的福地！」
嘆安全感不斷消失

土生土長的港大統計學應屆畢業生鄭鎮熙是個內向、安靜的
小伙子，亦曾經是「沉默的大多數」中的一員，但眼見社會不
斷撕裂，暴力事件、顛倒是非的言論不斷出現，雖是第一次參
與類似集會，但他就要求自己在昨日「守護香港」集會上站在
台前，代表自己和許多香港年輕人訴說心聲。
說到香港，鎮熙讚不絕口，「香港是我的福地！」他覺得香

港有充分的自由、有高度的發展、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圍，可以
允許他這位從公屋走出來的高材生擁有天馬行空的想法，去暢
想自己的未來。
他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說，香港最令他引以為傲的地方就是安全

感，「其他任何先進城市都給不了我這種感覺。」他語氣一轉，
「但最近這種感覺在不斷消失，沒想到消失得這麼快。」

部分傳媒對警無理指控
他直言，最近從部分傳媒看到非常偏頗的報道和對警方的無

理指控，「我心中一直有個問號，為什麼小部分人使用暴力被
擁戴，法律機制又不可有效懲罰他們？」他認為，今次一系列
的事件是在令香港的法治基礎被動搖。
就要踏入社會貢獻香港的鎮熙，覺得自己不能只專注學業，
而是應該站出來，因為他擔心香港會愈來愈亂。事實上，他身
邊有許多年輕人最近都無法自由表達和自己一樣的立場，擔心
遭到欺凌，令他覺得自己就是這些朋友的代表。雖然他們因為
種種原因未能走上台前，但相信他們在電視機前收看直播，亦
在表達着對自己、對關愛香港的香港人的支持，而朋友亦都給
他發信息說：「加油！做你想做的事。」

父母撐勇敢站出來發聲
儘管在校園內、新聞中，鎮熙見到不少思想和行為激進的年

輕人，但他始終相信，那只是一小部分。這次勇敢地站出來的
鎮熙並不擔心自己可能會受到的言語欺凌，但見到近來連警察
的家人都被起底，他擔心自己的父母亦受到牽連。不過，他的
父母希望鎮熙不必擔心他們，惟見到近來個別「無法無天的暴
力事件」而不免擔心兒子的安危，但思索過後，他們還是對鎮

熙說：「要勇敢地站出來，為自己相信的東西而發聲。」
鎮熙認為，每一代人、任何社會都有他們面對的困難和需要
解決的問題，當年父輩的港人亦面臨競爭壓力等許多問題，但
他們憑着獅子山精神、團結一心最終為我們這一代創造了這麼
好的環境。
他坦言，作為一個即將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也面臨許多壓

力，上樓難、搵工難，不只困擾着那些激進的年輕人，也困擾
着自己，但他堅信，要靠自己不斷增值，而在社會層面需要在
有序的環境下提出自己的問題，哪怕遇到政府提出的措施無法
惠及自己的時候亦不能忘記團結，亦不能任意爭執。
鎮熙呼籲年輕的朋友，要以正面的心態面對所有的事情，通
常許多東西是自己將情況嚴重化。他自己就希望投身金融業，
在不斷的磨煉中，為自己打拚出更廣闊的未來。他祝福心中引
以為傲的香港，眼下的難題，相信只要大家團結一心，一定會
跨越。

撐警遭粗口批評
單親女：講出事實

曾在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擔任教官的袁靖旻昨日作為年輕人代
表宣讀「守護香港」大會宣言。成長在單親家庭的靖旻，一直
與父親的家人疏於來往，近年好不容易大家多了感情交流，卻
又因近日的政治和暴力事件的觀
點相左，再次令雙方關
係降到冰點，「這讓
我很心痛。」
曾在社交媒體

發表自己對警
察和政府支
持 的 靖
旻，遭到
身邊同學
和姑媽的
批評，言
辭中甚至
帶有粗言

穢語。她說，他們讓我再找資料了解，可自己看過所有的正反
資料，依然認為他們的觀點十分偏頗。
身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靖旻毫不掩飾對香港的熱愛：她出

生於1997年，特別驕傲自己是在香港回歸後成長，沒有經歷上
一代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所受的苦難。雖然擔心因為自己站在
台前表達心聲而令家人遭人起底，但在父母的支持下，她還是
決心站出來，「講出真正的事實，我想保護香港，保護我的
家。」

公僕陪同參加活動表心聲
在政府從事公務員工作的黃嘉怡特意陪同袁靖旻一起參加昨

日的活動，希望給她加油打氣，亦希望表達自己的心聲。她
說，近日從新聞見到有警察被人欺凌，她希望自己站出來，反
對暴力、反對撕裂，希望香港回復安寧。

政府助故宮實習
大學畢業生感恩

兩年前從嶺南大學中文系畢業的許輝萍昨日代表年輕人走上
台前分享自己的觀點。他現正投身於非政
府組織，希望用實際行動幫助香
港做有建設性的工作。
輝萍透露，自
己 在 讀

大學的時候，曾參加特區政府主辦的故宮博物院青年實習計
劃，收穫良多。他說自己特別堅信，「人要飲水思源，既然從
政府的活動中獲益良多，就更應該守護這個社會。」

批「為反而反」「搗亂」不正確
他尊重不同人有不同的意見，但堅決反對部分人「為反而

反」、「用搗亂的方式，這是不正確的。」他希望對激進的年
輕人講，千萬不要做違法的事情，這既損害自己的前途，更對
不起父母。
輝萍並勸喻年輕人不要只是流連於社交媒體，而應真正走出

去見識世界，同時希望香港的學生能專心學業、工作的人能安
心工作，踏踏實實地耕耘自己的事業，「這才是一個男人的擔
當。」

少女籲勿撕裂港
「官逼民反」何曾有？

宣讀「守護香港」大會宣言的年輕人代表之一周潔莹，因為
自己反對近期一系列的反修例行動而遭到部分朋友割席。她無
奈地表示，近來在身邊聽到太多和自己觀點不同的看法，希望

能參與今次活動，了解還有很多人和自己一樣，希望守
護香港，給自己打氣。

21歲的她在香港土生土長，成長於繁榮安寧
的社會環境下，實在無法理解最近發生的暴力
事件，「為什麼不想想香港的繁榮是因為什
麼？想問那些激進的年輕人，有沒有真的和
家長好好地溝通，長輩當年的經歷真的聽進
去了嗎？又何曾有過『官逼民反』呢？」
雖然對部分激進年輕人有諸多不解，但潔
莹還是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強調，無論我的觀
點是什麼，我都不喜歡再激化矛盾，不希望
香港再撕裂，她只是深深地呼籲激進的同齡
人「停一停想一想。」

父子齊撐父子齊撐

非裔童「心聲角」撐警：我愛香港
 �

■守護香港，金鐘添馬公園
大集會。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集會後，場地不留一件垃圾。

◀鄭鎮熙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根茂攝

◀周潔莹
香港文匯報

記者文根茂攝

■Lam小朋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市民參與「守護香港大聯盟」。

■梁伯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李小姐 ■陳小姐 ■陳先生

■肥媽
香港文匯報記者尹涵攝

■■守護香港守護香港，，不分年齡不分年齡，，不分界別不分界別。。

■陳百祥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沈清麗沈清麗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沈清麗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沈清麗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