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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動」謀上位 罷課起內訌
批「眾志」霸大台無代表性 乞求「暫緩」圖奪主導權

就修訂《逃犯條例》一事，特
區政府早已宣佈停止有關工

作，惟縱暴派重複提出「五大訴
求」，廣大無辜中學生更淪為政治
籌碼，以「罷課」形式威脅政府回
應所謂「五大訴求」，唯恐天下不
亂。
對一眾縱暴派來說，大批熱血且

入世未深的中學生從來是可以利用
的棋子，「罷課」更是他們造勢及
招「新血」的重要手段。隨罷課風
波不斷發酵，亦令縱暴派內部割裂
內訌，爭相權鬥，企圖主導罷課行
動。
以「暗獨」組織「眾志」為首的

「中學生罷課籌備平台」上周發佈
調查結果，揚言收到「九成中學
生」支持，逾萬人將會罷課的意
願，並聲稱將於9月2日開學日在
港九新界舉辦罷課集會。
而「明獨」的「學動」等疑心

有不甘，想分一杯羹，甚至主導
罷課行動，前晚在其 fb 專頁發
帖，以「拒絕被代表！拒絕大
台！拒絕被計劃！」為題，對
「眾志」大肆抨擊，上演「狗咬
狗骨」劇目。

疑不甘被忽視圖搶光環
「學動」點名批評「眾志」，直

斥其為各罷課團體穿針引線的行
徑，反問「不禁猜想是否有『學生
動源』參與其中的罷課聯盟就不會
被聯絡商討合作」，懷疑不甘被忽
視而小器「發作」。
「學動」又指，有罷課團體聯絡

「眾志」為首的平台後兩星期仍未
得到回覆，平台隨即自行宣佈罷課
計劃，事前沒有與其他團體商討，
做法目中無人，質疑此舉是要構建
大台「強行要求罷課學生支持他
們」。

斥自把自為做代表
「學動」稱「眾志」只是一個

「普通政治團體」，暗示其不能代
表學生，於罷課議題理應只作支
援，而非自把自為無視他人企圖構
建大台。
「學動」又質疑，「眾志」

等聲言「九成中學生支持罷
課」的數據從沒有與其他組織
整合，「欠缺真實性」，認為
其罷課計劃不能代表學生意
願。
在罷課議題的權鬥中落下風，

「學動」遂搬出冠冕堂皇的藉
口，將暴力、違法的行為美化為
「抗爭着團結一致、不分化、不
建大台」的「成果」，並「懇
請」「眾志」等暫緩原有計劃，
「調整出團結一致的罷課活動」
云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距離9月開

學尚有兩星期，正籌備罷課的縱暴派出現

「鬼打鬼」情況，爭相「扮大佬」奪話事

權。以「香港眾志」為首的「中學生罷課

籌備平台」，早前揚言要在9月2日開始發

動「每周一罷」、「無限期罷課」云云。

這一邊廂，「眾志」意圖指揮中學生罷

課；另一邊廂，「眾志」常委羅冠聰日前

卻高調抵達美國稱要準備進修，被瘋狂恥

笑。至前晚更爆出「港獨」組織「學生動

源」發帖點名批評「眾志」，指其並無與

其他團體商討，是「目中無人」、「企圖

建構大台」，聲言「拒絕被代表」、「拒

絕大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前日的所謂
「光復紅土」遊行再度變成非法集結，暴徒
更沿途破壞工聯會工人俱樂部和民建聯議員
辦事處。工人俱樂部招牌和鐵閘被噴黑、拍
打、掟雞蛋。工聯會理事長黃國強烈譴責之
餘，又估計俱樂部需要一段時間進行維修，
但昨日有大量義工自發到場清理，不消一個
早上，俱樂部就能重開。俱樂部主任謝愛紅
被這股團結力量感動，哽咽表示：「工人俱
樂部會繼續為廣大打工仔女和街坊服務，繼
續發光發熱！」

欣喜工友團結 工聯盼續發光
位於土瓜灣的工人俱樂部有55年歷史，已
成為土瓜灣的地標，每日提供多種進修、文
娛康樂及打工仔就業服務，深受工友、街坊
愛戴，卻在日前遭暴徒肆意破壞，留下損毀
痕跡。謝愛紅表示，前日見到俱樂部的招牌
和部分設施受到破壞時，既憤怒又痛心，她
同時又收到工會、工友們和相熟朋友來電查

詢和問候，說着說着眼淚就再也不能自制地
流下來了。

網友：工聯人！永不倒
暴徒無情的破壞，引出了工友們對俱樂部

的愛。一名70多歲的老工友、一名40年會齡
的退休會員一大清早就分別由東涌和觀塘到
來視察「災情」，當他們看到自己熟悉的俱
樂部遭惡意塗污，心情難免一沉；幸亦有一
班建造業總工會的工友自發到場合力清潔，
盡力去除污漬，不消一個早上，牆身已恢復
乾淨，招牌亦回復昔日的光潔。看到此，老
工友們都拍手叫好。有網友在工聯會facebook
專頁上興奮表示：「 工聯人！永不倒」、
「工聯人，無得頂」、「工友們辛苦啦！」
俱樂部昨午重開，謝愛紅也面露笑容，她
堅定地表示：「縱使表面招牌污漬清去了，
但所受傷害壓在心底。不過，工人俱樂部在
工聯會帶領下，齒輪繼續運轉，繼續為廣大
打工仔女和街坊服務，繼續發光發熱！」

香港正面臨
嚴 峻 經 濟 形
勢，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指情
況令人十分憂

慮，故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以減
輕市民經濟負擔，形容這些措施
是「天旱甘露」，對疲弱的經濟
起紓緩作用。他認為，真正愛護
和關心香港發展的人，絕不會犧
牲社會的安寧，呼籲立即停止一
切暴力行為，社會各方放下成見
和仇恨情緒，才可回歸理性，讓
香港復元，重新出發。
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指出，香港

的零售和服務業已經首當其衝受影
響，旅遊業亦急速逆轉，不少旅遊
業從業員和相關行業打工仔的生計
即時受到打擊。面對如此困境，政
府要扶助本地中小企業，保障打工
仔飯碗，實在責無旁貸。

張建宗：保就業減民負擔
因此他表示，政府於上周果斷

地宣佈一系列涉及 191 億元措
施，特別是要扶助中小企以應付
眼前的經濟波動、保障就業，同
時減輕市民的財政負擔，因中小
企業佔香港商業單位總數98%以
上，為約 130 萬人提供就業機
會，佔香港總就業人數逾 40%
（公務員除外），是香港經濟的
「頂樑柱」。
作為扶貧委員會主席，張建宗

指尤其關注基層市民在經濟逆境
中的生活壓力，故特別重視涉及
逾133億元的紓解民困措施，減
輕他們日常生活的負擔。

欣喜各機構制策渡時艱
他又提到，很高興見到其他機構

包括房委會、機管局、建造業議
會、香港科技園公司和數碼港，均
正積極制定寬免措施，合力頂着本
地經濟下行所帶來的壓力，與香港
人共渡時艱。
他形容，這些「撐企業、保就

業、解民困」的措施具針對性、跨階層、跨
界別，可說是「天旱甘露」，對當前疲弱的
本地經濟起着一定程度的紓緩作用。現時香
港正值內憂外患，外有日益升溫的中美貿易
戰，內有不合作運動以至暴力破壞行為，已
嚴重影響和損害市民生活，重創香港的國際
形象。
他指，雖然有人聲稱一些極端行動是為香港

爭取更好的將來，但事實上，他們的所作所為
不是愛惜香港的應有行為。真正愛護和關心香
港發展的人，在行使表達意見的權利時，是絕
不會犧牲社會的安寧，亦絕不會罔顧無辜市民
的生計和生命財產，更不會破壞香港多年來苦
心經營和守護的社會、經濟、民生建設。

重申暴行必須停止
他說：「破壞容易，建設艱難」，強調要解
決香港當前問題，一切暴力行為必須立即停
止，社會各方都必須放下成見和仇恨情緒、重
視香港的長遠利益，好好珍惜香港多年來努力
建設的成就，確保「一國兩制」能繼續成功實
踐，社會才有機會回歸理性，讓香港一步一步
復元，重新出發。■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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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出版的《人民
日報》在「人民論壇」發表署名評論
指出，持續兩個多月的激進示威活
動，已經對香港繁榮穩定造成嚴重傷
害，正在把香港拖向危險的深淵，每
一個愛國愛港的人都深感憂慮。越來
越多的人認識到，香港不能再亂下去
了！不能再讓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經濟

民生成為暴力的犧牲品，止暴制亂、
恢復秩序，盡快回到穩定發展的正
道，香港才有未來！

暴力衝擊 市民「埋單」
這篇題為《止暴制亂，香港才有未

來》的評論說，現在，擺在所有香港市
民面前的選擇十分明確，就是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和平穩定猶如陽光和空
氣，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存。持續升
級的非法集會和暴力衝擊，讓機場癱
瘓、交通堵塞、商舖歇業，正嚴重動搖
香港經濟民生根基。

旅業蕭條 經濟受遏
文章列舉，訪港旅客人數從7月中旬

開始持續下跌，8月初跌幅擴大至31%，
已經對餐飲、零售、旅遊等服務業產生
了巨大的衝擊，普通百姓不得不為暴力
示威遊行「埋單」。據香港生產力促進
局的調查，中小企業經營者的信心指數

跌至三年來最低。不僅如此，香港經濟
陷入衰退的風險正在急劇上升，特區政
府已經將2019年經濟實質增長率預測由
此前的2%至3%，下調至0%至1%。
評論說，關鍵時刻，為了紓解民困、

應對風險，香港特區政府公佈開支規模
191億港元的系列措施。但正如香港輿論
指出的，只有止暴制亂、恢復法治，才
能重振香港經濟。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
旅遊城市，良好的國際形象和營商環境
對香港至關重要，良好的法治、便捷的
交通、便利的金融、高效的公共服務
等，一直是香港引以為傲的優勢。持續
升級的非法集會和暴力衝擊，傷及的正
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和競爭力，損害的正
是香港的光明前途和700多萬香港市民
的福祉。

紓解民困 重回正道
評論又指，無數事實證明，「利莫大

於治，害莫大於亂。」穩定是發展的重

要前提，沒有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一
切都無從談起。發展經濟是香港的安身
立命之本，也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
鑰匙。香港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和諸
多民生問題，都需要在「止暴制亂、恢
復秩序」的前提下解決。人為製造對
立、對抗，讓香港深陷社會紛爭的泥
沼，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損害香
港的整體利益。如果為了一己之私，用
暴力劫持香港這樣的法治社會，迫使全
體香港市民捲入政治紛爭，注定會事與
願違，也必然被市民的唾棄和法律的嚴
懲。
評論強調要嚴懲暴力，止息紛爭，恢

復理性。任何一個地方，都經不起反復
折騰，都經不起持續動盪。當前，特區
政府正在想方設法穩定人心、提振信
心，採取措施推動經濟發展、紓解民
困。這迫切需要社會各界同聲同氣群策
群力，香港的穩定和繁榮，需要愛國愛
港者勠力同心共同維護。不能再讓香港
的繁榮穩定和經濟民生成為暴力的犧牲
品，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盡快回到穩
定發展的正道，香港才有未來！

《人民日報》署名評論：止暴制亂 才有未來

工人俱樂部遭損毀 義工善後極速重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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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指，持續升級的非法集會和暴力
衝擊，嚴重動搖香港經濟民生根基。圖
為上周機場被癱瘓。 資料圖片

■義工清理工人俱樂部外牆。
■義工自發為工人俱樂部善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京）
暴力示威衝擊升
級，不少地方遭
暴徒摧殘和破
壞，外牆被黑漆
噴黑、被塗鴉侮
辱字句和粗口，
地上沾滿發出臭
味的垃圾、大量被剪斷的膠索
帶及雜物，一片滿目瘡痍，害苦
了清潔工執爛攤。對此，一班青
年發起「青年快閃．社區清潔」
大行動，號召義工進行清潔行
動。
清潔的首站為深水埗，眾義

工自帶清潔用具，自發清理示

威者留在牆上的塗鴉、貼紙和
地下的膠索雜物等。當日雖然
下起大雨，但無阻義工們熱愛
這個社區、服務這個社區的決
心。他們希望藉行動鼓勵各區
市民自發組成義工隊，清潔自
己的社區，用愛感動社區，用
愛停止紛爭。

青年快閃清潔 修復社區爛攤

■青年自發清理外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