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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本港
近月經常有人刻意煽動仇警情緒，「自
編」不盡不實情節誣陷警方的事件可謂
屢見不鮮。理工大學學生會昨日凌晨上
載相片，稱有軍裝警員站在校園對開行
人天橋，便宣稱這是所謂「警員擅闖校
園」、「恫嚇本校師生散佈白色恐怖」
云云。事實卻是當晚有暴徒於紅隧九龍
出入口破壞收費亭和指示燈，需要防暴
警到場處理，卻被有心人大做文章，無

中生有。
理大學生會昨日凌晨以所謂「警員擅
闖校園」發出聲明，聲稱前日晚上有防
暴警員一度由尖東天橋「進入理大校園
範圍內」，又謂他們一度在校園閘外戒
備，形容這是「恫嚇本校師生散佈白色
恐怖」，更以所謂「小心皇天擊殺」詛
咒有關警員。
惟根據他們所提供的相片顯示，只有

3名警員站在校園對開行人天橋位置，

所謂「擅闖校園」不過是學生會的片面
之辭，毫無實證支持。
相反，前日晚上有一群暴徒到紅隧

九龍出入口進行「快閃」破壞，包括
以鐵馬在部分隧道收費亭前架設路
障，並用鐵通等硬物破壞收費亭的交
通指示燈、收費裝置、閉路監視器及
玻璃等設施，理大學生會卻隻字不
提。紅隧及後恢復通車，旁邊需有防
暴警員戒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藉「反
修例」為名遊行示威，更演變成持續暴力
衝擊，縱暴派和暴徒不斷提出無理「訴
求」，近日更有煽「獨」傾向。有自稱
「科大學生團體」前日在網上發起所謂
「香港．中國 斷交日」行動，提出包括
「強制譴（遣）返在港中國人」、「建立
實體邊境」等「三大訴求」。大批網民直
斥這班所謂「大學生」的極端言論根本反
智，部分眼利者更發現他們居然連「譴」
字都寫錯，水平之低令人發笑。
自稱是「非牟利學生團體」、由「科大

人」組成的fb專頁「科大行動」，前日發
起所謂「香港 中國 斷交日」行動，鼓
吹香港人在10月1日國慶日「於任何場
合、以任何形式、與身邊人士」大肆宣揚
「香港需要和中國斷絕關係」。該活動並
提出所謂「三大訴求」，分別是「強制譴
（遣）返在港中國人」、「吊銷中資企業

在港營運執照」、「建立實體邊境、限制
『兩國』交流」。

批水平低到難以置信
這項「行動」發起短短一日已獲大批
網民留言恥笑，幾乎所有留言都批評他
們反智。而最讓人恥笑的一點，在於這
群自稱「大學生」居然連「譴」字都寫
錯。其中網民「楊秉儒」便留言道：
「強制『譴返』？意思是譴責罵回去
嗎？真是不讀書才會當廢青！」「Huan
Liu」亦恥笑指：「科大有這種低智商的
人存在，悲哀啊。」「Honyi Lu」則問
道：「這真係大學生寫出來的東西」，
對這般低水平感到難以置信。
另有不少網民跟他們「認真」講道理，

其中「Sharon Tang」便指：「大學生可
唔可以發表你斷交嘅詳細計劃，例如斷交
後政府點運作？無東江水點解決？無軍隊

點算？有無其他國家確實支持你地（哋）
個計劃？仲有好多問題……不過你地
（哋）詳細答左（咗）以上d（啲）先！
答唔到，唔該唔好以為講下唔洗（使）負
責，大學生！」

斥人渣令港發展不起
「Jun Liu」亦表示：「香港斷絕得了

關係嗎？飛機一起飛就進入中國領空，
直接打掉，周邊領海還是中國的，直接
不允許進入。你覺得香港還能發展
嗎？」他其後還不忘補充一點：「有你
們這些人渣在，香港也發展不起來！」
網民「Ho Ho Toys」則明顯對這些

「層出不窮」的所謂「訴求」感不耐
煩：「點解又有新訴求，個個禮拜有訴
求推出！而且一單比一單更岸（戇）
×？」他並反建議這些人「下次不如訴
求每人銀行戶口要入十億八億」，如此

便肯定能「天下太平」。
事實上，「科大行動」fb專頁自2012

年成立以來，已多次標奇立異發表支持激
進暴力言論，包括以持磚激進示威者作封
面相片，並將其歌頌為「保衛者」。過往
亦經常有科大人批評「科大行動」的言論
影響校譽，強調這類「組織」絕不代表科
大，要求校方跟進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開學
在即，但香港過去兩個月的社會氛
圍，為不少學生及家長都帶來重大衝
擊，包括對接連的暴力事件產生極度
的擔憂及顧慮。家校會主席湯修齊及
全港15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發表聯合聲
明，期望新學年教育工作能重返正
軌，強調絕不認同任何暴力行為，並
呼籲學校必須有效預防任何欺凌事件
的出現。

盼師以專業精神關顧學生
聲明提到，過去兩個月個別家長有帶
同孩子參與不同的公眾集會，展示了香
港的言論自由，港人和平理性表達意見

亦值得驕傲，不過家長們絕不認同任何
暴力行為；而新學年即將開始，學校作
為最重要學習場所，需要穩定、安寧以
及和諧的環境，期望教育能重返正軌。
因應過去數月社會事件對學生心靈

的影響，家教聯會希望老師們能以專
業精神，持續關顧學生的情緒及精神
健康，並以更正直、公平的態度去處
理學生事務，培育他們要以客觀、全
面，及事實為本的態度作出獨立判
斷，亦要學懂尊重不同的立場及觀
點。家長亦期望老師以正向價值觀培
育學生，帶領他們和平及理性認識世
界，讓學生在未來能夠肩負發展社
會，具備更多正能量。

籲保學生安全環境下學習
就有團體呼籲中學生罷課，家教聯會

認為，作為學生應該珍惜光陰，恢復正
常校園生活，並呼籲家長與子女詳細討
論罷課的意義，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明
辨慎思，尊重社會秩序、學校運作及所
有學生學習的權利；而老師們在此艱難
時刻更應緊守教育專業崗位，以關愛、
和平、理性，正面及具建設性的心去照
顧學生。
家教聯會亦呼籲教育局、辦學團體、

校董會及校長必須確保學生在安全環境
下學習，若有特殊情況發生，學校全體
教職員須謹守崗位，與家長保持密切聯

繫，互相支援，採取適當應變措施維持
學校正常運作。
對於近月部分網民煽動在開學後欺凌

警察子女，家教聯會聲明指，對於不同
家庭背景學生可能遇到校園欺凌的情況
深表關注，並呼籲全港家長應提醒孩子
須具備和平、友愛、互相尊重及同理心
等普世價值觀，而學校更必須有效預防
任何欺凌事件的出現。
參與聯署聲明的15區家長教師會聯

會，包括中西區、觀塘區、離島區、油
尖旺、沙田區、葵青區、南區、黃大仙
區、大埔區、屯門區、北區、西貢區、
元朗區、灣仔區、荃灣區家長教師會聯
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十二次會議昨日在京閉幕。全國人
大華僑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務院港
澳辦前主任王光亞被港媒問及，何
時才是香港對話的時機，他表示首
先要創造良好氣氛，強調當前暴力
行為應該盡快地停止下來，大家才
能平心靜氣地談。
隨後，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舉行

發佈會。針對媒體提問本次常委會是
否討論了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等議題，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局長何
紹仁表示，本次常委會的議程是公開
報道的，沒有涉港相關的議題。
有媒體提問，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已宣佈近5周年，是否
有修改的空間。何紹仁就此表示，
「8．31決定」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通
過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決定，香港事務
的處理必須在憲法、香港基本法和相
關法律規定的框架內，在法治的軌道
上予以解決。

繼尖沙咀碼頭五支旗杆上懸掛的國旗被暴
徒兩度除下拋落海後，日前「守護香港

大聯盟」聯同香港的士從業員總會發起「守
護香港，風雨同舟」行動期間，有暴徒強行
截停的士，更拆下車身掛着國旗丟棄。前日
的荃葵青遊行的集合地點葵涌運動場，有暴
徒再次強拆該處懸掛的國旗，更丟在地上肆
意踐踏。葵涌運動場職員之後收回五星紅
旗。

顏寶鈴：不能容忍 應即行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表示，事件發展
至今已經完全變質，成為一場搞「港獨」的
行動，所以暴徒才會對國家及國旗視若無
睹，甚至肆意毀壞。她認為，特區政府不應
再縱容，每退一步，暴徒就會迫進多一步，
氣焰更盛，對社會的破壞更大。她說，社會上
不同階層、團體已經「忍夠」，不能再讓暴徒
任意破壞，特區已有《國旗及國徽條例》，特
區政府應該立即採取行動，嚴格執行。

何俊賢：必須強硬 對抗「細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出，亂象開始
至今，不斷被發現有以美國為首的外國勢力

背後發力，不論錢財、人力及策略，均參與
甚多，而踩踏侮辱國旗的行為，也是該次遊
行搗亂社會秩序的其中一個環節，早已寫在
劇本內，並不出奇。但最令人感到痛恨，就
是該批暴徒甘願成為美國的一枚棋子，為別
國的利益，搞亂香港社會。
他預計，亂況一日未平，挑釁中央底線

的行為，將會繼續發生。「細菌得逞，主
要為身體弱」，他認為特區政府須強硬起
來，才能「對抗細菌」。

顏汶羽：憤怒痛心 嚴懲暴徒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荃葵青的遊行集
會再次變成暴亂，令香港市民感到心痛。掟燃
燒彈、破壞商店、堵路、擊碎紅隧收費亭等持
續性的暴力行為，令香港市民出入提心吊膽。
更令人感到氣憤的是，暴徒竟將葵涌運動場的
國旗拋在地下，任人肆意踩踏，刻意侮辱自己
的國家，情況令人憤怒及心痛。他強調，國旗
為國家的象徵，不容侮辱。
他呼籲政府依法辦事，盡快把犯事者繩之
以法；而社會各界亦應向暴行說不，齊心譴
責一切暴力、破壞的行為，盡快讓香港恢復
原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短短兩個月內，暴徒多次損毀侮辱國

旗。前日的荃葵青遊行中，集會地點葵涌運動場內的國旗，遭暴徒取下，

並鋪在地上任人踩踏侮辱，在旁更有另一名暴徒揮動美國國旗，舉止狂

妄。特區政府昨日凌晨發聲明，批有關行為挑戰國家權威，亦涉嫌觸犯

《國旗及國徽條例》。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直

指縱暴派及暴徒的企圖已經相當明顯，就是在以美國為首的外國勢力撐腰

下，逐步推動「港獨」，居心叵測。

15區家教聯：拒絕暴力 預防欺凌 王
光
亞
：
停
止
暴
力
才
能
對
話

「科大行動」煽「獨」網民譏錯字反智

理大學生會「以圖作文」誣警擅闖校園

■理大學生會指「警員擅闖校園」，而圖片
顯示警員並未進入校園。

■「科大行動」發起所謂「斷交日」行動，網
民譏笑海報竟連字都寫錯（箭嘴示）。

■■顏汶羽顏汶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團體日前在尖沙咀五支旗杆
旁高舉國旗和區旗並齊唱國歌，
抗議暴徒侮辱國旗。

資料圖片

◀前日，荃葵青遊行期間，有暴
徒拆下葵涌運動場的國旗，擲於
地面任人踐踏，同時揮舞美國國
旗。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香港青年民建
聯主席施永泰昨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香港年輕
人和內地年輕人是家人、朋友，「暴力違法行為
只是很小一部分人做出來的，大部分香港人其實
都是愛國愛港的。」
施永泰表示，近期香港社會出現持續不斷的暴

力活動，一些暴徒藉和平遊行集會之名，進行各
種暴力違法行為。「我住在香港西環，兩次碰到
暴力事件，當時是有家難回。看到黑衣人，我也
感到害怕。」
他表示，理解部分香港年輕人對現況存在不

滿，但無法認同暴力違法行為。他說，其實，很
多香港年輕人和內地年輕人一樣，追求社會安
定，都想找一個好工作、買一套房子，踏踏實實
地生活。
施永泰說，修例風波暴露出一些香港青年不了

解國家歷史、國家認同感有待增強等問題。希望
將來特區政府能夠加強中國歷史教育、國民教
育，開展更多兩地交流活動，進一步增強香港青
年的國家認同感。

青民主席施永泰：
大部分港人愛國愛港

■王光亞 資料圖片

■■何俊賢何俊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顏寶鈴顏寶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