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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衝困擾情緒 學子放棄人生
青協6月起接460宗求助 一成高危想死想自殘

盧新寧籲撐警止暴制亂 勿忘「信己信港信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副主任盧
新寧昨日出席活動致辭時指出，當前香港面臨回歸
以來最嚴峻的局勢，大家要團結在一起、同舟共
濟，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和香港警隊止暴制亂、恢復
秩序，堅決維護「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她指
出，熱愛自由，但是不應該包括欺凌和破壞的自
由；珍惜法治，但是不應該包括容忍暴力的法治；
追求民主，但是不應該包括製造割裂的民主。

回歸後最嚴峻局勢
盧新寧昨日出席「開國元勳朱德總司令（香港）

大型展覽」開幕式致辭說，當前香港面臨回歸以來
最嚴峻的局勢，需要從先輩和先賢那裡汲取力

量。她引用朱德在年輕時寫過的一首
詩句「祖國安

危人有責，沖天壯志付飛鵬」，表達了對家國最深
沉的情感。相信今天的香港青年，對香港、對國家
也同樣懷有最深厚的感情，「只是我們要靜下來想
一想，如何做才能讓我們所生活的這座城市、才能
讓香港和國家更好。」
她指出：「我們熱愛自由，但是不應該包括欺凌

和破壞的自由；我們珍惜法治，但是不應該包括容
忍暴力的法治；我們追求民主，但是不應該包括製
造割裂的民主。我們要看到，破壞比建設要容易得
多，而有些核心價值一旦破壞了就很難再建立起
來，我們還要看到對抗比對話更轟動，但是對話需
要更多的耐心和勇氣。」

核心價值難重建
她說：「我們要看到，破壞比建設要容易得多，

而有些核心價值一旦破壞了就很難

再建立起來，我們還要看到對抗比對話更轟動，但
是對話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勇氣。」
盧新寧又引用，8月24日林鄭特首在facebook上

發文呼籲各界通過對話的形式，為解開香港社會更
深層次的「死結」提供出路，「我覺得這個呼籲特
別的誠懇，也特別的務實。」
她說：「無論何時我們不能忘了，香港是五星紅

旗下的香港特區，是700多萬香港市民的共同家
園；無論何時我們不能忘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那句
話，『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
她呼籲，面對艱難時局，大家要團結一致、同
舟共濟，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和香港警隊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堅決維護「一國兩制」實踐行穩
致遠。
（相關新聞刊A11版、盧新寧致辭全文刊A14

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開學在即，激
進縱暴分子鼓吹全港罷課，意圖以年輕學生
作為政治籌碼。多個團體發出聲明，強調不
應將無辜的學生捲入政治漩渦，呼籲辦學團
體、學校議會、教師、家長等緊守崗位，拒
絕罷課與校園欺凌，讓學生有安全和諧環境
學習。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昨日發呼籲信，
提及日前在荃灣的暴亂一名12歲少年被捕，
對他被洗腦、被教唆感心痛，認為有良知市
民不可坐視不理。對於激進分子持續以年輕
學生作籌碼鼓吹罷課，聯誼會堅決反對，強
調罷課不但影響學校正常運作，剝奪學生正
常學習機會，甚至會牽動情緒，衍生壓力，
破壞校園和諧，認為任何人不應利用學校作
為表達訴求的場地，更不應將無辜學生捲入
政治漩渦。
聯誼會呼籲，社會各界人士多關注孩子一
言一行，防止被別有用心者利用教唆，陷入
政治漩渦，而各辦學團體、學校議會、校長

及教育團體亦應拒絕將政治爭拗帶入校園，
保護學生在校正常學習的機會。聯誼會並呼
籲全港教師緊守崗位，發揮專業精神，冷靜
應對政治衝擊，關心和保護學生身心健康發
展，而家長和學校也要緊密溝通合作，為學
生提供一個安全和諧學習環境，並確保朋輩
間互相尊重和關愛融洽相處，關注並防止的
校園欺凌事件發生。

中大舊生勸師弟理性提訴求
另外，中文大學研究院舊生會幹事會亦向

中大學弟學妹發公開聲明，指作為學長縱使
曾經「缺課」，但從來都尊重別人上課的權
利，寄語各人在行使自由時，也要尊重其他
同學及教職員上課、教學和工作的基本權
利。
該會又呼籲中大生和平理性表達訴求，並

珍惜得來不易的學習機會，不參與罷課；而
中大教職員亦應秉持「博文約禮」的精神，
堅守崗位服務中大。

港區省級政協聯：勿讓政爭入校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開學
在即，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向中小
學及幼稚園校長和老師發信，敦促教
師緊守崗位，讓學校能如常進行學與
教活動，又強調老師在設計學習活動
時，要考慮有關內容是否切合學生的
年齡或年級，除以多角度客觀中立地
陳述事實外，亦可藉此機會幫助他們
建立正面價值觀。
楊潤雄昨日予中小學及幼稚園信
件，分別以「同心同德 再創新里
程」、「同心同德 培育學生 共建和
諧 」、「同心同德 啟迪幼兒」為
題。他在信中指，反修例引起的爭議
和衝突近月一直困擾香港社會，就此
政府已完全停止修例工作，期望透過
對話尋找出路，讓社會重新出發。他
強調學校是栽培學生成長的小天地，

希望與大家一起努力，緊守崗位，為
學生抵擋風雨，讓學校能如常進行學
與教活動，培養孩子成為樂於學習、
正直善良、尊重包容、正向思維、勇
於承擔的新一代。

客觀陳述事實 建正面價值觀
楊潤雄強調，香港是多元社會，尊

重不同意見，最重要的是以和平、理
性和合法的方式去表達不同的意見。
他又指，教師在設計學習活動時，要
考慮有關內容是否切合學生的年齡/年
級，除以多角度客觀中立地陳述事實
外，亦可藉此機會幫助他們建立正面
價值觀，表示教師的身教及言教對學
生有深遠影響，社會人士對老師的道
德和專業操守抱有殷切期望，相信校
長和老師會繼續秉持專業精神，為學

生樹立良好榜樣，並提供適切引導。
經過暑假生活回到正常學與教需時

間適應，楊潤雄指，加上有部分學生
和老師或因社會紛爭及衝突感到不

安，希望學校能特別關顧學生和學校
同工的情緒，並在有需要時尋求學校
社工、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或其他專業
人士的適切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縱暴派
近日不斷煽動學生下星期一開學日罷課以
作政治籌碼，更於網絡散播所謂「百間中
學參與罷課」的聯署名單意圖造勢，惟實
情卻是全港學校正全力準備開學，只是遭
個別學生或校友騎劫「被罷課」。多間學
校近日相繼發通告或聲明表明「反對罷
課」，踢爆名單造假，與激進分子以罷課
作政治表態的行動割席。
過去數月來，被聯署、被罷課、被罷工
的事件頻繁上演，有縱暴派以「九月二日
大罷課」為題製作圖片，內文宣稱「截至
現時為止，已發起聯署九月二日要求罷課
的學校」有百間，並羅列相關學校校名，
惟多間學校發表公開聲明或向家長員工發
通告，表明學校從未參與罷課，踢爆名單
造假。

課堂時間寶貴 不應受到干擾
「被罷課」受害者之一的漢華中學，日

前在學校網頁以「教學專業 熱愛和平
堅守崗位 守護學生」為題發表聲明，強
調「反對罷課，更不曾參與發動罷課。」
聲明指，學校一向認為，有序的校園生
活、和諧的氣氛，對學生的學習和成長至
為重要，指課堂時間給予學生寶貴的學習
經歷，更不應受到任何干擾，又表示，希
望目前的政治紛爭能夠盡快平息，社會早
日恢復秩序。
另早前有家長爆料指，德望學校亦向家

長及員工發出的英文電子通告，表明學校
從未參與罷課，學校會於9月如常運作。
校方透露，過去數月，學校已不止一次
「被聯署」，被參與或被支持各種社會運
動，更預測此次未必會是最後一次，校方
提醒家長和員工，若非直接從學校發出的
聲明，皆不可相信。據悉，家長對該校與

激進分子政治
表態割席表示
歡迎和讚賞，
認為政治不能
入校園，學生
需 以 學 業 為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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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發信促教師緊守崗位

青協 全 健 思 維 中 心 的 「 關 心 一 線
27778899」及「uTouch 網上外展服

務」於6月中至今，共處理459宗受社會事件
影響的求助個案，年齡由11歲至30餘歲不
等，當中以大專生居多。

因社會風波 有人「冇溫過書」
青協業務總監徐小曼表示，求助個案均與近

日社會事件相關，每當有激烈衝擊，一些人在
網絡甚至在現場看見有人被捕、受傷，均會牽
動神經，導致心情受到困擾，出現憤怒、無助
等負面感受。在求助個案中，屬於受高危情緒
困擾的佔一成，主要是本身已有情緒病的康復
者，而受中度情緒困擾的則佔四成。求助人一
般出現發噩夢、失眠、身體出現各種痛症；在
高危族群中，更會出現自殺、自殘甚至傷害他
人的念頭，情況值得關注。
徐小曼舉例，有校內成績不俗的應屆文憑
試考生進行求助，原以進入大學為目標，卻
因社會風波「基本上冇溫過書」，更稱能否
升讀大學已經不是個人目標。

亦有本身患抑鬱症的應屆文憑試女生，深
受社會氛圍影響，出現「就算治好情緒病也
無法改變命運」，甚至想結束生命的想法。

青協倡設「解憂空間」
她表示，開學在即年輕學生要帶着不穩情

緒從街頭、社交網絡回到校園，或難以瞬間
適應校園生活中既有的規律，提醒學校教師
需要多留意學生狀況。徐小曼特別提醒，面
對內斂沉靜的學生更要提高自身敏感度，真
誠、真心聆聽他們的心聲。她並建議學校可
以設置「解憂空間」，營造寧靜、安全的環
境，安頓有需要的學生。

多組織推治療服務
中學校長會主席鄧振強則說，學校是個教

育機構，首要功能是要守護學生，亦會為有
需要學生提供社交及情緒支援。假如開學後
學生之間有不同看法，學校會盡力協助解決
糾紛，有信心透過跨界別專業合作，維持校
園安全。

針對青年人情緒困擾支援需要，青協將推
出全新的「全健中醫資助計劃」及擴展原有
的「全健精神科資助計劃」，資助經社工轉
介有需要人士接受中醫及私家精神科醫生診
斷及治療。
另外中學校長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和香

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昨亦宣佈將攜手支
援學生，包括社聯推出「港講訴Time To
Heal」計劃，支援因近月社會危機而出現家
庭或親子關係撕裂、社區衝突、心理及精神
健康問題的人士，預計可惠及約1,00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姜嘉軒）反修例風波持續，更演變成

暴力衝擊事件，不少年輕人情緒受到影響需要求助。青協6月起收到

460宗青年學生求助個案，年齡最小的只有11歲，他們都因近日激烈

衝擊引發困擾，當中有一成人屬高危情緒問題，部分甚至出現自殺、自

殘等念頭，有個案表示「社會為重」，不再以事業、學業為個人目標。

學界指正高度重視目前局勢，不少學校都已制定及啟動危機處理程序，

盡力保護所有學生，以及應對開學後可能出現的罷課或欺凌危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
軒、詹漢基）因應有團體鼓
吹中學生在9月2日開學日罷
課，中學校長會主席鄧振強
昨日強調，學校需要照顧所
有學生的福祉，會如常運
作、不贊成罷課。亦有校長
提到，不少學校已經啟動危
機應變小組，以應對開學後
可能出現的情況。
對於有指個別學生或以

「罷課」為由請假，鄧振強
表明，一般學校第一步會跟
家長聯絡，核實資訊並清楚
表達學校立場，經家長信確
實後，通常做法會尊重家長
決定而作合適安排，而這是
因應校本安排而異，「但肯
定會提醒學生注意安全，這

是首要考慮」，如有學生回
校後不到課室上堂，會安排
他們在安全環境自修。
至於老師罷課問題，他強

調如教師不上班而無合理理
由解釋，「人工是一定會
扣」，至於是否有其他罰
則，需視乎各校的員工守則
政策，處理各有不同。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李

建文則提到，不少學校已啟動
危機應變小組，以應對學生開
學後缺席或「罷課」情況。
他認為，教師可以「先處理

心情，後處理事情」的大原則
與學生進行溝通，不要急於以
批判、責備的態度指責缺席
者，而是建立互信關係，了解
他們缺席的原因。

中學校長會反罷課
教師曠工必扣薪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向中學、小學及幼稚園校長和老師發信，敦促教師緊守崗
位。 教育局網站截圖

■多間學校發
表聲明踢爆罷
課名單造假。

網上圖片

■鄧振強指出，教界反對任何仇恨言論和行
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盧新寧出席「開國元勳朱德總司令（香港）大
型展覽」開幕式並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青協近日
收到近500
宗受社會事
件影響的青
年 求 助 個
案。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