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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再度擾亂球賽 激進分子唱
「獨」
歌
同時，昨晚有網民鼓動市民到上水廣場非法集
會，數百人出席並合唱《願榮光歸香港》，又不時
高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及一些辱警的口
號。太古城商場、大埔超級城、將軍澳 PopCorn、
黃大仙中心、馬鞍山新港城中心以及葵芳新都會商
場也有類似情況。

多區商場遭
「佔領」
集會

▲有球迷高舉印有激進字句的紙牌。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球迷高舉「Boo」的紙牌，並同時喝倒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傅航）反修例風波漸露出
「港獨」狐狸尾巴，香港足球代表隊昨晚於香港大
球場上演的世界盃外圍賽期間，激進示威者賽前公
然唱「港獨」歌曲《願榮光歸香港》，更無視足協
規定，公然「噓國歌」，若場監如實報告，香港足
總將會再次受到處分。
4 年前香港主場出師世界盃外圍賽
時，已多次因為

有球迷「噓國歌」，連累足總受罰。今次時值社會
紛爭不斷的時刻，國歌再被無理羞辱。有球迷高舉
「Boo」的紙牌，並同時發出喝倒彩聲音。在球賽
開始前，有球迷打鼓並大喊「五大訴求、缺一不
可」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也有人在
比賽期間揮動美國國旗及港英龍獅旗，但現場保安
未有任何阻止。
半場時，有球迷離開看台位置，走到通路上手牽

有連登仔早前就已指稱：「香港人要真正實行民
主、享有自由，除咗『獨立建國』呢條路已經再無
任何退路……香港人群起反抗『中共極權』嘅終
點，就係『香港獨立』，要真正凝聚香港人心、振
奮士氣，一首軍歌係絕對唔少得！我在此呼籲所有
香港人將『願榮光歸香港』訂為香港抗爭曲！他日
『立國』時可要以此曲作為『香港國歌』！大家背
熟歌詞，下次我哋要向世界展示香港人『為獨立而
戰』嘅決心！」

手造成人鏈，並拿起歌詞合唱《願榮光歸香港》，
其間秩序尚算良好，未有阻礙球賽進行。

公然
「噓國歌」或累足總受罰
賽事完結後，一批滋事分子在銅鑼灣港鐵站非法
集結，有人向在場戒備的警員叫口號挑釁，包括
「黑社會」、「721 唔見人」及「黑警」等，由於
人數不多，無法挑起事端，最後他們自行離開。

作曲者揚言做
「國歌」
《 願 榮 光 歸 香 港 》 作 曲 者 之 一 、 20 餘 歲 的
「Thomas」接受了《時代雜誌》的訪問。據報道，
「香港的分離主義思想在這幾周的動盪中醞釀了一
段時間，『自決』的呼聲越來越大。現在這片領土
上有許多人稱《願榮光歸香港》為
『國歌』。」

暴衝何時方休？ 旅業絕望呼救
導遊考慮轉行 旅社臨倒閉潮 25 萬家庭生計堪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暴徒借反
修例進行的暴力衝擊引發社會混亂持續逾
3 個月，訪港旅遊業受到災難性影響，行
內導遊、旅行社職員、旅遊巴司機等從業
人員均面對停工、減薪的狀況。昨日上午
約 60 輛旅遊巴在啟德承啟道出發，途經
東隧、東區走廊及灣仔繞道，慢駛到政府
總部，抗議近月暴力衝擊影響司機生計。
有導遊更指現時情況非常嚴重，而且不知
暴亂何時結束，許多同行已經開始報讀一
些短期課程，考慮轉行，本港原本興旺的
旅遊業將流失大量人才。

■旅業界昨發起旅巴慢駛，抗議近日暴力衝擊影響司機生計。

發起慢駛遊行的香港旅遊業促進會總
幹事崔定邦表示，3 個月來，激進

示威活動及暴力衝擊事件致使訪港旅客
銳減，9 月訪港內地團只有以往的 5%，
若情況繼續維持一兩個月，多間旅遊業
公司可能面臨倒閉。
他強調旅遊業關乎 25 萬從業人員、背
後 是 25 萬 個 家 庭 的 生 計 ， 如 爆 發 倒 閉
潮，後果嚴重，不堪設想。

旅巴慢駛盼政府助紓財壓
香港旅遊業促進會提出兩項訴求，一是

透過慢駛向社會各界表達訴求，希望止暴
制亂，早日重歸經濟建設；二是希望香港
政府能與銀行業界協調，延後旅遊巴、的
士、小巴等車輛供款（其間利息照付），
為期約 3 個月，以此紓緩中小企及司機的
財務壓力。
旅遊巴士業界代表文先生表示，他所在
的公司以內地團體為主接單，亦兼顧東南
亞團，僱有二十多個司機，公司自暴亂開
始已損失近九成收入，有些司機整個 8 月
僅有四五天出車。文先生指出，很多旅巴
司機是自購車輛，與公司派單合作，司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業界盼政府出招紓緩中小企及司機的財務壓力。

們每月要還按揭供車，有人月供高達三四
萬元，連續數月的低收入令司機的供款和
生活都難以為繼。

司機：不敢踏足暴衝現場
有十多年從業經驗的旅巴司機祥哥坦
言，自己本月至今都無工開，過去從未遇
過如此艱難的境況，去年同期他每月可賺
取 1 萬至 2 萬元 。對於收入大幅下降，祥
哥感到十分憤怒。
他並指，暴力衝擊亦擾亂其生活，令他
不敢踏足或駕車前往發生暴衝事件的地

方。
參與活動的導遊溫先生表示，往年暑
期他能帶十幾個團，現在只有幾個團，
而且團員數量也大幅減少，甚至只有個
位數字組團。他認為現在情況比「沙
士」時更嚴重，而且「看不到底」，不
知暴亂何時結束，業界恢復元氣更是遙
遙無期。
溫先生說，他的許多同行已經開始報讀
一些短期課程，考慮轉行，他不希望見到
本港原本興旺的旅遊業人才流失，但面對
經濟壓力亦無計可施。

■校方經多
番追問下，
始發公開
信，矢口否
認指控。
公開信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激進「黃
師」肆虐校園，令年輕一代受荼毒威脅。
有幼稚園家長近日向教育局及警察隊員佐
級協會投訴指，其5歲孩子於港大同學會
小學面試後突然說出「警察是壞人」，懷
疑該校教師向幼童灌輸仇警思想。該校昨
日發公開信聲稱，經初步了解，面試中沒
有老師談及警察，校方希望投訴人能提供
進一步資料。投訴人則表示，留意到自己
電郵賬號被公開，擔心被「起底」，故有
意終止投訴。

港大同學會小學否認教仇警
針對是次事件，教育局前晚確認已收

恒大圖庇
「暴師」CY 促交代詳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香港文
匯報日前報道，有恒生大學教師以戴頭
盔及防護面罩的「暴徒裝」上堂授課，
恒大昨日再次回應，稱涉事教師已主動
聯絡校方，解釋有關裝束是希望「於小
息後吸引同學注意及刺激思考有關營銷
的行為」。
恒大校方引述該名教師稱，整個過
程歷時不超過 5 分鐘，其間沒提及任
何政治議題，但就為自己引起的「誤
會」表示歉意，日後會留意更適當地

採用教學工具，而校方則會繼續跟進
事件。

反問是否可穿納粹軍服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不滿恒大的
解釋，並於 fb 發帖質問：「請恒生大
學向社會開誠佈公：這位教師姓甚名
誰？是教甚麼的？可有向社會道歉？
校方有甚麼懲處？『為吸引學生及刺
激思考』，穿納粹軍服授課可以
嗎？」

到有關的投訴，並強調絕對不能接受教
師散播仇恨言論。經香港文匯報多番查
詢後，港大同學會小學昨晨終於在校網
發公開信，稱該校以關愛尊重建校，反
對仇恨言論，並對有關指控非常關注，
已啟動特別工作小組即時跟進。
公開信稱，該校小一面試於 9 月 6 日
至 8 日進行，經初步了解，面試內容並
沒有涉及警察或近日社會議題的情境，
而在面試中，老師也沒有向考生談及有
關警察的言論。
該校又稱，每組面試有兩名到四名教
師在場帶領，辯稱「如有出現類似言
論，應不難發現」云云，並希望投訴人

盡快與學校聯繫提供資料，而特別工作
小組亦會繼續深入了解調查，並向學校
法團校董會提交報告及通知教育局。
香港文匯報昨日成功以電郵聯絡投訴
人張太。她表示，自己原想低調處理事
件，惟投訴內容意外地於網上及微博圈
中廣泛流傳，加深了社會及內地與香港
的矛盾，實非其當初所願。由於她留意
到自己電郵賬號被公開，擔心被「起
底」有意終止投訴。
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昨日回
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亦指，協會已經與
張太聯繫，並收到對方不欲跟進的訊
息。

專家籲情緒受困者遠離假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永諾）近
月社會氣氛緊張，對不少人、特別
是年輕人造成精神困擾。香港大學香
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
輝表示，近期有很多負面、暴力、甚
至假新聞出現，令整個社會精神繃
緊，他呼籲受到情緒困擾的人士應
暫時遠離相關資訊，並且不要隨意
轉發。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
中心昨日公佈最新的自殺數據，2018

年香港的自殺率較 2017 年輕微下跌。
但葉兆輝表示，一個不開心的社會，
對精神健康亦不好，若現時香港的混
亂情況沒有改善並持續，擔心近年已
有改善的自殺率會出現不良效果，希
望社會盡快復原。
葉兆輝表示，看到整個社會的互信
及關懷因近期事件而一筆勾銷，受傷
的人不敢求醫，大量負面、暴力、甚
至假新聞令整個社會的精神繃緊，他
呼籲不要隨意轉發相關資訊。

人民銳評：真道還要包庇戴健暉嗎？

憂控
「黃師」
遭
「起底」投訴人被迫噤聲

■文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溫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
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前助理校
長戴健暉在網上咒罵警察子女「活不
過 7 歲」、「20 歲以前死於非命」，
引起香港社會極大的公憤。昨日是內
地教師節（即香港「敬師日」），
《人民日報》官方微博「人民銳
評」發表評論，強調為人師表絕不應
煽動仇恨，並批評校方罔顧大眾聲
音，又期望教育局積極行動，依規懲
戒或敦促校方嚴格處理。
昨日發表的「人民銳評」以「戴健
暉『三宗罪』，真道書院還要護短
嗎？」為題，批評戴涉及「將政治帶
入校園」、「製造校園欺凌恐懼」，
以及其狠毒言論「產生惡劣的示範效
應」等「三宗罪」，特別是仇恨會如
火把般傳播，「學生會被老師言傳身
教，其他教師會因這位教師安然無恙
而受鼓舞」，道德底線會因而不斷下
移，絕非社會願意看到。

冀教局敦促校方處理

文章續指，戴健暉之流在公開場合
尚且如此，在課堂只會變本加厲，質
問「如此明顯的病灶還不祛除，香港
教育如何去病？」尤其社會連日已有
學生家長、警隊和網民聯署，一致要
求學校嚴懲戴健暉，已是充分顯示民
意，要求真道書院勿再罔顧大眾聲
音。文章又期望教育局積極行動，自
行依規懲戒或敦促校方嚴格處理，確
保校園安寧，以盡教育部門的應有職
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