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訟黨杯葛「對話」為票棄港不顧
政界質疑不想解決社會問題 批為政治目的擴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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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在昨日的聲明中稱，政府只
安排一場兩小時的會面予全港

400多位區議員，「平均每位議員只
有不多於16秒時間」，反映政府「誠
意欠奉」，相信參與「對話會」亦難
以有實質作用。聲明又稱，「五大訴
求，缺一不可」的民意十分清晰，政
府不可能不清楚市民的訴求，「對話
會」如非為討論如何落實「五大訴
求」而設，則對解決現時緊張的社會
形勢並沒有幫助云云。

梁志祥：與港福祉背道而馳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表示，

「對話會」釋出善意，除了修例相關問
題，土地、房屋、醫療、交通等存在爭
議和矛盾的議題都可在會上討論。區議
會主要以民生議題為主，較少涉及政
治，公民黨為反而反地「杯葛」政府，
是與香港人福祉背道而馳。
他直言，政府早已多次回應了「五

大訴求」，只不過公民黨覺得「唔啱
聽」，而且也已正式撤回修例，其他
「四大訴求」亦各有清晰解釋和回
應，公民黨扮「聽不到」，完全是其

政治選擇，又呼籲民建聯區議員積極
報名參加「對話會」。

郭偉強：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譴責公民

黨故意「製造問題」，而不是「解決問
題」。他批評，公民黨以種種藉口放棄
對話機會，為社會帶出了拒絕溝通的信
號。聲明中所謂「時間不夠」的理由，
反映出公民黨只想別人聽他的聲音，而
不想聽其他人的聲音，如不能「一言
堂」，就選擇不參加，不是「杯葛」，
而是「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郭偉強表示，區選將至，相信公民

黨此舉旨在「攞晒」所有激進票，斥
責公民黨為了討好「激進派」，什麼
都做得出。

邵家輝：主動封鎖溝通渠道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示，公

民黨是「講一套，做一套」，一面聲
稱政府不聽市民訴求，如今政府開放
渠道與區議員溝通，他們卻主動封鎖
溝通渠道，然後調轉矛頭說特首「漠
視民意」。他認為，「表達意見的時

間不夠」是公民黨的托詞，如果有心
去，亦有許多整合意見和問題的方
法。
他並質問道，公民黨內有相當多的

律師、大狀，為何執意要政府「答
應」與法制、公義背道而馳的「訴
求」，釋放已經犯罪並且需要受到審
判的人呢？特首亦已撤回修例，公民
黨還以反修例為藉口「杯葛」政府，
很明顯就是為了政治目的。

葉文斌：不應質疑特首誠意
民建聯屯門區議員葉文斌表示，自

己也傾向參加「對話會」，亦相信18
區區議會的正副主席都會出席。他建
議，如果認為發言時間不夠，區議員可
以選出代表集中發表意見，特首亦可分
批次與區議員見面，以提高效率。
他直言，「對話會」始終是反映意

見的途徑，任何黨派的區議員，都有
責任為市民向政府表達意見。如今政
府已經踏出了第一步，公民黨不應質
疑特首的誠意，更不應用「杯葛」的
立場反對政府，質疑公民黨是否想解
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

文）香港社會已經歷了三個月

的動蕩，傾聽民意、破解困局

刻不容緩，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前日邀請全港各區區議員於下

周三參加「對話會」，希望通

過區議員了解市民所思所想。

惟公民黨昨日在 fb 發表聲

明，聲稱公民黨區議員決定全

體「杯葛」特首的「對話

會」，聲稱「對話會」無誠

意，政府應回應和落實「五大

訴求」。香港政界人士昨日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

公民黨為了激進派的選票置香

港前途於不顧，為了政治目的

擴大社會撕裂，質疑公民黨並

不想解決目前的社會問題。

狡辯跳閘為抗議 激進派播謠煽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
儘管警方、消防處以至醫管局已
多番澄清，惟煽暴派繼續散播8月
31日港鐵太子站清場時有警員
「打死示威者」的謠言。在昨日
所謂的「民間記者會」上，有數
名聲稱為8月31日港鐵太子站清
場時的現場目擊者，質疑消防處
及警方在831太子站的傷者數據不
正確，又狡辯示威者的跳閘行為
是抗議，不是為了節省車費和發
洩破壞云云。有建制派立法會議
員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
問時批評，激進示威者最喜歡就
是製造謠言、恐慌和衝突，從而
繼續發生更多暴力。
在昨日所謂的「民間記者會」

上，數名聲稱是8月31日港鐵太
子站清場事件的「現場目擊者」
及「嚴重傷者」，以影片方式
「出席」，並質疑消防處及警方
當日的傷者數據不正確。化名
「裘真相」聲言當晚見到3名頭部
受傷的傷者，其中一個「爆晒
血」，而3人逐一被送上救護車送
院時，其中一個已陷入昏迷。
化名為「毛信任」的記者會發

言人聲稱，在7月27日元朗遊行
後站內有錢給示威者離去，而拆
閘和跳閘並非為了節省車費和發
洩破壞，而是對港鐵作強烈抗
議。

陸頌雄：跳閘無賴倒果為因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

示，「要人證明一些本身不存在
的東西是不存在的，這邏輯就有
問題。」批評示威者最喜歡就是
製造謠言、恐慌和衝突，繼而發
生更多暴力，達到「攬炒」和其
他政治目的。
他笑言，「幾個人蒙面出來說
話，但又沒有證據，在科技這麼
先 進 的 年 代 ， 相 又 無 片 又
無。」，又質疑「你不信警察又
不信消防，但又要他們主持公
道，這很矛盾」。
陸頌雄又狠批有關人等聲稱不

滿港鐵而跳閘的說法是倒果為
因，形容這是一種很無賴的說法
和幼稚的解釋，又指出示威者不
單是跳閘，更大肆破壞港鐵設
施，影響車務運作，對市民出行
造成不便和危險。

他說，示威者跳閘已經是很早
之前的事，「放低錢只不過是自
我感覺良好，一個人放低錢，就
無數個人跳閘」，認為對其他守
法的乘客非常不公平，更影響香
港人的形象。
陸頌雄解釋，港鐵提早關站是

因為工會收集了廣泛員工的意
見，認為要保障乘客和員工的安
全，「因為示威者每一次進到車
站，都會造成大型混亂，暴徒又
會用市民作掩護。」他強調，鐵
路運作以安全為首，而大家可見
暴徒不單扔雜物落路軌，更把單
車放到電纜上，這些行為都是可
能釀成致命的事故，指高速行駛
的列車一旦出軌，後果非常可
怕。

何俊賢：任意妄為走火入魔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亦認

為示威者的邏輯錯亂，「邏輯全
部錯晒，全都是藉口。」他說，
在示威者整體的意識形態中，為
了達到他們的目的，任何與之意
見不同的人士，他們都可以用違
法及暴力的方式去對待，「他們

這種做法在某程度上算是獨
裁」。
他表示，沒有限制的自由就等

於無法律的狀態，「可能他們都
已經殺紅了眼，不知道自己將來
想要的是什麼，純粹是任意妄
為、走火入魔」。
何俊賢相信，消防處是不會出錯

的，強調有幾多人頭部受傷不是重
點，更重要的是他們有沒有得到適
切的治療，「不是在這些數字上雞
蛋裡挑骨頭」，他非常希望所有受
傷人士都能得到消防救護團隊的照
顧。
他並建議這些自稱是現場目擊者

的人士去報警，指如果他們沒有從
合理的法律程序去處理，就不能讓
違法者繩之以法，希望他們跟從現
有機制行事，不要為了伸張自己所
謂的「正義」，而破壞整個社會秩
序。
何俊賢批評，現在所有的暴力

和傷害，都是源於示威者暴力的
衝突而衍生，叫他們「歸根究底
問自己做的事是否正確？」，認
為第一時間與暴力割席，才是根
治社會問題的最基本方法。

▲示威者狡辯拆閘並非為了節省車費和發洩破壞，而是對港鐵
作強烈抗議。圖為示威者破壞旺角站內入閘機。 資料圖片

◀有關人等狡辯稱跳閘是對港鐵的強烈抗議。圖為示威者在港
鐵東涌站跳閘逃票。 資料圖片

教
評
會
製
小
冊
子

冀
學
生
重
溫
核
心
價
值

盼官員堅持落區 曾鈺成：釋善意第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公佈將採
取四項行動，包括撤回修例、落
區與市民對話等，向市民釋出善
意，惟連串暴力行動依然未有平
息。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在
出席電台節目時指，局面發展至
今，不能指望通過一兩件事就平
息風波，認為官員「落區」是釋
出善意的第一步，希望政府即使
「食檸檬」或面對辱罵亦要堅

持。

充當「沙包」歷練化解民怨
曾鈺成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表示，政府若要與市民對話，官
員最初落區有機會要面對辱罵，
考驗政客質素。
他希望主要官員可抵住辱罵，

充當「沙包」經歷鍛練，化解民
怨。
被問及林鄭月娥應否辭職，曾

鈺成認為，即使特首辭職，亦未
必能直接平息亂局。事實上，從
林鄭月娥的「個人角度」看，辭
職是容易的選擇，但離開是不負
責任的，「留下其實是希望承擔
責任。」
他認為，是次風波雖然是由修

訂《逃犯條例》草案觸發，但相
信很多參加遊行者是因見到社會
不公平的現象愈來愈嚴重，其中
比較集中一個的表現就是住屋問

題。他希望政府在施政報告提出
果斷措施，但表示解決這些社會
深層次的問題並不容易，不過，
建議政府要向市民清晰地展示出
決心。
另外，對於政府訂立《蒙面

法》會否火上加油的問題，曾鈺
成認為，政府推行《蒙面法》合
理，因其他國家及地區亦有相關
法例，只是政府應評估現階段是
否合適推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因應近期示威衝突引發
的社會問題，香港教育評議會近日印製名為《重溫核心價值
及公民質素》的小冊子，並派發予全港中小學，希望學生重
溫核心價值，加強人文道德價值觀。
在《重溫核心價值及公民質素》小冊子中，在題為《天越

黑，星越亮》的序言中，「老師」以彩虹來向學生說明「求
同存異，和而不同」的重要。

教材羅列12項價值觀
文中，「老師」寫道：「香港社會出現了許多不和諧，不

包容的事情，市民和政府，市民和市民都有分歧，我們見到
種種亂象，可以說日子非常難過，人應該如何應對呢！我們
認為大家可以抱着較積極的心態去面對，要知道『天越黑，
星越亮』。」為此，教材羅列了重溫12項價值觀。
該12項價值觀解釋了仁愛、彼此尊重、獨立思考、明辨
是非對錯、善用自由、公道而不偏私、根據事實理性思考、
講究邏輯不以偏概全、承擔責任、守法與保護法治、反對暴
力與仇恨、建設社會人人有責這些價值觀。
小冊子針對了不少近日的社會情況，讓學生作思考，如在

「獨立思考」一章，就提到「年青人可能互相影響，故獨立
思考有其需要。以下有一個例子，反映部分人的煩惱：香港
近日發生社會事件，身邊好友參加遊行、示威，其實自己對
事情了解不深，本想搜集更多資料再作決定，但就被朋友批
評，於是半推半就去了上街甚至圍堵警署等。」
在「明辨是非對錯」亦舉例：「網上出現一些欺凌語句，

如因為××做了錯事，所以『××死全家』，你會認同嗎？
什麼情況易令人失去理智，不辨是非？」在「善用自由」一
章則提到：「有人刻意用雷射筆照向別人眼睛，是否屬行為
自由？有人網上欺凌別人，或散播未經證實的訊息，是否屬
言論自由？」
在「承擔責任」一章中，就提到「近日很多人戴上口罩，

掩人耳目，到處塗污、破壞地鐵設施、堵塞交通……卻逃避
追捕，何解？這是否市民的份內應做的事嗎？有沒有錯呢？
若有違法，便要敢於擔當」。
在「建設社會人人有責」一章中更直指：「現在流行的幾

個詞語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攬炒』、『時代革
命』等，大家耳熟能詳。不過，當有人訪問示威者：『摧毀
完了，你們打算怎樣重建香港？有什麼具體計劃？』眾人都
啞口無言！《行出一小步》一書，有寫雨傘運動後年青人如
何建設社會，有人收集舊物送到地攤再生；有人打造好宅，
讓擠迫戶同住……他們讓世界更好，才可稱得上承擔改善社
會的責任啊！」

何漢權：給學生正面思考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當前社會價值混

亂，民眾互相指責。更加令人心痛的是不少大學生，甚至是
中學生採取暴力，愈演愈烈；族群分裂擴大，守法的精神愈
來愈扭曲。該小冊子由十多名教師義務編寫，因應社會出現
的亂象及分歧，給學生有正面思考，並非要針對某一群體。
教評會表示，早前印製的5萬本小冊子已經全部派完，由
於有學校希望可以拿更多，所以會加印1萬本。

■公民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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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聲稱公
民黨區議員
決 定 全 體
「杯葛」特
首的「對話
會 」 ， 指
「對話會」
無誠意，政
府應回應和
落實「五大
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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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評會印製小冊子重溫核心價
值。 小冊子截圖

■小冊子亦分析香港現況。
小冊子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