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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撕裂溫馨家 慈母盼兒快歸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過去幾個月的暴力衝擊，令香港社會
秩序遭到破壞，法治精神受到挑戰，更令人擔心的是社會嚴重撕裂。
許多青年人疑被洗腦，沉迷上街衝擊，與父母關係變得疏離，甚至離
家出走，弄得家不成家。蔡太是其中一位受到影響的母親，她的 3 個

■蔡太
蔡太。
。中新社視頻截圖

兒子在 6 月後相繼變得暴躁，多次與她爆發爭吵，並拒絕和她聯繫，
令她痛心不已 。蔡太日前接受中新社訪問並拍攝一條視頻，片中她
向3個兒子隔空喊話，希望他們能「回家飲湯」。
蔡太今年 59 歲，有 3 個兒子，小兒子剛剛大學畢業。反修例風波
前，蔡太每周都固定和孩子們相聚飲茶，一家人有說有笑。在她的印
象裡，孩子們孝順、心細、善良，會逗她開心，旅行時還會給她帶回
她最喜歡的手工手袋。但她的幸福時光卻在6月之後，戛然而止。

和她的政見分歧而孤立了她，他們之間不說話、不溝通、不聯繫亦不
再見面，反修例風波在這個原本其樂融融的家裡築起了一道高牆。
「想不到竟然因為這樣的事，令我們的家散咗。」
心痛之餘，蔡太擔心兒子會在他人的煽動下做出違法行為，她不希
望兒子飛黃騰達，只要不危害社會已經足夠。雖然這次政治事件給她
帶來了難言的傷痛，但她相信，始終是一家人，風波總會過去，孩子
們終會回來，那時大家再一起喝湯飲茶。

孝順仔變暴躁 吵架出走

青年迷失 誤解警方做法

和蔡太同住的小兒子，自 6 月起，就開始出去參與遊行。因為得知
一些參與遊行的人是「收錢搞事」，蔡太多次嘗試阻止兒子出去，但
兒子反應激烈，對媽媽惡言相向，二人爆發激烈爭吵。談及這段經
歷，蔡太不禁落淚。
「和他吵完之後，我好唔舒服，感覺頭暈，講唔到嘢。」看到媽媽
氣成這樣，兒子卻並未理睬，摔門而去。幾日之後，他離家出走，搬
去大哥家住。蔡太感覺無比心痛，她形容自己的心好像被扯住一樣
痛，整晚睡不着覺，變成了一個孤獨的媽媽。
令蔡太更難過的是，除了上街遊行的小兒子，另外兩個兒子亦因為

對像自己兒子一樣迷失的香港年輕人，蔡太並未完全絕望。她說，
香港的小朋友很有正義感，遇事有據理力爭的能力，只是還不會明辨
是非。
她舉例說，許多參加遊行者未做過暴力行為，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
「食催淚彈」，從而對警方和政府心生不滿。但他們不知道的是，附
近有暴徒正向警方投擲鐵支，衝擊警方防線，警察必須要施
放催淚彈制止暴力。蔡太希望利用年輕人的幕後黑
手能盡早收手，不要讓學生和青年們做
他們野心的炮灰。

政治滲校 獨 害學子
喇沙聖文德校內奏「獨歌」梁銶琚陸運會拉「獨語」黑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
姬文風）
）政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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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屯門區中學學
生則在陸運會舉行期間高舉「
生則在陸運會舉行期間高舉
「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時代革命
」等橫幅
等橫幅，
，鼓吹
鼓吹「
「港獨
港獨」
」訊息
訊息，
，
涉事學校表示仍在處理事件，
涉事學校表示仍在處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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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屯門區中學學生在陸運會舉行期間高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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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昨日先後出現兩段「獨歌」
短片，其中一段顯示有喇沙書

■ 一班聖文德書院學生在學校操場演奏
一班聖文德書院學生在學校操場演奏「
「獨
歌」。
網上短片截圖

院學生在學校內聚集，多次合唱「獨
歌」《願榮光歸香港》，又高叫「光
復香港，時代革命」等「港獨」口
號；另一條短片亦見聖文德書院出現
類似情況，一群身穿校服學生在操場
演奏《願榮光歸香港》，並引來不少
同學圍觀，演奏完畢時更有人高呼
「港獨」口號。
有傳媒昨日則刊登一批相片，顯示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前日（19
日）舉辦陸運會期間，多名身穿運動
服學生合力拉起「五大訴求，缺一不
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橫
額在跑道上奔跑。

涉事校長：政治不應入校

■網上短片顯示有喇沙書院學生在學校內合唱
「獨歌
獨歌」。
」。
網上短片截圖

香港文匯報就此向順德聯誼總會梁
銶琚中學查詢，校長戴明基昨日回覆
正在處理事件，仍需要一些時間弄清
楚所有事實，暫未能就事件作進一步
回覆。惟他亦清楚表示，學校應保持

政治中立，肯定這是校方的一貫 立
場，政治不應進入校園。
香港文匯報翻查資料，發現順德聯
誼總會早在開學前已向轄屬中學發出
「守護學生福祉」 聲明，清楚指出
學校一向堅持以和平、理性及非暴力
的原則處理問題，且秉承不參與政治
活動的宗旨。

黃錦良：無關學習不能容
接連有學校遭「港獨」激進政治主
張入侵，教聯會主席黃錦良感嘆，自
開學以來，個別政黨和別有用心者一
直通過各種手段把政治帶入校園，包
括較早前出現的所謂「罷課」及「人
鏈」行動，幸這些行動明顯不得人
心，大部分學校都能妥善應對，不排
除有關人等遂改以唱歌、叫口號等形
式，延續校園政治滲透。
「學校是學習場所，不能容許學生
作出與學習無關事情。」黃錦良強
調，這些行為已明顯騷擾其他學生正
常學習，期望各學校和教育同工能主

教局輕責仇警師 團體不滿促開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真道書院
助理校長戴健暉和聖心書院通識科教師賴
得鐘分別在網上發表仇警言論，教育局僅
發信譴責。香港多個團體對此表示不滿，
昨日分別到政總和該兩間學校抗議，批評
兩人的言論極之惡毒、品德敗壞，不配為
師，並強烈要求教育局開除他們的教席。
戴健暉在其個人 fb 發帖詛咒警察子女
「 活 不 過 7 歲 」 及 「20 歲 前 死 於 非
命」，賴得鐘則以「黑警死全家」作為
其個人 fb 的頭像，引起市民廣泛不滿，
並向教育局投訴。兩人事後致歉，教育
局則在調查後向兩人發出譴責信，警告

如再犯或會被取消其教師註冊。
「守護莘莘學子」群組昨日前往政府
總部集會，並拉起「開除無良教師 挽救
香港教育」的橫額，抗議教育局輕罰發
佈嚴重仇警言論的教師，質疑此舉是
「高高舉起、輕輕放下」，難令家長放
心學校的教育導向。

譴責戴健暉賴得鐘不配為師
他們並嚴厲譴責戴健暉和賴得鐘身為
教育者，言行違背教育理念，「品行缺
失的人，不配為人師表。」同時強烈要
求教育局正視問題的嚴重性，對居心不

正、品德不良、危害香港未來一代的教
師取消教席。
「反港獨大聯盟」20 名市民同日下午
到嘉諾撒聖心書院抗議，譴責賴得鐘以
「黑警死全家」的標語作為臉書頭像，
不配為師。
30 名香港市民前往西貢的香港華人基
督教聯會真道書院，強烈譴責惡毒老師
戴健暉失德行為，促請校方革除戴健暉
所有職務，還學校一片淨土。

梁振英質疑辦學團體不中立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亦在 fb 發帖，

網上圖片

動承擔責任，有決心排除一切政治干
擾，教導學生遠離這類政治行為。

張民炳：宜處罰違規學生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強
調，學校並非政治表達場所，政治不
應進入校園，更不應以所謂政治行動
騎劫學校的教學及課餘活動，干預學
校正常運作。有關學校務必嚴正向全
體學生闡明學校立場和規則，並宜因
應情況作跟進處理，包括考慮處罰有
關違規學生。

何漢權：辦學團體應表態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清楚指出，「港
獨」是違法主張，教育局應發信給學
校和家長，重申「港獨」主張不容散
播，同時任何與學習無關、甚至影響
學生正常學習的行為，不應在學校發
生；辦學團體亦有必要闡明立場；學
校則有必要正視有關問題，告誡有關
同學，假如再犯應予以處罰，三管齊
下杜絕歪風在校蔓延。

質疑戴健暉得以保留教席，更沒有被取
銷註冊，「是因為教育局怕，辦學團體
怕，怕這種人的政治同路人的惡勢力。
戴健暉不革職，有人會更有恃無恐，我
們以後怎樣教孩子？」
他強調，學生要學知識學技術的同時，
更要學做人，對老師和學生都有要求是常
理，「基督教學校一定傳播基督教教義，
不會『中立』，如果有老師被證實『一時
情緒』在私人群組中發表激烈的反基督言
論，一旦被揭發，辦學的教會團體絕對不
會以『中立角度』處理。同理，如果有老
師噓國歌、宣揚『港獨』，只要被揭發，
查證屬實，肯定要炒魷，沒有『中立角
度』。……不做事有一百個理由，做事只
有一個理由，就是擔當。」

港大生竟掛「慶祝九一八」大字報辱先烈

■ 一批港大生着暴徒裝
一批港大生着暴徒裝、
、 手持美國國旗在校內巡
遊。
fb圖片
fb
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甘
瑜）本地龍頭大學亂象頻生。有人在前
日「九一八事變」88 周年，在香港大
學民主牆上貼出「慶祝 918」的大字
報，在日本侵華的民族傷痛上灑鹽。昨
日又爆出有人在港大大肆張貼誣警謠
言。港大校方未有回應事件，但據悉
「慶祝 918」的大字報已被人取下，港
大同時派出保安去清理誣警海報。有教
育界人士批評，「慶祝 918」是傷害民
族情感、歪曲歷史，舉美國國旗、唱美
國國歌的行為亦令人反感，港大應追究
有關事件。
在紀念為抗日戰爭捐軀烈士的 9 月 18
日，港大民主牆上赫然出現「慶祝
918」的冷血大字報，不少網民批評張
貼者「一定有報應」，而港大竟然容許
出現這樣的字句。據悉，有關大字報其
後已被不知名者除去。

暴徒裝星條旗校內巡遊

港大昨日亦有學生旗隊以暴徒着裝打
扮，手持美國國旗，高唱美國國歌，並
在校內囂張巡遊。
另外，港大校園內被大肆張貼誣警海
報，海報盜用某套電影劇照，圖中是衣
不蔽體、倒在地上的女性，而當中的男
角則被改為香港警察，並配上「警察輪
姦」、「新屋嶺」等字眼，分別貼在地
面和不同的牆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向港大查詢，港
大未有回覆。不過，港大學生會刊物
《學苑》就報道稱，有清潔工人其後到
場撕走海報，同時有大學校園保安在旁
把守。

教評會：須追究涉事者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批評，港大民主牆
上「慶祝 918」的字眼傷害民族情感、
歪曲歷史，亦污衊了民主，並批評有關
人等為逞一己私慾，用侮辱犧牲先烈、
傷害人民尊嚴作為譁眾取寵的手段，暴
露他們對歷史的無知和無良。他要求港
大高調追究當事人，不能撤下標語了
事。
就有人在港大校園舉美國國旗、唱美
國國歌，何漢權指出，這是「舉美國的
國旗，做美國的奴隸」。這種傷害國家
的行為，是濫用自由的做法，他要求港
大站出來說不，堅決杜絕不符合「一國
兩制」的行為在校園出現。

教聯會：管理層應表態

■「守護莘莘學子
守護莘莘學子」
」群組代表到政總抗議
群組代表到政總抗議。
。

■「反港獨大聯盟
反港獨大聯盟」
」到聖心書院抗議
到聖心書院抗議。
。

■市民到真道書院抗議
市民到真道書院抗議。
。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指出，高舉美國國旗、唱美國
國歌的行為，很明顯是一批人蓄意挑釁中央，港大
管理層應當表態，又批評所謂「慶祝 918」的言論
踐踏底線，不尊重中國人的情感、傷害民族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