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2萬人申與特首「社區對話」
聶德權：不想場地淪示威區 若有更好安排利交流均可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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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
示威暴亂不斷破壞香港，特區政府
積極開展對話會尋出路。全國港澳
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日出席電台
節目時表示，對話會是有一定的象
徵意義存在，代表特區政府恢復如
常工作及積極管治香港，又能透過
對話模式，讓中間溫和者更加理解
特區政府的立場，爭取市民認同政
府是有誠意解決香港問題。
劉兆佳形容，對話本身有積極

意義，給予特區政府機會去解釋
特區政府的立場、管治的困難和
澄清社會上對某些問題的誤解，
爭取市民認同政府是有誠意解決
香港問題。
不過，他強調不要想像會改變那

些暴徒和激進示威者對特區政府的
看法，他又預料對話當天肯定會有
很多人包圍場地，甚至出現暴力衝
擊行動。

倡政府析國際內地政治形勢
除了社區對話，劉兆佳亦建議特

區政府內需要有一組人員專注做政
治分析，不單是分析香港民情民
意，亦要分析國際和內地政治形
勢，在過程中吸納不同聲音。
劉兆佳表示，目前暴力衝擊行動

呈輕微變化，如近日參與暴力行動
的人數減少，策略改以「游擊」方
式在多區進行。不過，雖然人數減
少，但暴力程度卻明顯有所提升，
暴力行為更蔓延到社區，影響經
濟、民生和市民日常生活。
他預測，暴力行動仍會持續一段

長時間，但會隨着市民的厭惡而逐
步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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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周四就是首場社區對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部分主要官員將於

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與市民溝通，探討現時社會上的不滿及尋求解
決方法。林鄭月娥昨日在facebook上發圖表示對話平台正式啟動，「再艱難，也有出路，讓
我們對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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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市民周曉東9
月15日於港島暴亂期間，在灣仔被大批黑衣
暴徒圍毆致重傷。昨日，來自香港梅州社團
總會、工聯會、民建聯、飲食業職工總會等
團體的代表，前往慰問周曉東，表達對其勇
敢發出愛國之聲的由衷敬意。各團體代表表
示，希望社會紛爭可以盡快平息，市民能夠
安居樂業。

梅州社總：勇敢無畏發正能量
香港梅州社團總會副主席、義工團總團長
熊慶光表示，敢言、愛國、無懼惡勢力的周
曉東是梅州鄉親的驕傲，是客家人的優秀代
表，希望他早日康復，繼續勇敢無畏地發出

正能量之聲。

工聯會籲向暴力說不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說，周曉東當日

遭眾多暴徒長時間毆打，其傷勢牽動着很多
市民的心。工聯會亦十分關心其康復後的生
計問題，非常願意提供必要的支援和協助，
希望他不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針對、追擊，
能有好的就業機會和工作環境。
他又呼籲街坊市民向暴力說不，積極發出

理性的聲音。

民建聯：周表達愛國心聲是無罪
民建聯東區區議員顏尊廉稱讚周曉東「表

現英勇，值得欽佩」，他認為香港社會素來
尊重民主和自由，每個市民都享有言論自由
的權利，周曉東表達愛國心聲是無罪的，受
到無理的暴力對待實在令人氣憤。
顏尊廉祝福周曉東早日康復，重返工作崗

位。

飲食業職總盼紛爭速平息
周曉東本身從事餐飲業。飲食業職工總會

主席郭宏興說，事發當日，周曉東正常表達
自己的看法，沒有做錯任何事，不應該受到
持不同意見者的暴力攻擊。
他希望社會紛爭可以盡快平息，全港社會

回歸和諧，打工仔能夠安心掙錢養家。

各界慰問「愛國男」周曉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特首林鄭月娥早前宣

佈會以3種形式展開對話，不分立場及階層，冀就香港

社會目前困局共商出路，而首場「社區對話」將於本

周四舉行。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表示，至昨日中午

12時截止報名，特區政府共收到20,237個申請登記參

加「社區對話」。特區政府將以電腦抽籤方式抽出出

席者。

特區政府早前公佈，將於本
周四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

館舉行首場「社區對話」，名
額為150人，屆時特首和部分主
要官員將會出席，不少市民早
前透過網上或各區民政諮詢中
心遞交登記表格。
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回覆
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截至昨
日中午 12 時，政府共收到
20,237個申請登記參加「社區對
話」。當中網上登記為20,179
個，透過各區民政諮詢中心遞
交登記表格則為58個。
由於登記人數已超出限額，
特區政府將以電腦抽籤方式抽
出出席者。參加者亦需遵守場
地約章，不可以帶雨傘、防毒
面具、旗幟及橫額等進場，進
場前亦需接受保安檢查。
特區政府指，「社區對話」
是一個公開對話平台，目的是
走入社區，邀請社會各階層的
人向政府表達意見，以探討現
時社會不滿及尋求解決方法。
不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聶德權前日在青衣出席公開
活動後，被暴徒圍堵指罵，更

有人攔着其座駕，其他暴徒則
以鐵通等雜物投擲，導致其座
駕的擋風玻璃破裂，令人擔心
本周四的對話會，或會同樣遇
上暴徒衝擊。

曾遭圍堵指罵 對話決心不改
聶德權昨晨在電台接受訪問

時表示，政府對話決心仍然存
在，雖然明白在前線的示威者
未必有意願和特區政府對話，
但政府認為有需要與社區展開
對話。他重申，當局不希望會
場內有大型道具，不想見到對
話場地演變成示威場地，又說
倘有任何安排可有利對話，均
可考慮。
聶德權並回應昨日遭人包圍

座駕的情況，表示自己當時想
應示威者要求下車溝通，然而
擔心現場情況混亂，倘下車或
造成更大影響。
他認為示威者高叫口號，是

為了表達訴求，至於投擲物件
是為了宣洩不滿，不過示威者
或沒有認真思考過後果。至於
會否追究，他表示事件已處
理。

■多個團體代表前往慰問早前港島暴亂期間被大批黑衣暴徒圍毆受傷的周曉東（左三）。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有學校因為近期激進暴力活動持續，計
劃取消在國慶日前後的校內升旗儀式。教
育局表示，停辦國慶升旗禮會發出錯誤訊
息，期望學校如常升旗及奏唱國歌，包括
在國慶日前後舉辦升旗禮。學校唱國歌、
升國旗天經地義，怎能因為暴力活動而取
消。吸取今次暴力風波的教訓，學校必須
堅持以升國旗、唱國歌等活動，培養學生
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和自豪感，引導學生
建立尊重國家民族的正確認知，避免他們
受「港獨」歪理誤導。

借反修例發動的暴力運動以來，暴徒
多次污損、毀壞國旗、國徽，日前沙田
衝擊中，再出現暴徒踐踏國旗的醜陋場
面，為惡者中不乏年輕人和學生，反映
香港的國家觀念和國家認同教育的嚴重
缺失，更說明學校進行唱國歌、升國旗
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果因為社會
氣氛不好，學校對唱國歌、升國旗選擇
沉默、迴避乃至取消，久而久之，必然
導致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港英時期，面對港英當局打壓，尚且
有愛國愛港學校敢唱國歌、升國旗。以
香島中學為例，在創辦之初就在校內舉
行升國旗、奏唱國歌等儀式，幾十年來
沒有改變。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旳校長陳
卓禧曾動容地表示，港專作為一所愛國
愛港的學校，必定高舉愛國旗幟，沒有
妥協餘地， 學校由成立第一日開始，就
掛 五 星 紅 旗 ， 唱 國 歌 《 義 勇 軍 進 行

曲》。因為這件事，學校受盡港英政府
打壓、資助被取消、校址被收回，但也
從無放棄愛國立場。

環視世界各國，人們向自己的國旗和
國歌表達敬意，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例如，國旗、國歌這些國家的象徵物，
在美國學校內到處可見可聞，熱愛國旗
是美國學生愛國主義教育的一個重要組
成部分。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作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學校
升國旗、唱國歌，增強學生的國家意
識、培育愛國精神理所當然，更是香港
回歸祖國的題中應有之義。香港已經回
歸22年，有學校計劃在國慶日停辦校內
升旗儀式，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擔心因
升旗而引起校外衝突，根本不成理由。

學校堅持升旗儀式之所以重要，在於
能使學生在儀式中受到愛國主義洗禮，
升華愛國主義情感 。今年國慶是國家成
立70周年的大日子，70年春華秋實，中
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
來的偉大飛躍，繪就了一幅波瀾壯闊的
歷史畫卷。即使目前本港出現一些特殊
情況，學校作為培養學生的重要場所，
更應不受政治干擾，不向暴力惡勢力低
頭，應如常升旗及奏唱國歌，在國慶日
前後舉辦升旗禮，借慶祝國慶的活動，
幫助學生認識今日祖國的發展成就，激
發對民族、對國家的自信心和
自豪感。

學校必須堅持升旗儀式傳遞愛國精神
超過百日的暴力運動越趨兇殘瘋狂，暴徒以恐

怖主義手段無理攻擊警察和市民。昨日，香港警
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發表隨筆指出，儘管
暴徒無惡不作，社會上敢於公開譴責暴徒惡行的
仍然不多，他籲請大家打破沉默，讓暴徒知道香
港不是他們可以橫行霸道的地方。暴力運動已變
質為幾近恐怖主義襲擊，企圖把香港推向萬劫不
復的深淵。止暴制亂是本港的當務之急，不能靠
警隊孤軍作戰，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都負有不可
推卸、不可迴避的責任，尤其是政府部門應作出
更大擔當，摒棄「闊佬懶理」的態度，全方位支
持配合警隊執法，更有力更有效打擊暴力。

借反修例發動的暴力運動持續，違法暴力惡行
日益升級，一些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所謂「和
理非」支持者，盲目同情支持暴徒，無理指責警
方正當合法的執法；縱暴派及其背後的內外勢
力，無所不用其極煽動、美化暴力，大肆製造、
散播謠言誣衊詆譭警隊，千方百計刁難警隊執
法；部分傳媒阻礙警方執法，包庇暴徒。煽暴
者、縱暴派和暴徒利用一切文宣輿論工具，顛倒
是非，混淆正邪，妖魔化維護法治公義的警隊，
藉以誤導公眾，以達孤立警隊的目的，令警隊喪
失民意支持，陷入疲於奔命、吃力不討好的困
境。而一些政府部門對於關係到管治是否有效的
大是大非問題，一副事不關己、「闊佬懶理」的
態度，令人側目。

面對回歸以來最嚴峻的挑戰，在這場事關香港
生死存亡的正邪較量中，香港的法治、管治沒有

被完全癱瘓，正正因為香港擁有一支優
秀可靠的警隊。警隊有擔當、

敢負責，盡忠職守，無畏無懼，日以繼夜，打擊
違法暴力惡行，以行動維護了「一國兩制」，防
止了反中亂港「顏色革命」的圖謀得逞。但必須
看到的是，遏止暴力、避免香港「變天」，除了
警隊奮勇執法之外，更需要全社會參與支持，政
府所有部門、廣大市民，都不能置身事外、袖手
旁觀。

首先，政府作為香港的管治者，17萬公務員是
維護香港法治安定的中堅力量。對於個別教師、
見習律師等專業人員散播仇警、反政府的言論，
個別公務員組織策動反政府的集會，政府的主管
部門不僅要嚴厲譴責，更要敢於清除害群之馬，
才能明是非、辨正邪，以免藏污納垢，動搖軍
心。散播謠言、煽惑人心的「連儂牆」遍地開
花，食環署出手清理責無旁貸，不能視若無睹、
聽之任之。止暴制亂任重道遠，政府各部門上下
同心，立場一致，依法運用好一切手段打擊暴
力，減輕警方執法的壓力，彰顯與警隊共同進
退，遏止違法暴力才能事半功倍。

暴力氾濫嚴重破壞本港的營商環境，暴徒肆無
忌憚搗亂商場、干擾商戶正常經營，本港商界深
受其害。飲食業6月至今已蒸發50億元生意額，
旅遊業及零售業亦受害極深，裁員減薪潮即將到
來。反修例暴力運動之禍猛於沙士，商界、打工
仔絕不能向暴力「跪低」，更不能因怕招惹暴徒
報復而抱「寧疏遠警方、莫得罪暴徒」心態。拒
絕與警方合作，只會令暴徒氣焰更囂張，本港進
一步陷入無法無天的亂局。商界、打工仔必須向
暴力說不，更堅定堅決支持政府和警隊止暴制
亂，這才是維護商界、市民利益的根本之道。

政府部門須有更大擔當止暴制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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