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為葵青地區康健中心主持開幕
禮後，在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陪同下參觀中心內的
設施和了解其服務。

康 健 中 心

稚子如入「邪教」領叫暴徒口號
鸚鵡學舌淪暴亂文宣工具 特首籲家長教師勿讓孩童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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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

風）反修例暴亂至今持續數月，

不斷有未成年學子因參與暴力違

法行為被捕。香港文匯報早前率

先報道，有身穿全副暴徒裝備幼

童現身衝突現場，近日更有片段

揭發兩名稚子竟被捧成「邪教」

領班，「唸口簧」式於街頭帶領

群眾重複喊叫暴徒口號，場面令

人心寒。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特別提到，對近月不少孩子被捕

感到非常心疼，強調香港市民必

須守法，呼籲家長和教師務必讓

孩子明白，不能為「政治理由」

公然違法。

與民保持對話 林鄭研辦「網談」

根據網上近日流傳的片段，一名戴口罩
初小女生跟另一名幼童站在街頭。女

童先以一把稚嫩聲線高喊「香港人」，鏡
頭外大批成年人隨即和應「加油」；女童
又再喊「五大訴求」，其他人即跟着大叫
「缺一不可」；女童和群眾其後以同樣規
律先後叫喊「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香
港警察 知法犯法」、「光復香港 時代革
命」等暴徒口號。

幼童近墨者黑 恐遭漸進洗腦
現場氣氛隨着群眾叫喊不斷高漲，有不

少黑衣口罩人慢慢聚集在女童身邊。看見
人群都願意跟隨自己叫喊口號，女童漸漸
露出滿意笑容。
同時，在她身旁的幼童原先只是一副無

所事事表情，一時東張西望，一時坐下稍
息，但經過短短數分鐘的口號「洗禮」
後，幼童竟開始牙牙學語，跟着節奏念念
有詞。雖然片段未能清楚錄得幼童到底講
了什麼，但在現場情勢下，近墨者黑，學

會全套口號恐怕並非難事。
上載片段的網民形容場面恍如「邪

教」，不少網民深表認同，感嘆兩名稚子
的家長何以不好好管教，任由他們鸚鵡學
舌，淪為政治宣傳工具。「黃琳」表示：
「好似背書，內容到底係咩？呢個時候父
母，老師的指導好重要。」
「Wally Chan」則指：「個小男孩子看

似好怕，希望他們的家長和大人，不要再
利用啲童真的小朋友！」
「Apple Yu」亦感嘆道：「小朋友不過
係一張白紙，為何年紀輕輕就已經被灌輸
洗腦般既（嘅）口號！」
事實上，近月持續有未成年的人因涉及

反修例風波被捕，最年輕的只有13歲。林
鄭月娥昨日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對有關
現象感到非常心疼。「因為他們是孩子，
孩子對於現在一些政治問題有多明白、多
了解，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問的問題。」
林鄭月娥呼籲家長和教師，必須讓孩子

理解有些政治問題不是這麼簡單，他們也

必須守法。「香港要繼續作為一個法治的
社會，其中一個元素就是我們的香港市民
必須要守法，不能為了一些政治的理由公
然違反法律。」

家長促嚴懲煽暴黃師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松認為，

如此年幼稚子參與這般政治活動，明顯是
有成年人在身邊影響，也許是「黃絲」家
長、學校「黃師」，還有可能受媒體式網
上一些政客甚至立法會議員縱容及煽動暴
力唆擺，導致不斷有年輕學生被人利用，
走上前線參與違法行為。
他強調，有關問題除了家長和老師需要

努力外，政府和教育局亦有必要承擔責
任，展現更強硬作風。「只有為上者強硬
執法，才可有效推行學校、校長等單位依
從辦事。」
為此，他期望政府積極考慮實施《反蒙

面法》，教育局亦應嚴格處理散佈仇警言
論的「黃師」個案，以正視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特首林鄭月娥
與司局長將於明天（周四）走入社區舉行首場
「社區對話」。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政會議前見傳
媒時，強調會與同事以誠懇、謙卑的態度聆聽出
席市民的意見，而無論多艱難，她一定會持續與
市民對話，希望在進入多元對話形式後，可以有
更多人參與，又透露正考慮籌辦網上對話，為香
港尋找出路。
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政會議前見傳媒時表示，很高

興知悉有兩萬多名市民願意及希望出席這次「社區
對話」，會盡快通知電腦抽籤選中的150名市民。
她深切希望首場「社區對話」可以在一個和平、理
性、冷靜的環境進行，並承諾會和同事以誠懇、謙
卑的態度去聆聽出席市民的意見，希望在目前仍然
是相當紛亂的局面中為香港尋找出路。

未必馬上見效 平台多元進行
有人擔心這場首場的「社區對話」會否成功，

她坦言，並不認為「社區對話」能馬上見到好效
果，因為連串風波已經積累了3個多月，市民心
裡仍有很多不滿，也反映特區政府的工作應當有
很多值得改善的地方，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坐在一
起交流對話，盡量為香港找出一個出路。
林鄭月娥強調，首次「社區對話」議題完全開

放，並透露往後的持續性對話，或建議部分對話
有議題，以方便集中處理，例如房屋問題、土地
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等。對她和她的同事
而言，「無論有多艱難，一定會持續進行這些
『社區對話』。」
她續說，與市民直接對話的平台會持續、多元

的進行，包括走入社區、由市民主動表達意願參
加；隨機抽樣找出一個有代表性的群組與特區政

府對話，或針對一些特別議題交流；閉門、很小
範圍的深度對話和交流等方式。就有人希望在網
上有政府對話，政府正考慮中，希望稍後會增加
在網上對話的形式。
林鄭月娥並感謝無論以哪種形式參與對話的市

民，「能夠在如此艱難的時候願意與官員作直接
溝通，是表達了他們對於香港這城市的關心，我
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共同找出一條可以走下去的
路。」

不分背景立場 更可表達憤怒

就有人指稱「社區對話」規矩太多，林鄭月娥
回應說，這些規矩是為了對話在和平、理性、冷
靜的環境下進行，並非想控制參加者當日表達什
麼意見。在講規矩的同時，特區政府已承諾不分
背景、不分政治立場，隨意讓參加者發表意見，
甚至可以表達他的憤怒。
被問及反對派議員聲稱會「杯葛」對話，林鄭

月娥指，她理解有人暫時不覺得條件成熟去進行
對話，而對話會持續地進行，「量」和「質」同
樣重要，希望日後進入一個多元化的對話形式
時，能夠有更多市民參加。

香港文匯報訊 不少人建議特
區政府引用緊急法以止暴制
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
示，特區政府在運用法律時，
要評估有關法律使用後是否能
夠精準地處理現在的暴力狀
況，及會否帶來反效果，令目
前的局面更紛亂、香港的國際
聲譽再進一步受挫。
被問及會否運用緊急法時，

林鄭月娥指出，社會目前的最
大共識是制止暴力，盡快讓香
港回復社會秩序，而止暴制亂

中最「王道」的做法就是法
治。
她續說，特區政府會適當運

用現行的法律，但同時要評估
在使用這些法律後，能否精準
地處理現在的暴力狀況，及使
用這些法律後會否帶來反效
果，令已經很紛亂的局面或已
經受到很大破壞的香港國際聲
譽再進一步受挫。所以到目前
為止，「我們並沒有引用你剛
才說的那些比較特殊的法律進
行這方面的工作。」

法治是止暴「王道」暫不用緊急法

香港文匯報訊 有個別學校聲
稱考慮到近日社會爭議而取消
校內國慶日前後的升旗禮，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回應指，
倘個別學校日常都會舉行校內
升旗禮，突然取消恐怕會帶出

不太正確的信息，且校內如常
升旗並不涉及公眾秩序、公眾
安全問題。
為此，教育局向學校提出意
見，希望有關學校繼續、如常
舉行升國旗的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
好）新年度施政報告將於下月
公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表示，由於面對不確定性，各
項政策措施會成熟一項推一
項，不會再留待施政報告發表
當日才公佈，又透露有關局長

稍後會率先向社會公佈多項措
施，涉及為特別需要的兒童提
供支援、舊樓維修加強版服
務、環保和體育發展等方面。
至於重中之重的房屋、土地

問題，則會在施政報告中交
代。

政策措施成熟一項推一項

盼校方如常辦升旗禮

■看見人群都願意跟隨自己叫喊口號，女童漸
漸露出滿意笑容。 網上片段截圖

開 幕

特首林鄭月娥積極推動的民間對話，明日將
舉行首場對話會。各方對此都寄予相當大的期
望，希望對話全面聚焦香港深層次矛盾，顧後
瞻前，查找問題，充分表達訴求，提出建設性
意見。只有勇於全面直面困擾香港的深層次問
題，通過理性對話、求同存異、講清是非、構
建共識，社會和諧之路才能順利開啟，溝通對
話才能有成效、有意義。鑒於香港當前嚴重撕
裂的局面，對話會中肯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
意見，甚至是相當對立的觀察與思考，出現這
種情況不足為奇、也不足為慮。不同意見充分
表達，是邁出尋求共識的必經第一步；無原則
的妥協退讓換不來真正的共識，政府清晰堅定
表達對解決深層次問題的看法，表明對是非曲
直的立場態度，是引導對話朝正確方向發展的
關鍵。

對於反修例暴力運動的爆發，很多關心香
港的人，已經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比較深入的
思考和分析，認為修例風波和暴力運動發生
的背後原因，是香港多方面深層次矛盾長期
不能有效化解的苦果、惡果。這些深層次矛
盾林林總總，歸納起來不外乎經濟民生矛盾
和政治文化土壤兩個方面。

對於經濟民生方面的深層次問題，談的人
比較多，因為比較切身、直觀。土地房屋供
應嚴重不足，政府未能大刀闊斧迎難而上拓
地建屋，樓價與市民負擔能力越來越脫節，
公營房屋供應亦面對斷層風險，普羅大眾乃
至中產階層望樓興嘆，民怨不斷累積；本港

經濟結構單一，過分依賴房地產、
金 融 等 傳 統 支 柱 產

業，經濟轉型升級始終未見成效，年輕人欠
缺創業就業、向上流動的階梯和通道，打工
仔未能分享太多經濟增長的紅利，對政府和
社會的不滿越來越大；貧富懸殊未見改善反
趨惡化，香港人均 GDP 接近 5 萬美元，但
2016 年堅尼系數創下 45 年新高，達到「極
端貧富懸殊」的臨界點，香港 720 萬人口中
竟然有 101 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房屋、
醫療、安老等結構性矛盾日益尖銳，市民尤
其是年輕人對前途感到徬徨迷茫，不滿、怨
恨積壓，成為有人利用反修例煽動反政府暴
力運動的民意土壤，引爆至今難以收拾的亂
局。

政治文化的土壤問題，目前談的人相對較
少，因為看法容易觸動社會的敏感神經。但
的而且確，反修例暴力運動暴露出，香港因
為長期的社會教育、學校教育的嚴重缺失，
積累了政治、文化、精神層面的嚴重深層次
問題，這些問題是造成目前亂局的更加不容
低估的原因。

第一是對香港憲制和現實政治地位的認識
和落實的偏差。對於「一國兩制」缺乏全面
認知，有部分港人包括社會精英，有意無意
扭曲對「一國兩制」的真意，講「一國」大
原則、大前提少，強調「兩制」差異、對立
多，造成重「兩制」而輕「一國」。回歸已
經22年，忽視、輕視、乃至敵視「一國」的
心態，在本港社會仍有不小市場。這是分離
主義傾向生發的重要條件。

第二是歷史文化教育嚴重缺失。本港教育
中欠缺正規系統的中史教育，導致學生不能

建立正確的國家民族觀念，尊重自己的民
族、熱愛自己的祖國，沒有成為回歸後部分
香港人特別是青年學生的主流價值。正因為
如此，暗含「港獨」理念的「本土自決」思
潮逐步大行其道，日積月累向年輕人「洗
腦」，令部分年輕人對國家民族離心離德。
反修例暴力運動中，一再出現年輕人踐踏焚
毀國旗的場面，一再出現侮辱同胞先烈的文
宣，既令人痛心，更發人深省。

第三是法治意識、法治思維的嚴重扭曲和
退化。尊重法治、維護法治、守法行事，本
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觀，也是香港賴以成功、
安身立命的根基。但是，多年來「違法達
義」的政治洗腦，相當一部分法律界人士基
於政治目的扭曲甚至顛倒法理，令不少人包
括所謂持「和理非」立場的市民，在法治思
維、法治是非分野上出現非常嚴重的混淆，
連暴徒違法犯罪、警方執法護法的基本是非
概念都被顛倒，「和理非」與暴力不切割，
甚至默許支持暴力，抗拒警方執法，導致暴
徒有恃無恐，警方執法困難重重、承受巨大
壓力，香港良好法治正面對前所未見的嚴峻
危機。

第四是香港自由包容的基本社會價值的嚴
重失色。包容不同意見，任何人擁有合法自
由表達的權利，這種權利得到廣泛尊重維
護，大家和而不同，本是港人引以為傲的優
良社會傳統價值。但是在反修例暴力運動
中，大家看到的是，暴徒濫用私刑毆打不同
意見的人士，連學校升國旗、唱國歌都面臨
威脅；馬會因為擔心遭受暴力衝擊而取消賽

事，「馬照跑」的自由都受到威脅，足見施
暴者、縱暴派甚至同情暴力市民，宣稱爭取
民主自由，實際上正在踐踏自由包容的香港
社會價值。

第五是香港基本的人倫道德底線已經動
搖。尊重生命、友善關愛，這些香港多年建
立起來、市民自覺遵守的人倫道德被嚴重破
壞。有人不斷散佈「犧牲論」，為了政治目
的渴望吃「人血饅頭」；有人散播各種仇恨
言論，惡毒詛咒警察及其子女；有人挑動父
母子女對立，有人對不同意見的同事、朋輩
公然欺凌；學生不像學生、老師不像老師，
有大學生公然包圍辱罵校長、老師，打砸校
長辦公室，師道蒙羞。

香港出現的亂局，是經濟民生、政治文化
等不同方面深層次問題的共同作用的後果，
這些深層次問題不解決，香港的撕裂、對立
不可能彌合。不可否認的是，既然深層次問
題廣泛、嚴重，要解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不能奢望靠幾次對話，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相反，對話過程中一定會有很多不同甚至對
立的意見，對立是必然的，也不可怕，可怕
的是迴避問題，無視問題及其背後的真相與
是非。真理永遠越辯越明。所以無論政府還
是社會各界，都要理性看待不同甚至對立的
意見，充分表達自己的思考和認知，通過對
話辯論，圍繞正邪善惡標準、大是大非分
野，重新構建社會共識。這樣的對話才可以
繼續下去，才能越對話越有建設性，
重建社會和諧之路才有望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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