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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護國旗 傳遞正能量
護港大聯盟料逾萬人參與 和平依法制止辱國旗暴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首林鄭月娥
前日舉行首場「社區對話」，活動結束後因一
批人在伊利沙伯體育館外聚集，其間有人掘磚
及堵塞馬路，令一眾官員被困約4小時後始能
離開。林鄭月娥昨日在fb發帖，強調對話一定
會繼續進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則
透露，在滯留伊館期間，他們檢討了未來對話
安排，及為場內有意第二次對話機會的市民登
記資料，安排日後再交流。
林鄭月娥昨日在社交網站發帖表示，參與前

晚「社區對話」的市民做了不少準備，收集家
人、朋友及連登仔的問題向政府反映。
她認同會上有人發言說，想將一個美好香港

交給子女，亦希望透過對話尋找出路的最終目
標，「我亦留意到出席嘅市民有不同意見同政
治立場，但大家都能做到互相尊重、細心聆

聽。正如唔少發言嘅市民所講，香港本來就唔
分顏色。多元、自由從來係我哋珍惜嘅價
值。」
林鄭月娥指出，知道大家就對話形式有不同

意見，「我承諾對話一定會繼續進行，亦會有
不同形式，包括網上互動。期望下次可以同你
傾！」

對話會令政府理解市民處境
參與對話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也

在fb發帖，感謝不分背景和立場的市民在對話
會上說出了他們的感受、擔心和期望，令政府
可以多理解他們的處境，多以他們的角度去思
考問題。「平時也會到連登和不同媒體網站瀏
覽，但這種認知是平面的、單向的，惟有透過
面對面的交談，雙方才能在互動中更了解對
方，從理解達至諒解，以至和解。」
他引用名曲《Sound of Silence》的歌詞，坦
言對話從來不易，「我們容易墮進『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

out listening』的境況中。」不過，前晚兩個半
小時的對話，證明了無論立場有多不同，香港
人是可以和平、理性處理問題的。
聶德權強調說：「只要大家都有一顆愛惜香

港的心，大家也希望尋回以前熟識的香港，不
同立場也能通過溝通收窄分歧，從而為香港找
到出路！」
參與對話會的邱騰華則透露，前晚的對話基

本維持了公開和平的氣氛，政府和市民間拉近
了距離，彼此坦誠溝通，闡明問題，希望繼續
有更多類似的對話，尋求方法走出香港現時的
困局，而毋須要激烈行動。
一眾官員前晚因被非法集結者圍堵而滯留在

伊館內約4小時，邱騰華透露，眾官員趁此空
檔檢討未來對話的安排，而未來對話的場數及
時間亦會彈性處理。
創新與統籌辦事處補充，會作適當安排，稍

後會聯絡前日已登記的市民，安排再出席對
話，至於「社區對話」亦會因應得到的意見及
經驗，審視安排有否改善之處。

林太：期望下次可以同你傾

黃英豪昨日在記者會上強調，國旗是國家的象徵，神
聖不可侵犯。《國旗及國徽條例》第七條明確規

定，任何人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
等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以及監禁3年。是次舉行「全民護旗行動」，旨在加強香
港社會認識國家、熱愛祖國、尊重國旗的觀念，市民可通
過電話WhatApp報名參加護旗義工隊（見圖）。

絕不「撩交打」「裝備」僅「大聲公」
黃英豪強調，將依法護旗，傳遞正能量，絕對不會

「撩交打」，更不會挑起任何肢體衝突。大聯盟為義工
準備的「裝備」只有「大聲公」，若見到試圖毀壞國旗
者，建議義工用大聲公對其進行勸喻，或用錄影設備拍
攝過程，相信會起到一定的作用。
鑑於有暴徒屢次扯下政府建築物上的國旗並破壞國
旗，大聯盟建議特區政府向高等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
例如在國旗旗杆下設置標示性圍欄，越過圍欄就可能違
反禁制令等。香港市民尊重法庭，若法庭發出禁制令，
相信大家都會遵守。
黃英豪強調，特區政府和民間組織若懸掛國旗，則是

保護國旗的第一責任人，必須有相應護旗安排。大聯盟
亦希望警方也要抽調專門警力，對主要建築物和地標懸
掛的國旗進行保護。大聯盟已租用中巴車，若需要時可
調配義工，香港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亦表示願意參加護

旗行動。
大聯盟副召集人吳秋北

表示，3個月來，破壞國
旗的情況令人痛心。國旗
是國家的象徵，凝聚了中
華民族的感情，破壞、塗
污國旗，是對國家的不尊重，侮辱全體中國人的尊嚴，
他呼籲所有香港市民共同守護國旗，希望警察嚴正執
法，年輕人不要以身試法。
大聯盟副召集人陳勇直言，香港人固然有不同的政治

立場，但大家都反對「港獨」，如今國家國力強盛，於
法、於理、於情，國旗都不應是被破壞的對象，並相信
只要市民大眾守望相助，傳達守護國旗的正能量，毀壞
國旗的行為就不會那麼猖狂。

籲保護自身安全及時報警
他呼籲所有市民，若見到破壞國旗的違法行為，要首

先保護自身安全，用合法的手法維護正義，並及時報
警，就算不能當場將嫌犯繩之以法，事後警方亦可根據
市民提供的證據對嫌犯進行拘捕和檢控。
全國政協委員、大聯盟副召集人龍子明和蘇長榮均強

調，如今國家發展的成就舉世矚目，背靠祖國、面向世
界亦是香港最大的優勢，大聯盟通過召集自願的護旗
手，捍衛國家尊嚴和自身利益，是應盡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六月中旬至今，已經發生了9宗故意損毀及

侮辱國旗的違法犯罪行為，公然挑戰國家權威、嚴重衝擊「一國兩制」的

底線。70周年國慶臨近，「守護香港大聯盟」昨日宣佈發起「香港市

民國慶全民護旗行動」，呼籲全港市民用和平途徑，依法制止侮辱國

旗的暴行，傳遞正能量。大聯盟召集人黃英豪表示，今日成立的國慶

護旗義工隊將在港島、九龍、新界東、新界西四區進行護旗行動，預

計至少有1萬名市民參與。大聯盟又建議警方抽調專門警力，保護主

要建築物和地標處懸掛的國旗，政府亦可申請禁制令，依法護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特區政府前日在伊
利沙伯體育館開展了首場「社區對話」，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與主要問責官員與市民面對面溝通，場面和平
有序，走出了破解香港困局的第一步。「守護香港大
聯盟」召集人黃英豪在昨日的記者會上讚揚「社區對
話」展示了政府的誠意，希望能繼續開展更多有針對
性的對話會，大聯盟及支持團體均樂意為特首和市民
提供溝通平台。
黃英豪指出，對話畢竟比對抗好，特首前日與市民

的「社區對話」充分顯示了政府的誠意，是很好的開
始。他還注意到前日有多位市民對特首提出批評意
見，這表明政府真誠聽取不同意見，並沒有篩選發
言。大聯盟非常願意作為特首與市民溝通的平台。

身為工聯會會長的大聯盟副召集人吳秋北亦指，在
前日的「社區對話」中，不少市民在宣洩情緒後，都
表示支持「一國兩制」的國策，證明大多數的人都希
望國家好、香港好，只有極小部分人想顛覆政權。
他認為，特首不介意當「出氣袋」，但大家在宣洩

情緒後，還是要以止暴制亂為目標，恢復理性討論，
聚焦解決貧富懸殊、資本壟斷、住房等深層次問題，
而不是訴諸暴力。他希望特區政府在將暴亂分子繩之
以法的同時，能深刻反省，做出改革。
吳秋北還建議，參與「社區對話」的市民，都希望
能有機會發言，政府可以嘗試進行人數更少、更有針
對性的對話會，聽取不同界別的意見，讓對話會持續
進行，相信可以達到紓解民怨的目的。

大聯盟挺對話 願供溝通平台

■守護香港大聯盟發起成立「全港市民國慶護旗義工隊」，在記者會介紹有關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日舉辦的首場社區對話，昨日在fb發帖強調對話一定會繼
續進行。 資料圖片

在反修例暴力行動中，學生被推
上風口浪尖。警方昨日提及，由 6
月至今共拘捕1596人，而開學後發
現被捕的學生比例顯著上升，9月1
日至 9 月 27 日拘捕 550 人中，學生
佔38%達207人。面對煽暴派居心叵
測將年輕學子推上暴力犯罪的前
線，全社會必須行動起來，譴責荼
毒學子的卑劣行徑。保護孩子就是
保護香港的未來。教育局、辦學機
構、教師和家長應各司其職，組成
對孩子的全方位保護網，讓學生遠
離暴力、健康成長。

在上周六的所謂「光復屯門遊
行」中，一名15歲男學生被發現藏
有懷疑攻擊性武器，法官拒絕其保
釋；一名13歲女童涉嫌在屯門大會
堂外焚燒國旗，被落案起訴一項侮
辱國旗罪，法官提醒女童父母應
「睇緊啲」。為什麼心智未成熟的
十幾歲小孩，會變成違法犯罪的暴
徒？

首惡當然是反對派和縱暴派，他
們將反政府、反社會的歪念向青年
人「洗腦」，透過無孔不入的文
宣， 誤導煽動學生。自開學以來，
縱 暴 派 不 斷 對 準 學 界 展 開 「 攻
勢」，從罷課、人鏈到各類集會層
出不窮，有個別「黃師」更在校內
推波助瀾，散播極端仇警思想，令
部分學生愈陷愈深。煽暴派為了不
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顧孩子安
危，把學生當作衝擊法治、助其達

成政治目的的炮灰，行為歹毒，其
心可誅。

警方昨日強調，暴力犯罪不是角
色扮演遊戲，留有案底會影響一
生，如涉及縱火罪等重罪，更有可
能被判終身監禁。挽救學生，首先
教育局要立即採取行動，要求各中
小學密切留意學生的活動；其次，
校長、教師須克盡己任，多留意學
生舉動，制訂落實保護學生的措
施；家長也負有不可推卸責任，應
多關注子女的情況，防止他們被人
誤導，參與街頭違法暴力，避免危
害自身安全、自毁個人前途。

煽動學生參與違法活動，把學生
推向暴力衝擊的前線，極為卑劣，
社會各界必須嚴厲譴責，確保學生
在安全、不受政治干擾的環境下學
習。學界務必清楚表達立場，拒絕
縱暴派、亂港派利用、騎劫學生作
為違法工具。

十一國慶臨近，網上有人鼓動在
假期鬧事，甚至有傳會製造傷亡，
家長務必留意子女安全，多關心他
們的課餘生活，引導學生走上正
途。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中
說：少年強則國強，少年智則國
智。我們必須竭盡所能，斬斷伸進
校園的政治黑手，加強國民教育，
助學生建立遵紀守法、珍惜生命、
專注學業的正確價值觀、人生觀，
自覺遠離違法暴力。

斬斷煽暴黑手 讓學生遠離暴力
5年前的今日，亂港分子拉開違法「佔中」的帷幕，

打開了「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的潘多拉魔盒。
如今持續了3個多月的反修例暴力行動，正是升級版的
違法「佔中」，違法暴力變本加厲，香港飽受煎熬。
而且，反修例暴力行動比違法「佔中」帶有更濃厚的
「顏色革命」色彩，外部勢力的黑手對香港伸得更
深，顛覆「一國兩制」、利用香港遏止中國崛起的居
心更彰顯明甚。檢討「佔中」教訓，如今特區政府和
社會各界更要團結一致，立場堅定，堅決果斷運用一
切法律手段止暴制亂，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佔中」前後，戴耀廷之流的「政治學者」，打着
爭取「真普選」的旗號，鼓吹散播所謂「公民抗
命」、「違法達義」等歪理，荼毒年輕人，煽動以違
法行為表達訴求，給香港的良好法治、社會穩定埋下
重大隱患。正如法官在涉及「佔中」案件的判詞所
指，一些「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的口號，
鼓勵他人犯法。該等人公然蔑視法律，不但拒絕承認
其違法行為有錯，更視之為光榮及值得自豪的行為。
該些傲慢和自以為是的想法，不幸對部分年輕人造成
影響，導致他們在集會、遊行或示威行動時隨意作出
破壞公共秩序及公衆安寧的行為。

「佔中」對香港法治造成無可挽回的傷害。歷時79
天的「佔中」，示威者堵塞道路、衝擊警方防線、漠
視法庭禁令；「佔中」失敗之後，反水貨示威、2016
年旺角暴亂，示威者的暴力惡行變本加厲、愈演愈
烈。到此次反修例暴力運動，暴徒使用磚頭、鐵支等
武器習以為常，四處縱火、投擲汽油彈，無差別毆打
普通市民，甚至襲擊警察，無法無天，瘋狂血腥。

更令人擔憂的是，反修例暴力行動已變質為恐怖主
義，以暴力打壓不同意見人士，連特首林鄭月

娥與市民對話之後，也遭激進示
威者長時間圍堵。

暴力行為明顯逾越任何正常社會的法治、倫理、人道
底線，香港的法治、管治正面臨前所未見的嚴峻挑
戰。

5年前的「佔中」，目的為否定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企圖以「公民提名」奪取香港的管治權，當
年外部勢力勾結黎智英等「禍港四人幫」，利用黃之
鋒、羅冠聰等棋子，大肆反中亂港，「佔中」已被定
性為「顏色革命」。

如今反修例暴力行動，「禍港四人幫」、縱暴派多
次與美國政客會面，黃之鋒、羅冠聰直接跑到美國國
會聽證會「告洋狀」，更加明目張膽勾結外部勢力干
預香港事務、抹黑國家；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外交事務
委員會通過受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充分暴露
美國旨在搞亂香港、牽制中國發展，更說明反修例暴
力運動是不折不扣的「顏色革命」，危害較之「佔
中」更嚴重。

更須警惕的是，反修例暴力要完成「佔中」未完成
的任務，要令香港「變天」，多個消息指，煽暴派、
亂港派正處心積慮在國慶70周年前後策劃令人震驚的
血案，破壞國慶氣氛，更企圖在國際上造成極其惡劣
的影響，以增加香港「顏色革命」成事的機會。

「顏色革命」沒有給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帶來民主自
由和繁榮昌盛，帶來的只有人道災難，香港也不能例
外，暴徒無底線的暴力不可能爭取到什麽民主自由人
權，暴力的後果只能是浩劫。

當年「佔中」以失敗告終，靠的是特區政府和警隊
堅持依法辦事，以及強大民意令「佔中」知難而退。
反修例暴力運動較之「佔中」更複雜，特區政府應迎
難而上，採取更強硬有效的手法止暴制亂，將暴徒及
幕後的操控勢力繩之於法；愛國愛港陣營、廣大市民
更應無畏無懼向暴力說不，給予政府和警隊更強大的
民意支持，以利早日恢復法治安定，讓香港重回正
軌。

反思「佔中」教訓 更堅決果斷止暴制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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