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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暴派及黑衣魔非法

佔用各區公共用地張貼

紙條、海報製造所謂的

「連儂牆」，嚴重影響

市容。為重建美麗社區，各區也有

熱心市民自發清理「連儂牆」，詎

料這種履行公民責任的舉動，竟遭

黑衣魔暴力對待。前晚，約二十名

清潔隊員在葵涌梨木樹邨清理「連

儂牆」期間，被逾百名黑衣魔恐

嚇，有人出手毒打清潔隊員。更無

恥的是，煽暴派及「黃媒」惡人先

告狀，「老屈」是清潔隊員打黑衣

魔，更誣衊到場的警員「放生」

「打人」的清潔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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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毆「清牆人」連環計屈人
追打辱罵清潔隊 煽暴惡人先告狀 再誣警「放生」

各區陸續有熱心市民冒着被黑衣
魔報復的風險，自發清理「連

儂牆」的紙條和海報，冀能回復清潔
的市貌。前晚，梨木樹邨有約二十名
清潔隊員自備小型鐵鏟、水桶等到附
近的「連儂牆」剷走紙條和海報。
有清潔隊員在網上發帖及上載當時

的視頻，指在清理行動開始不久，有
幾名黑衣魔喝止，清潔隊未有理會。
不久，這班黑衣魔「吹雞」鼓動上百
名同黨到場。

手持鐵通恐嚇大燈照射
有清潔隊員憶述說：「雖然佢哋人

數比我哋多，但我哋未有畏縮，諗住
快快手手清完就走，由得佢哋鬧，我
哋扮聽唔到繼續清理。」怎料這班黑
衣魔群起包圍隊員，更企圖攻擊他
們，「佢哋帶晒鐵通，又用好閃嘅大
燈照我哋。」
未幾，黑衣魔真的膽大包天公然出

手打人，更打傷兩名清潔隊員，並搶
走其他清潔隊員的手機作為兇器打
人。一眾清潔隊員馬上逃離，黑衣魔

尾隨追打，其間不斷用粗口辱罵隊
員，有隊員形容：「佢哋不停×我哋
老母，叫我哋去死，我深深感受到以
前市民被暴徒『私了』個感覺， 形
容佢哋係恐怖分子也不為過。」
該名隊員感慨地說：「香港真係好

可悲， 連普通清個垃圾都唔得，仲
喺網上反過嚟屈我哋打佢哋，我哋嘅
小鐵鏟只係攞嚟剷走寫有假新聞的文
宣海報，但佢哋就真係攞武器打我
哋。」他表示，如果這種無法無天的
情況持續，香港的前途將十分堪虞。

抹黑警方 煽惑網民仇警
不過，清潔隊的遭遇就被「黃媒」

及煽暴文宣扭曲事實，部分「黃媒」
造謠稱是清潔隊員清理「連儂牆」後
用鏟打「街坊」，更誣衊指警員接報
到場後「放走」涉案的清潔隊員，煽
惑網民在網上鬧警察。
清楚真相後的網民大為氣憤說：

「『黑記』專門抹黑警察，心腸歹
毒！千其（祈）咪信！」「bing
Au」勞氣地說：「真係正×街，佢哋

好似大×晒咁！做啲咁正義嘅嘢仲要
俾啲×街傳媒屈真係谷鬼氣。」
大量網民則留言鼓勵民間正義力量

不要畏懼惡勢力，並勉勵其他熱愛香
港的市民挺身而出參與清潔社區的行
動。有網民說：「愈多人出嚟參與，
暴徒愈無我哋辦法，愈唔敢打壓正義
力量。」也有網民說：「唔好俾暴徒
得逞，我哋要反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教育局要求學校
嚴肅跟進投訴教師個案，如有關教師涉及嚴重違法
行為，應以學生福祉着想考慮將其停職。不過，泛
暴派議員無視教育專業及對學生的影響，聲稱此舉
「違反無罪推定的普通法原則」云云。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昨日重申，學校應為學生的人身安全和健康
成長着想，並反問道：「是否覺得教師繼續任職比
學生福祉更為重要？」有建制派議員則指，將處理
刑事訴訟的「無罪推定」放諸教育議題是比喻不
倫，並強調保護學生就該「寧枉勿縱」，謹慎處
理。
民主黨議員黃碧雲昨日在立法會會議提出口頭

質詢，稱局方追究個別教師在社交媒體發表言論
「或侵犯教師言論及發表自由」，又稱局方要求學
校審視未被起訴的被捕教職員，或造成「未定罪先
處罰」的效果，「違反無罪推定的普通法原則」云
云。

散播仇恨言論違專業操守
楊潤雄在回應時表示，教育局接獲及處理的多
宗教師專業失當投訴個案，大部分是教師在社交媒
體上發佈不恰當信息，例如仇恨、詛咒及鼓吹暴
力；以極度不雅的說話或粗言穢語侮辱他人等，
「這些信息無論從表達的方法，抑或其所反映的行
為和價值觀，均與教師應具備的專業操守不符，有

違社會期望，更遑論成為學生的楷模」。
他強調，無論在西方社會抑或香港，言論自由
並非全無限制，必須合理、合法行使，尊重他人權
利及名譽，以及保障國家安全及公共秩序。

未結案學校亦須評估風險
針對有關停職安排，楊潤雄重申，學校應以學

生福祉，包括對學生人身安全、品德培養及學習質
素的影響為首要考慮。若有教師涉嫌干犯嚴重罪
行，即使有關案件或事件尚未結案，學校必須就有
關教師繼續接觸學生作風險評估。
他強調，有關考慮不在於「懲罰」教師，而是

要對學生負責，「如老師涉嚴重罪行，點有信心將
學生交到佢手上？」他並質問黃碧雲：「是否覺得
應將學生福祉放在次要，而老師返工、繼續任職比
學生更加重要？」

謝偉俊批坊間錯喻「無罪推定」
九龍東議員謝偉俊指出，部分坊間意見及議員
發言隨便將法庭審訊刑事案的標準「無罪推定」，
跟停職安排相提並論是比喻不倫，「刑事定罪是
『寧縱無枉』，保護兒童則該是『寧枉無縱』。」
楊潤雄對此表示認同，並強調教師言行或會影響未
成年學生，「保護學生真係要嚴謹，要小心去
做。」

張國鈞：美國亦不容煽仇
民建聯議員張國鈞援引美國例子，指出當地明

文規定教師在課堂上不可主張某種個人政治觀點，
即使是校外發表的言論，一旦教育當局證明有關言
論對學校或教師職能產生不良影響，將不受言論自
由保護；即使是在社交網站的「私人頁面」中發
表，由於其他人仍可重新發佈或分享，如言論會損
害教師職能，同樣不受保護。他期望局方未來可多
向業界解說其他國家及地區的例子，說明這是世界
各地所接受的標準。

楊潤雄：教師涉重罪 怎可教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煽暴派為達政治
目的不擇手段，不惜向天真無邪的孩子狠下毒
手，令到暴徒幼齡化問題日趨嚴重。有教育中心
被質疑以畫畫為名向學生洗腦，引導幼童以「停
止催淚煙」為題作畫，從而灌輸偏頗政治意識。
該中心更將孩子與其畫作的合照放上fb專頁，涉
利用學生作政治宣傳。大批網民看不過眼，紛紛
狠批道：「從小已經幫小朋友洗腦，真是畜牲都
不如！」
修例風波持續至今，「黃師」的洗腦行為可謂

無孔不入。網上流傳圖片，一間名為「喜步兒童
成長中心」的教育中心門外貼出學生畫畫作品，
主題圍繞催淚彈以及示威場面，涉將政治融入兒
童美術教育。

畫中避提示威者暴力內容
有網民發現，該中心fb專頁早前亦張貼多張學

生手持畫作的照片，所有畫作均含有「Stop
Teargas（停止催淚煙）」的字句，畫面圍繞主題
「催淚煙」，畫中人物大多流露哭泣的表情，色
調灰暗，其中完全未有提到對示威者暴力違法行
動說不的含意，內容極度偏頗，以幼童作政治宣
傳的手法更是陰險。
大批網民看不過眼，紛紛留言批評。「Kelly

Chan」關心道：「班小朋友唔知識唔識問點解警
察需要放TG，定係老師叫就畫咁呢？」「May
Tang」認為該中心「從小已經幫小朋友洗腦，真
是畜牲都不如」。
「Mimi Chan」亦狠批「正××，又唔見佢地
（哋）教小朋友畫"no petrol bomb"（不要汽油
彈）！？」「Mimi Ka」 慨歎，「失敗嘅教育，
一代傳一代，誤人子弟，令他們誤入歧途。可
悲。」「Cheng Angela」狠批，「咁教小朋友真
係好惡毒，好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沖 北京報道）「2019全球
華僑華人年度評選」頒獎典
禮昨日在北京舉行。伍淑
清、丘成桐、貝聿銘、林書
豪等多位港人所熟悉的知名
人士榮獲「2019全球華僑華
人年度人物」稱號。
「2019全球華僑華人年度

人物」由中國新聞社主辦，
入選者來自世界各地、涵蓋
各個領域。在入選人物中，
有許多香港人非常熟悉的名
字。昨日頒獎現場上播放的
獲獎短片中評價伍淑清身體
力行，愛國愛港。短片介紹
說，伍淑清一直致力於香港
青少年的國情教育。十幾年
來，她先後組織了百餘個交
流團、萬餘名代表到中國各
地參觀，增進香港青少年對

祖國的歸屬感。她堅信，參
與內地交流活動的香港學
生，一生都會記得自己是中
國人。
伍淑清在短片中表示，

「愛國教育我覺得是潛移默
化的工作，培養一個孩子懂
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已經
等於培養他去愛國了。」
被稱為數學巨匠的丘成桐

創辦了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研
究所等，他此次亦入選年度
人物。丘成桐一直堅信，幫
助中國發展數學事業是自己
的責任。
丘成桐在頒獎現場表示，

中國為發展數學花了很多功
夫，現在中國數學發展很
快，希望年輕人能夠快速成
長，「我會為此盡自己的力
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
京）「反黑金、反港獨關注
組」約三十名代表昨日在北
角廉署總部外集會，要求廉
署嚴查林卓廷涉嫌妨礙司法
公正，借「曾任廉署調查
員」職務及人脈之便，向媒
體披露廉署正在調查者的資
料。
集會者拉起「林卓廷洩

露廉署機密 違反司法程序
保密法」以及「廉署保密
密密實實」等橫額，並高
喊「拘捕林卓廷」的口
號，向廉署代表遞交請願
信。
召集人黃引祥表示，林卓

廷身為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一再利用舊職務、舊人脈之

便，假廉署之名高調披露正
在調查中的案情，完全與廉
署的《保密法》背道而馳，
而公信力因而受損的廉署卻
從未表示過反對，更未曾追
查過與林卓廷狼狽為奸的相
關人員，「致使其得以打正
旗號、堂皇冠冕地狐假虎
威。」
他續說，持續了7個多月

的暴亂，並沒有隨着新年的
到來而偃旗息鼓。香港是
700萬人的家園，絕非少數
陰謀野心家的夢工場，止暴
制亂不只是警察方面的事，
作為政府管治機構一部分的
廉署，同樣有責任與其他政
府部門，乃至社會各階層通
力合作。

批林卓廷涉洩機密
「關注組」促廉署徹查

伍淑清丘成桐等
膺華僑華人年度人物

■「反黑金、反港獨關注組」促請廉署嚴查林卓廷涉嫌妨礙
司法公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黃師」洗幼童腦
教畫停放TG唔提暴徒縱火

香港文匯報訊 在修例風波期間，黑衣魔肆意破
壞各類公共設施，包括鐵路和交通燈等，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陳帆昨日在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時透
露，維修被破壞的交通燈、道路的欄杆及重鋪行人
路路磚等開支，估計達6,500萬元。
民建聯議員鄭泳舜在立法會會議上，指示威者
大肆破壞鐵路和包括交通燈、路邊欄杆及以路磚鋪
砌的行人路等道路設施，令交通出現混亂，更危及
司機和行人安全。他要求政府交代自去年6月以來
被破壞的道路設施的數量，維修進展及維修工作招
致的費用。

全港交通燈被砸達1590次
陳帆在昨日的書面回覆中表示由去年6月至12

月，全港各區累計共有740組交通燈遭受不同程度
的破壞，其中365組交通燈遭受多於一次破壞，而
個別交通燈遭破壞的次數最高達17次，全港累積
的交通燈總破壞次數約為1,590次。
他續說，在各相關政府部門的通力合作下，所
有在上述期間受到破壞的交通燈已於今年1月2日
完成復修，相關維修工作涉及約4,000萬元額外開
支。

同期，全港有約52,800米欄杆及約21,800平方
米的行人路路磚被拆走。路政署經與相關部門商討
後，現時在欄杆被拆除的位置臨時繫上膠鏈或膠帶
作警示，並因應道路安全等因素，加固或改善有關
道路設施，同時已復修大部分受損的道路設施。
為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及令交通能盡快回復

正常運作，路政署除安排以混凝土或瀝青填補被挖
起的路磚等臨時維修工作外，亦會因應實際情況進
行路磚加固工程或更改公共道路路面物料。
由於復修工作仍在進行，有關復修或重置的費

用仍在點算中，初步粗略估計約2,500萬元。

暴徒毀道路設施 復修料耗6500萬元

■該教育中心近月於fb專頁張貼多張學生手持畫
作的照片，被指向學生進行政治洗腦。 fb截圖

■楊潤雄出席立法會會議，回應議員提問。
中通社

■前晚約二十名清潔隊員在葵涌梨木樹邨清理「連儂牆」。
fb短片截圖

■有清潔隊
員 遇 襲 受
傷。

fb圖片

■有黑衣人
用大燈照射
清潔隊員。
fb短片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