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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 木 樹 風 波

1月7日晚，葵涌梨木樹邨巴士總站有市民自發清理

「連儂牆」，被黑魔襲擊。這次活動的組織者之一、「香

港好市民」召集人藍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自

己認得施襲年輕人的樣貌，但選擇放棄報警，希望給他一

個改過自新的機會。為什麼？她年輕時曾離家出走、結交

「江湖朋友」。自己的任性令母親入院，但母親從未因此

責備她半句，反而給予無條件的關愛，令她迷途知返。提

起這段往事仍紅了眼眶的她，希望像母親一樣用愛和包容

對待後輩，因此用關愛感染子女，讓原本計劃支援「抗

爭」的他們遠離街頭，她現在也用同樣的方式對待襲擊她

的年輕人，希望他們迷途知返。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追打『街坊』」、
「和『黑警』勾

結」？葵涌梨木樹邨巴士總
站有市民自發清理「連儂
牆」，其間發生衝突，被黃
媒和泛暴派區議員扭曲事實
並大肆宣揚。新聞中的「內
地口音的帶隊女子」藍藍日
前聯絡香港文匯報，還原事
件真相。
藍藍見到記者便立即澄清
梨木樹事件：「我們沒有打他們，是他們攻擊我們。」
她表示，當時自己和隊友進行清理活動，一班自稱「街坊」者衝過

來，「挑機」謾罵。自己走過去和他們理論時，即被對方拍攝和用強
光照射，「我就指着他們，說你可不可以不要攝着我們，後來就被說
成是我罵他們。」
她續說，自己後來又拿手機拍攝對方，但手機被對方搶走被砸到自
己的頭上，令她頭部嚴重腫脹，直到昨日還有瘀青。她強調，追逐對
方是因為他們打完人就走，她承認，當時在現場有言語衝突，但強調
沒有打對方。
雖然自己受傷，還有隊友被起底，但大家都不退卻，更意外地激發

了超過100人自願加入他們的隊伍，參與明日的清潔行動。

「我有個女兒和他們年紀差不多……」
藍藍直言，自己清楚認得施襲年輕人的樣貌，但最終決定不報警、

不錄口供，許多隊友感到不忿，然而她堅持，「我有個女兒和他們年
紀差不多，換位思考，如果是對待我們的子女會怎麼做？為人父母都
是希望給他們機會。」
這樣的信念源自她的成長經歷。十幾歲時藍藍亦曾經歷叛逆期，離
家出走、結交「江湖朋友」，母親為了尋找她而病倒入院。她知悉後
感到內疚於是悄悄回家，母親得知她到家後匆忙出院回家看她，本以
為會被痛罵，「我一世都會記得，阿哥扶着她過來，她只是問我，
『吃飯了嗎？是不是很累啊，累就睡覺啦。』跟着就走開了。」
多年過去，藍藍至今仍情緒激動、紅了眼眶，「當一個人做錯事，
並知道自己錯的時候，如果用關心的態度對他，他會回頭的。」

以行動助子女認清真相
發生已7個月的修例風波，令香港很多家庭因政見而分裂。藍藍讀大
一的女兒和讀中學的大兒子本身亦打算到「前線」支援「抗爭」，但
被她嚴厲阻撓。後來，為加強與子女溝通，這位從不關心天下事的師
奶開始搜集時事資料，和子女一起上了一堂媒體教育課。
她運用不同的媒體、網絡平台的新聞直播，希望幫助子女學會認識

真相。後來發現子女不看視頻，反而多是從網友評論獲取消息，當她
發現子女接收的資訊與事實不符，她便跟他們重新回顧視頻資料，讓
他們慢慢糾正自己的認知。不過她承認，「年輕人接受文字洗腦信息
的情況很普遍，亦有很多家庭因此分裂。」
來港數十年的她，已把香港當成自己的家。身為三個孩子的單親媽

媽，她過去只一直專注照顧家庭，但這半年因家庭成員政見不同而引
起風波，見到香港不斷被破壞、下一代被假新聞影響，令她意識到，
即使一個人力量有限亦要大膽站出來，她希望通過集結大家點滴努力
清潔香港，給子女提供和諧的成長環境。

藍藍願意包容當晚襲擊她的
年輕人，但對出現在事發現場
的荃灣區區議員、民主黨賴文
輝的言論氣憤到整晚失眠。她
在訪問時說，賴文輝當晚以
「支那豬」等言論侮辱他們。
香港文匯報記者就此事向賴文
輝查詢，他否認自己有此言
論，記者追問是否有辱罵相關
市民，他則「已讀不回」。不
過，翻查賴文輝關於梨木樹事
件的facebook帖文，他多次
以「撕紙狗」侮辱相關人士。
藍藍還原當時的情況時說，

賴文輝當晚在現場稱自己是區
議員，自己即質問對方：「議
員是為社區服務的，現在社區
環境這麼髒，又到處貼虛假新
聞，你是不是有責任清理呢？
現在這麼多義工在清理，你是
不是要幫手呢？如果你沒有工
具，我們可以提供工具。」賴
文輝不回答，「但就開始鬧我
們所有人『支那豬』等。」
藍藍語氣變得強烈，「你煎

皮拆骨都改變不了你是中國香
港人的事實。你說你是香港
人？你是中國香港人。」她
說，自己非常生氣，「這些所
謂的議員，出中國香港政府的
糧，掉轉頭來反中國香港政
府，做違法、違義、違良知、
違社會公德的事情，他們還要

『理直氣壯』聲稱自己是對的，我真是
不懂，他們是從哪裡得來的結果。」
賴文輝曾就當晚事件在facebook發帖

文，多次以「撕紙狗」侮辱藍藍一行
人，更形容「防暴警察到場，只攔住圍
觀街坊，不但無視『撕紙狗』持有攻擊
性武器」云云，繼續煽動仇警情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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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藍」遇襲頭部受創。 網上圖片

過去一日，香港再多6宗到過武漢後出現
病徵的懷疑個案，累積個案增至 54 宗。繼
內地找出新病毒的基因圖譜之後，救治組專
家親自釋疑，說明武漢新出現的肺炎病情多
數可以控制，殺傷力明顯較沙士低。隨着對
新病毒的了解逐漸增多，本港市民一方面要
提高警覺，做好個人防護工作，另一方面亦
毋須過分憂慮，更不必恐慌。市民應多聽專
家意見，勿輕信泛暴派政客唯恐天下不亂，
企圖抹黑內地、打擊特區政府管治威信的不
實言論。

雖然香港持續有呈報從武漢回港後出現發
燒的懷疑個案，但這些個案最終都證明是其
他類型的疾病，尚未有一宗確認為武漢的新
型肺炎。隨着內地檢定新型肺炎的病原體是
一種新型冠狀病毒，並繪出基因圖譜，武漢
不明肺炎不再神秘。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
授袁國勇已表示市民毋須過分憂慮，只要提
高警覺，相信不會出現如2003年沙士般的疫
情爆發。

今次武漢的新型肺炎並未出現死亡個案，
更未發現人傳人跡象，主要的患者都集中在
當地一個海鮮批發市場，初步看來疫情已呈
受控跡象。市民在密切留意疫情信息的同
時，應以科學的態度理解，多聽專家意見，
切勿恐慌。據醫療救治組專家胡克指，武漢
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只有兩成人氣促，約一
成半人呼吸困難，病情多數可以控制，復原
時間也較2003年的沙士快，相信今次疫情沒
有沙士般嚴重。

特區政府和市民還是要保持高度警惕，第
一時間做足預防措施。港府已於8日刊憲把
涉及武漢不明肺炎的「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
體呼吸系統病」納入《預防及控制疾病條
例》，規定醫生要呈報個案，衛生署有權隔離
和禁止患者離港等，拒檢疫者可被罰款5000
元和監禁6個月。政府也第一時間提醒市民要
保持個人衛生，外遊時切勿接觸野味及到有
野味供應的食肆，若有不適應戴口罩。

不過，預防措施要做足，但心態可以放輕
鬆。日前，市面出現市民哄搶口罩，個別不
良商家還趁機抬價，顯示有個別人陷入不理
性的恐慌情緒。這不僅無助於防疫，反而影
響社會正常秩序。藥房業界表示，一星期內
應有足夠的口罩供應補充，市民大可放心。

值得警惕的是，一向反中亂港的泛暴派政
客，正在利用市民對新型肺炎的擔心，無限
誇大內地疫情。他們這樣做，一方面是醜化
內地形象，無端指責內地隱瞞疫情，從而散
播對內地的不滿和恐慌；另一方面是藉此打
擊特區政府管治威信。在政府未將不明肺炎
列入須呈報疾病前，泛暴派就批評政府無所
作為；等到政府將不明肺炎列入須呈報疾病
後，他們又反過來批評政府亂作為造成社會
混亂。這充分說明反對派只是為反而反，以
散播恐慌的手段謀取政治利益，這種行為嚴
重干擾社會正常的防疫措施，只能為防疫添
堵。廣大市民應多聽專家的科學分析，信任
政府的防疫措施，眾志成城地打好這一場防
疫的仗。

理性防疫勿恐慌 信專家勿信泛暴派
香港樓價高企，「上車難」已成為社會深層

次矛盾。多家地產發展商先後捐地或借地作社
會房屋用途。新鴻基地產也加入行列，昨日公
佈一項大型社區項目，涉及過渡性房屋項目合
作。政府、商界共同推動協助基層解決房屋問
題，化解本港深層次矛盾，值得肯定。解決房
屋問題，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政府要再接再
厲，區議會也應扮演積極的推手角色，提升建
屋效率，不要將問題政治化，方能取得廣廈千
萬間，令基層市民俱歡顏。

新地公佈的「同心村過渡性房屋」，與聖公
會福利協會合作，以象徵式1元，借出位於元
朗農地，年期最少8年，以興建1,600伙過渡性
房屋。新地表示，不論借地又或捐地，不要太
注重土地大小，更重要是考慮項目是否方便，
例如可否解決低收入人士搵工及交通問題等，
新地於整體考慮後，認為上述項目是合適的。

「同心村」將首次為過渡性房屋引入一套康
健指數，為住戶作服務的介入及大數據分析，
鼓勵居民培養好良好生活習慣和建立自信，以
滿足居民在身、心、靈方面的需要。同時，同
心村居民更會獲得就業支援，新地將考慮優先
聘用區內合適的居民。這就解決了區民居住、
就業的問題，避免「天水圍城」的現象重演，
反映本港大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

修例風波暴露出本港化解深層次矛盾迫在眉
睫。去年底，特首林鄭月娥到北京述職，向中
央領導匯報香港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最新
情況，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均
特別強調要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問題。去

年，新世界、恒地先後宣佈捐出土地興建過渡
性房屋，特首林鄭月娥於去年的施政報告也透
露，發展商捐地或借地行動「陸續有來」。

昨日，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連同新
地借出的土地，政府已經達到 3年內興建1萬
個過渡性房屋的目標。這充分顯示，在中央、
特區政府重視關心下，發展商積極配合，群策
群力解決土地房屋的深層次矛盾，解決土地房
屋問題事半功倍，受益的是廣大基層市民。

值得留意的是，在新界興建過渡性房屋，需
要經過當區區議會的審核。新一屆區議會，泛
暴派議員佔大多數，近日區議會陸續開鑼，主
要集中所謂追究「警暴」、替修例「死者」默
哀的政治議題；更令人擔憂的是，近日有所謂
「古洞北村民聯盟」發表公開信，要求北區區
議會持續關注新界東北發展；聯盟更聲言，即
使自以為「高牆」的政府，認為村民發聲僅
「以卵擊石」，他們也會繼續這樣做，又稱香
港人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的渴
求，不會因為「政府打壓」、「社會不公」而
怯懦。這很明顯是反對派地區組織和泛暴派區
議員內應外合，企圖狙擊政府拓地建屋，借護
農保育問題阻礙建屋，令民怨火上加油，打擊
政府管治威信。

拓地建屋，造福市民，絕對不應橫生枝節。
區議員也是民意代表，而且進入建制架構，不
管什麼立場，都應以大多數市民的利益優先。
若繼續為反而反，騎劫議會，把拓地建屋也當
作政爭工具，肯定會令市民、選民反感。希望
新一屆的區議員懂得輕重、知所行止。

發展商捐地建屋應肯定 停止政爭造福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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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隊單親母：認得施襲者樣貌 放棄報警給機會改過自身

黃媒、黃絲就聲稱藍藍團隊的人當晚
手持「攻擊性武器」？還不是為了那些超
強黏力「膠水」。有半年清洗連儂牆經驗
的藍藍說，連儂牆上的「膠」在不斷升
級，「開始用膠水，後來用3M強力噴
膠，之後又加了化學品自製膠水，害到我
們要不斷更換工具，用一用刀就鈍了，就
有了視頻中見到的鏟，還要用天拿水、水
槍等。」

自費買物資 組織好避衝突
藍藍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參與行

動的市民都是自掏腰包，但由於很多人因
為這次修例風波而失去工作，經濟環境好
些的人會承擔多些活動開銷，最多的半年
來已花費約十萬元購買清潔物資。

光有錢還不夠，還要鬥智鬥勇，堪比
打仗。香港文匯報記者問到他們明日活動
的詳情，她不願透露。原來，次次行動前
藍藍對行動目的地等資料完全保密，「除
了我和司機沒有人知道要去哪裡」，活動
現場還會派隊員「睇水」、用對講機交
流，防止有人阻止行動或發生衝突。

在這次梨木樹事件發生後，更多人要
參與明天的行動，團隊更為此加購數台對
講機，有了「鬥爭」經驗的藍藍說，「因
為首次參與活動的人容易情緒激動，老隊
員要時刻留意和保護大家，對講機方便交
流，畢竟這麼多義工，一定要保護大家的
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污牆「膠」力日增
難清刷似「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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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藍」坦言不報警，是希望給施襲者改過自新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昔叛逆今清牆
用愛感化暴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