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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9月新學年開始以來，
一度沉寂的掛羊頭賣狗肉之
「關注組」紛紛死灰復燃，幾
乎每日都在網上炒作「校園政
治」事件，令人憂慮在去年反

修例事件中，「黑暴」分子慣用的「漸進式洗
腦」將再重臨，他們利用「關注組」、「聯
署」等看似「無害」的政治表態，一步步引誘
學生踏上所謂「違法達義」的不歸路。

騎劫校名 滋擾學界
根據警方早前公布數據，已有超過1,700

名18歲以下人士因黑暴事件被捕，情況令人
痛心。回顧去年的反修例事件，學界初期
（6月至9月）飽受「騎劫」校名的所謂「關
注組」滋擾，其慣常手段往往是從「鼓勵」
學生關心某政治議題開始，繼而以誇張、失
實的資訊將他們「洗腦」，首先鼓動學生付
出時間、心力，投身「遊行」、「罷課」、

「人鏈」等所謂「理性行動」。

美化暴力 推人送死
當「關注組」自覺具備條件、累積到一定人

數後，即逐漸將眼光轉移到大型違法行動，包
括將暴力衝擊行為包裝成「正義之舉」，將違
法者「英雄化」等，再「吹雞」煽動學生加入
參與。去年11月，黑暴分子強佔理大校園事件
正是一例，多個「關注組」不斷轉發「某時某
地要人」訊息，結果事件中居然揭發有來自40
間中學、逾100名中學生參與其中，最終要一
班中學校長進入險地解救學生。
在「違法達義」的歪理深入學生腦中，法

治精神盪然無存。在去年11月的「三罷」事
件中，多名身穿校服的學生被拍攝到對一般
市民作出暴力行為，包括有女生對試圖搬開
路障的貨車司機拳打腳踢，更有身穿中學運
動服的女生於港鐵站拉扯乘客，強硬阻礙他
人乘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

「關注組」漸進洗腦 誘學子「違法達義」

攬炒派近日懷疑趁學校準備恢復面
授課程，不停「回帶」去年「拉人
鏈」喊口號的圖片，再次煽動學生參
與違法活動，教育局發言人在回覆香
港文匯報查詢時強調，學校是學生學
習的地方，任何人不應利用學校作為

表達政治訴求的場地。對任何校外勢力企圖以文宣或其
他方式鼓吹學生在校內推動或作出政治表態，破壞校園
和諧，損害學生學習利益，教育局予以嚴厲譴責，並支
持學校採取相應預防及跟進行動。

對屢勸不改者 嚴按機制懲處
教育局表示，已於去年12月及今年7月分別去信學校及辦
學團體，清楚指出學生不應進行或參與涉嫌違法的行為和活
動，並促請學校按既定訓輔政策，處理學生的違規行為，採
取合適的訓育輔導方法，致力引導他們重回正軌。

同時，學校亦要勸止參與拉「人鏈」、罷課或其他政治表
態的學生，以免破壞和諧校園，影響學習，若有關學生屢勸
不改，校方應按訓輔及懲處機制處理，相信學校會盡量給予
犯錯學生有改正的機會，不會輕言放棄他們。

講解國家安全 教導學生守法
發言人又提到，隨着香港國安法生效，教育局已提醒學校
須按學生的認知發展及能力，適當及適時向學生解釋國家安
全的重要性，並提醒學生遵守有關法例。
如學生有偏差行為，學校應按校本情況及一貫的訓輔策略

處理；而若情況或學生行為的嚴重程度超出學校可控制範
圍，校方可尋求法律諮詢意見，或向相關警區的警民關係主
任/學校聯絡主任尋求協助。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有關指引得到教界響應，亦有辦學團

體向屬校發出指示，重點申明立場及原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松表示，「香港國安
法現已實施，以往含糊不清、不知道該如何處理的情
況，相信學校已經有足夠清晰的標準去跟隨。」他認
為，學校作為教育機構，若發現涉嫌違反法例的事情
需要即時處理。

「黃師」誤人子弟 校方嚴肅跟進
就患有過度活躍症、於所謂「和你Lunch」中多次被捕的

中六生「Lunch仔」李同學這類個案，奚炳松認為學校很難
一味很嚴厲地對其進行訓誡，「但在今天這麼敏感的時刻，
若校方發現學生經常請病假，甚至無故缺席，學校必須跟足
程序，收集相關學生的醫生紙和了解實際情況。」
奚炳松表示，相信香港的教師大多都是專業可靠，惟有極

少數的教師會藉着課堂向學生灌輸個人政治立場和錯誤價值
觀，他建議學校要嚴肅跟進相關個案，以免有更多學生受鼓
動作出過火的行為。

他並提到，家長與孩子的政治立場不一定相同，但家長可
以作出適當引導，拆穿政棍的把戲，「在國安法實施後，不
少攬炒派議員突然『轉軚』稱『撐國家』，說穿了他們就是
擔心過往言行被追究所以紛紛『補鑊』。」

疫情尚未盡消 人鏈易播病毒
香港家長會主席梁兆棠表示，目前疫情仍未消退，家長、
學生均需以防疫為首，避免參與人鏈、集會等容易受感染的
活動。其次，「學生需要明白，若他們參與涉嫌違法的政治
活動，終需負上責任；若學生因為『好運』而沒被警察捉
到，並不代表他們的行為是合法的。」他提醒學生，需以學
業為重，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復課、學習機會。
他強調，隨香港國安法實施，違法者最終要面對法律制

裁，家長必須以身作則，遠離非法活動，並與孩子多溝通，
提醒孩子香港多年來一直擁有自由，不需要通過「築人鏈」
等方式去爭取。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攬炒派為達政治目的
而無所不用其極的情況常見，他們不
斷舊事重提，為的就是用「煽情」的
手段，不停鼓動年輕人參與政治活

動。他批評相關做法卑劣、令校園久
久不能平靜。

明確教導學生 犯法後果自負
黃錦良指出，教師需要提醒學生切勿

參與「違法、無謂的行為」，各所學校
都有校規，希望校方能嚴厲執行，並以
訓輔並重的方式教導學生。他強調香港
國安法現已實施，學生一經定罪會受法
律制裁，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他建議，家長需要與孩子多溝通，了
解他們的需要並作出適當引導。至於教
育局則要多加呼籲，提醒教師不應帶領
學生參與政治活動，同時應適時發出指
引，協助學校處理各類情況。
面對攬炒派不停「翻炒」所謂的

「抗爭回憶」，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
主席張民炳質問：「這些都是不好的
事情，導致那麼多人被捕，為什麼要
去強調呢？」
他認為必須提醒學生不要參加非法

活動，而不是慫恿他們走上街頭。

珍惜學業健康 切勿斷送前程
他並強調，現時疫情持續，傳播鏈
尚未截斷，「教育界為什麼千辛萬苦
都要復課呢？大家都希望學生的學習
不受影響。若因為參與非法活動而不
幸染疫，最終只會得不償失。」因
此，校方、家長需勸喻學生遠離政治
活動，「為何要斷送學業、健康及前
程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教界：牢樹守法觀念 遠離黑暴荼毒

家長：嚴格按國安法 旗幟鮮明治校

疫情稍緩禍心又起「關注組」謀借復課死灰復燃

黑暴遺禍逾年，

攬炒派覷準青少年

入世未深、易被煽

動的特質，欲培訓

他 們 成 為 前 線 的

「爛頭卒」，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始稍見喘

息。不過，全港學校恢復面授課堂在即，攬炒

派即把握機會，在社交平台不停「回帶」，翻

貼去年9月「拉人鏈」、喊口號等圖片，並配以

抹黑特區政府、煽動仇恨警隊的文宣，企圖重

新開展洗腦工程，圖謀借復課之時鼓動他們騎

劫校名重啟所謂「關注組」、「再築人鏈」，

甚至參與違法活動，再將學生洗腦成他們的「馬

前卒」。教育界及家長代表狠批黑暴分子的所作

所為，教育局亦嚴厲譴責此等鼓動學生在校內政

治表態的文宣，並表明支持學校採取相應預防及

跟進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校園培植爛頭卒
攬炒再煽拉人鏈

反中亂港分子為達政治目的不擇手段，不
斷透過各種手段、方式向年輕人洗腦，

令他們參與違法活動以至走上前線當他們的
肉盾和「爛頭卒」，葬送前程淪為「政治炮
灰」。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參與黑暴活動的
年輕人大幅減少。不過，現在疫情稍見平
息，黑暴分子又蠢蠢欲動。

「黃底專頁」密密造勢
全港學校今日（16日）開始將逐步試行復
課，攬炒派已在fb一些「黃底專頁」中密密
發功，啟動「宣傳戰」。這些帖文聲稱要
「毋忘往事」，企圖勾起學生心中悸動，利
用學生的「熱血」，再為黑暴造勢。
「黃底專頁」中的「撐中大 Defend

CUHK」，早前發出只有「八年前今日」的五
字帖文，並附上一張攝於中大「煲底」照片，
圖中中大校徽下掛上「罷課事在必行」、「抗
命捉緊命運」的黑底白字直幡，妄圖以往事
「刺激」學生參與罷課行動，居心叵測。
「Spark·撻著」專頁則以「『當年今日』北
區中學和你拖」為題發帖，稱去年9月9日，
北區多所中學自發於上課前發起所謂「和你
拖」活動以爭取「五大訴求」。該帖文聲稱，
當天「一反平日八時才跑進操場集隊的常態，
當日早上七時左右同學們和舊生們就準時返到
自己母校門前集合」；晚上更吸引學生及舊生
以外人士參與築人鏈活動，「人龍於新運路由
上水港鐵站一直延伸到粉嶺遊樂場。」
帖文又多次稱「現場氣氛十分和平」、
「群眾最後和平散去」，隻字不提參與非法
集結或會違反法律、引發暴力事件的後果。
另一fb專頁「書生百用」則意圖「動之以

情」，「聲色並茂」將過去一年學生參與築
人鏈的圖片集結成影片，更配上「光復香

港」、「時代革命」的字幕，鼓吹「港獨」
的不軌企圖昭然若揭。

煽延續「抗爭」挑戰國安法
該帖文描繪過百學生組成人鏈、兩校學生

隔空對喊的情景，形容「場面令人感動難
忘」，又稱疫情導致停課，「聯系（繫）定
必減少」，「但只要一復課，相信大家仍然
會私下談及一些回憶和想法」，暗示學生可
以藉復課延續「抗爭」精神，更煞有介事地
提醒學生提防「郭安（國安）」、「願你們
平安」云云。該帖文最後強調「你們令香港
人再一次感動。再一次記起歷史」，刻意美
化學生的幼稚行為是「付出」，渲染「團
結」氛圍，試圖賺人熱淚。
多個「關注組」近日也趁復課在即乘機搞
事。其中，「聖嘉勒女書院本土關注組」日
前在社交平台發帖，宣稱學生接獲學校通
告，要求拍攝演唱校歌及國歌的影片作為音
樂科作業，更將之抹黑為「政治入校」、滲
入「愛國思想」的行為，威脅學校要「全面
解釋」。
「聖保祿政治關注組」上周亦發帖，宣稱

聖保祿學校今年起於倫理科中加入4節共約5
小時的國安法教育，同樣以「政治入校」對
學校口殊筆伐。種種端倪均顯示黑暴造勢重
臨，學界不可不防。

教局：拒政治侵校園 引學生回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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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煽攬炒派煽
動許多中學動許多中學
生參與去年生參與去年
暴亂暴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攬炒派以圖
文煽動學生再
築「人鏈」。

fb截圖

▲攬炒派借疫情稍緩即將復課
企圖再鼓動學生罷課。fb截圖

▼▼去年去年99月月，，
多間中學有被多間中學有被
「「洗腦洗腦」」學生學生
「「拉人鏈拉人鏈」」大大
叫叫「「港獨港獨」」口口
號號。。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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