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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謠製造仇恨其心可誅
這似乎是香港 「後真相」 年
代，也是 「假新聞」 年代。港
鐵、警方及消防昨舉行聯合記
者會，公開 8 月 31 日太子站的閉路電視片段，解釋
了當日受傷送院人數為何前後不一的理由，證實站
內有人死是子虛烏有之事，純屬謠言。林鄭月娥特
首表示，政府會盡力提供資訊和事實，澄清假消
息；市民亦應保持冷靜理性，切勿輕信謠言。
香港是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市民早應習慣資訊氾
濫、信息良莠不齊的世界，應懂得辨別謠言。按理
說，香港有人死亡是不得了之事，即使出現傳聞大
家亦不會輕易相信。但今次為何在缺乏任何證據
下，有人卻可言之鑿鑿真有其事，翌日還馬上在太
子站獻花、焚香之類？而且現在閉路電視片段公開

了，此前傷者數字有出入的疑點已經得到釐清，緣
何仍有人堅持謠言屬實？在理據如斯充分之下，到
底其不相信的緣由是什麼？
現時世界各地均見 「圍爐取暖」 現象，這除了指
意見立場受累思想相近者的相互支持而日益極端
化，也指人們愈來愈選擇相信自己傾向相信之事，
於是 「假新聞」 便在 「迴音室效應」 下愈傳愈響，
愈響愈真。有謂 「謊言說上一千遍，就會成為真
理」 ， 「假新聞」 的分享點讚亦然。可是，謊言始
終是謊言，太子站無人死亡就是無人死亡，絕不存
在無中生有真箇有人被 「說死」 的狀況。
「謠言止於智者」 ，活於今日 「謠言滿天飛」 的
環境裏，並不要求人人皆為智者，大家只要將相信
的門檻提高至證據充分便成。香港一直信奉的普通

法，大原則便包括不能未審先判及無罪假定，而法
庭上亦只相信證據而不相信謠言。現在警方每日召
開記者會回答公眾提問，有助回應坊間的假消息質
疑。只可惜，搜證往往需時，過程亦很嚴謹，不似
謠言輕率就可指控他人，就似今次太子站的查證工
作便花了近十日時間；於此時差裏，一旦市民輕信
謠言，則很容易形成先入為主的錯誤偏見。
非常遺憾，為了達其政治目的，社會上正正有人
惡意製造 「假新聞」 ，包括針對警方瘋狂地大量造
謠，在零證據、匿名投訴下誣陷有警員不當搜身、
非禮、強姦、以至毆死示威者。毫無疑問，造謠的
客觀效果乃錯誤引導、煽動滋長對警方的仇恨，這
不單不利香港早日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更只會加
劇社會的對立矛盾和撕裂分化。舉其大者，莫如所

謂警方以布袋彈射爆女士眼睛的指控。真相到底若
何？傷勢到底如何造成？示威者當日進行過什麼活
動？這些其實都無定論，惟有人已一口咬定罪在警
方，並建基於此非議警方。不禁嘆句：如果仇恨源
於誤會與誤解，這是多麼冤枉和可悲呢？
存心造謠者，無疑極之可恥，其心可誅；輕信謠
言者，以至不知就裏誤傳謠言者，其實也很可憐，
無辜被別有用心的政客利用。全球各地均對 「假新
聞」 嗤之以鼻，不少社媒既加強有關 「假新聞」 的
監管，早前新加坡更通過了 「反假新聞法」 。始
終，世界需要的是真相，而今日香港則更需要真
相；唯有停止一切造謠及謠言，停止無謂的仇恨種
子繼續散播，市民才可看到真理，香港亦可看到重
新出發的曙光。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不容「黃師」荼毒學生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龍子明
踏入開學第二周，反修例風波持續，
校園變成罷課的戰場。多間中學接力發
起聯校人鏈活動，築成約 2.2 公里的人
鏈，他們手牽手，戴口罩，不斷高叫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等口號。人鏈是模仿 「波羅
的海之路」 ，口號的真正意思是 「港獨」 。這可見縱
暴派和 「黃師」 荼毒學生之深。

參政
議政

黑手伸入校園

正視欺凌問題
例如，真道書院前助理校長戴健暉詛咒警察子女
「活不過 7 歲」 「20 歲前死於非命」 ，激起公憤。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批評戴健暉是 「全球教育界
之恥」 ，指其言詞令 「全香港社會震驚」 ，又強調
事件不得以 「純屬個人意見」 為辯解，要求書院馬
上革除戴健暉。教協卻聲稱，梁振英做法極不合
適，是向校方施壓云云，真道書院則僅取消戴的行
政職位。
真道書院包庇戴健暉，令警員家屬相當憤怒。香
港警察家屬已聯署致函真道校董會主席、校監等，
重申不能接受校方只對戴調職，批評此舉是助紂為
虐，呼籲戴自行離開教育界及辭去教席，深切反
思。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前主席陳祖光坦言對校方的

回應感到失望，批評校方 「無恥、無賴」 。教評會
主席何漢權表示，這批 「黃師」 涉及失德問題，教
育局理應設調查機制，不容迴避。的確，教育局不
能擔心得罪某些 「黃師」 以及其背後的某些勢力，
而放棄監管職責。
繼真道書院助理校長戴健暉和嘉諾撒聖心書院通識
教師賴得鐘之後，最新一宗為官校女教師譚玉芬。譚
任教賽馬會官立中學，她於 Facebook 上載 「黑警死全
家」 圖片，除發表仇警及奚落警員子女的言論，更貼
上侮辱警員妻子的圖片。
反修例暴亂警示，必須正視 「洗腦黃師」 植根學界
的問題。家長憂慮 「黃師」 把政治帶入校園，有立法
會議員建議教育局研究為受調查期間的教師引入 「停
職」 安排，並研究引入 「有時限性暫停教師註冊」 機
制，嚴肅處理教職員在校內涉及歧視、欺凌、發表激
進或嚴重政治偏見言行等個案。
「香港之亂」 源於 「教育之病」 。 「教育之病」
體現在教師、學校、教協，也體現在教育局監管不
力。現在已經到了必須徹底醫治 「教育之病」 的時
候了！全國政協常委陳馮富珍表示，香港年輕人變
得越來越激進，根源在學校，關鍵在教育，特別是
愛國主義教育的缺失。她建議加強香港教育體系建
設，加大愛國愛港教師隊伍培養力度，建立健全香
港與內地教師雙向交流的制度機制，將愛國愛港作
為教師任職的必備資格。筆者認為，教育部門必須
嚴正跟進 「黃師」 的道德及專業操守，這些教師須
停職及暫停教師註冊，去除淤血，是加強香港教育
體系建設的重要一步。

求助美國愚蠢至極
趙燕玲

部分港人甘當棋子
首先，香港既不屬於美國，亦不是美國的盟友，美國
縱然通過法案，亦無權直接干涉香港事務，更何況，美
國會關注香港只是想利用香港來制約對抗內地，他們的
目標和關注點一直都是北京，而不是香港，此時恰逢中
美貿易戰及中美對抗日益緊張時期，所以美國如此 「關
心」 香港事態只是想利用香港向北京施壓。情況好比台
灣，台灣一直亦是美國在東亞制約中國的一顆 「戰略棋
子」 ，中美關係緩和友好之時，美國特別強調 「我們一
直堅持一個中國政策」 ，對台軍售愛理不理；中美關係
緊張之時，要麼美國軍艦就開去台灣海峽航行一圈，要
麼提高對台軍售額度。台灣很多人都很清楚台灣是一顆
「棋子」 ，可是某些港人竟然天真以為美國會真心誠意

在乎利益及總統之位而已。可是某些香港人竟然比美
國人更信任特朗普可以解救香港自由和民主，不令人
捧腹大笑都難啊！

關心幫助香港民主進程，認為香港在美國心中地位
甚高，或者有些人甚至就是願意當 「棋子」 。可
是，願意當 「棋子」 的人也須看清，你現在能被利
用為 「棋子」 ，也是因為香港是屬於中國的一個特
區，中國是美國外交及全球策略中的一個重要考
量，所以你才有利用的價值。
其次，今次這些去求助美國的示威者真應該多閱
覽一些國際新聞及美國新聞，否則示威訴求會被人
恥笑為 「書讀得太少或是眼界狹隘」 ，如果靠他們
來救香港，香港真的才是沒有未來。他們在海報上
畫出了巨大的特朗普畫像，在領事館外不斷搖美
國國旗呼喊 「特朗普總統，請解放香港」 ，President Trump， Please Liberate Hong Kong） ， 很 簡
單嘛，特朗普是當今美國總統，我們要向美國請願
當然要求助於他們的總統啊！可是，美國人民看到
只會哈哈大笑，畫上希拉莉或者奧巴馬的畫像都比
特朗普好上一百倍，連許多美國人都不信任特朗
普，甚至美國國內已經有許多聲音批評特朗普的存
在是對美國自由和民主的威脅和侵蝕，詳細例子看
看他對美國媒體、司法和選舉的批評和干預，以及
著名的卡舒吉被謀殺案他的置之不理態度，就可以
知道特朗普並不關心你的民主自由乃至人權，他只

失去中國誰關注香港
進一步說，這些示威者如果真要請願，也請看清楚
美國政客裏究竟哪些才是真正支持民主和自由的吧，
特朗普一開始根本無心搭理香港示威，他早在推特上
發推埋怨 「為什麼有些人總是要求我為香港發聲？」
後來出於中美貿易談判及壓力，才表示 「會將香港示
威和中美貿易談判聯繫在一起」 ，然後某些示威者就
歡呼雀躍了： 「看！我們終於得到美國總統的關注
了！」 第一，這位狂人總統根本不是真正關心你的自
由和民主，迫於形勢和環境表態而已；第二，請注
意，人家是把你的示威和貿易談判聯繫在一起，你卻
天真以為他是在乎你的自由和民主。
現時部分港人不願意靠自己內部，一家人商量對話
解決矛盾，卻要去異想天開得求助他國，而且求助對
象還是最不靠譜的那位總統。如果香港失去了 「一國
兩制」 ，失去了中國，香港還會有如今的種種優勢和
地位嗎？還會受到國際社會那麼多關注嗎？稍微一想
就明白是不可能的！

為銀齡一族設「銀齡咭」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新社聯理事長
人口老化問題迫在眉睫，政府近年亦
不敢怠慢，不斷完善安老服務及長者生
活保障。不過，香港普遍的退休年齡為
60 歲，而政府就長者政策的劃線劃在 65
歲，令 60 歲至 64 歲 「銀齡一族」 的需要被忽略，政
策真空。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新增 「銀齡咭」 ，讓 60
歲至 64 歲合資格香港居民申請，與長者咭持有人同享
相同福利服務。
「銀齡咭」 持有人可享有優惠或福利包括：兩元
或半價乘車乘船優惠；申領長者醫療券；以及可申

長話
短說

請成為衛生署轄下長者健康中心會員，每年享有免
費身體檢查服務等。我們亦呼籲政府部門、公共運
輸機構及商號為長者提供優惠票價、折扣和優先服
務。
其實不少銀齡人士的身心狀態仍然良好，可以
憑其珍貴的職場經驗，貢獻社會。因此我們亦建
議政府，推行支援他們再就業的措施，包括將在
職長者薪俸稅減半，鼓勵他們留在職場工作；鼓
勵市場增加適合長者的工作崗位及行業；制訂長
者退休後重新受僱的相關法則及理順強制性公積

陳勇

金安排。政府亦應制訂措施及投放資源，以推動
60 歲 至 64 歲 長 者 在 社 區 積 極 參 與 鄰 里 互 助 活 動 及
社會事務，鼓勵他們以不同方式，繼續投入社
區、貢獻社會。
部分缺乏家庭支援及經濟條件較差的銀齡一族，退
休後缺乏穩定收入，難以應付基本生活開支，會過得
比較艱苦。銀齡一族大半生為社會打拼，我們應在他
們退休後，向他們表達適當的謝意及關懷。以上的建
議，就是希望可以幫助沒有被現行政策照顧到的一群
人，維持應有的生活水平。

太子站誰喪命？
政府已聯同港鐵公開閉路
電視片段，以證實 8 月 31 日
圖評 的太子站衝突並無示威者死
亡。所謂謠言止於智者，真
相之下不容謠言存在。可嘆的是，現在有
股奇怪的歪風，人們更傾向相信自己希望
相信的事情，甚至自行製造及傳揚自己希
望相信的 「假新聞」 。在這種情況下，真
相既不獲得應有的重視，且恐怕還無助平
息謠言。
連日來，黑衣人在太子站堆放白花及花
牌，甚至進行儀式超渡 「亡靈」 。可是，
真正喪命的，究竟是示威者，抑或是事件
背後的真相，乃至於明辨是非、不允以假
亂真的良知與良心？
李明生

自 6 月開始，
暴力破壞愈演
愈烈，一發不
可收拾，令整
個香江陷入全面失控境地，廣
大市民提心吊膽，惶惶終日。
面對如此亂局，如何 「收
科」 ？有一個有效的做法，就
是盡快依法懲處以黎智英為首
的 「禍港四人幫」 ，此所謂打
蛇先打頭，擒賊先擒王。

讀者
來函

文滿林

儘管港府已經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條
熱門 例》，並且希望真誠與所有市民一起對話
話題 走出困局，但是部分示威者仍不願 「收
貨」 ，上周竟遊行至美國駐港領事館請求
美國盡快通過人權民主法案及制裁香港，如此渴望他國
來解救甚至制裁香港以逼迫政府的行為和想法真是令人
「大開眼界」 ，荒唐之餘，凸顯某些示威者現時賣港
「攬炒」 的極端心態。

警方已表明沒有死人，有人仍在太子站 「悼
念死者」 。

止暴制亂須打禍首

反對派將黑手伸入校園，視莘莘學子為 「政治燃
料」 ，更有部分學校的開學禮被騎劫，儼然 「港獨」
宣誓大會。一間中學開學禮期間，國歌奏響，竟然有
學生帶頭唱所謂的 「顏色革命主題曲」 ，繼而高呼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的口號。但台上校長老師一
直默站，沒有任何反應。
港澳辦新聞發言人徐露穎日前批評，有示威者把學
生當成實現政治圖謀的工具，包括有 「港獨」 分子不
遺餘力地煽動罷課， 「在孩子身上動起了邪念」 「將
黑手伸向校園」 ，批評其用心何等歹毒；更直指有教
育界人士同樣鼓動罷課，是喪失師德及人倫，認為應
依法嚴懲。徐露穎指出近月已有 15 名未滿 16 歲少年
被捕，並曾在其身上發現汽油彈及鐵枝等，斥主事者
「置青少年的生命、身心健康和美好前途於不顧」 ，
讓他們成為 「馬前卒和犧牲品」 ，對這種 「滅絕人性
的行為」 必須大力喝止。
許多未滿 16 歲學生被煽惑走上前線，攜武器衝擊警
方，在 8.25 葵荃暴亂中，一名疑充當暴力前鋒的 12 歲
初中生被警方拘捕，是目前年齡最小的被捕者。據報

道，該名男童因父母關顧不足，任由獨來獨往，及後
誤交開辦四驅車 STEM 課程的 「黃師」 ，令他剛剛踏
上中學生涯就崎嶇滿途。
面對罷課和 「港獨」 思潮侵蝕校園，教育部門只稱
「尊重大家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意見，但不應影
響學校的寧靜環境及學生的學習情緒」 ，未免令廣大
家長及社會各界失望。
最近兩個多月，有教師涉襲擊遊客被捕，有教師發
表辱警言論，更有副校長不僅詛咒警員早死，連他們
的孩子都不放過，亦有不少警員的孩子在學校受到欺
凌。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儘管這些 「黃師」 言行激起
社會強烈反響，但至今沒有一個人受懲罰。人們不禁
要問，是誰在包庇他們？

罪行纍纍 理應拘控

香港回歸後的一切亂局，不
少人認為都與黎智英有莫大關
係。他便是亂港的幕後金主，
自 2014 年 發 起 「 佔 中 」 事
件，以至今次反修例引發的暴
力示威，警方雖然拘捕不少違
法人士及暴徒，將之起訴檢
控，可是這些都是魚仔蝦毛，
起不到真正阻嚇作用。故亂港
破壞暴力事件有增無減，愈演
愈烈。其真正源頭在哪裏？正
是以黎智英首的 「禍港四人
幫」 。他們至今仍逍遙法外，
沒有受到法律懲罰，許多市民
都感到忿忿不平。
從 「佔中」 至現在的反修例
風波，普羅大眾不斷質疑，明
知黎智英在 「佔中」 違法，有相有證，在今次反
修例暴力事件中，更有證據和相片證明他參與違
法遊行示威，其他的就更不用說了。內地媒體也
力數十多項罪證，為何執法當局依然不向亂港頭
目黎智英下拘捕令，緝拿歸案？！怕他什麼，還
顧慮什麼？！條條罪行都擺在公眾眼前， 「佔
中」 時橫馬路中心；恐嚇記者，有相有證，隨
時都可將他拘捕及檢控。

慶父不死 魯難未已
據有關確實的消息來源說，黎智英既是反修例
風波的幕後金主，相信也是策劃人和總指揮。由
此觀之，要有效和盡快平息亂事，就必須盡快拘
捕那些幕後金主及總指揮，讓暴徒群龍無首，得
不到金錢支援，這遠比拉一百幾十個散兵游勇好
得多，有效得多。觀乎那些參與暴亂的暴徒，當
中有為了錢而去賣命的，沒有錢派，他們就自動
瓦解。
為什麼自 「佔中」 至今這麼多年，當局都不拘
捕這個罪行纍纍的黎智英及其 「亂港四人幫」 ？
香港是個法治地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於
那些違法者，無論是什麼人，有什麼背景及後
台，都必須依法懲治檢控，彰顯香港法治精神。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亂港頭目不被拘捕檢
控，香港止暴制亂無望，故此，特區政府應加緊
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