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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感謝市民「和理傾」
承諾不分立場繼續對話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
聲、林駿強報道：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 26 日晚完成首場 「社區
對話」 活動，外界普遍反應正
面。林鄭月娥昨日在社交媒體
發文，感謝每一位參與對話的
市民，稱每位發言者都表達對
香港現況及前途的關心及憂
慮，不同政治立場的市民都能
互相尊重。她承諾對話一定會
繼續進行，亦會有不同形式，
包括網上互動，她期望 「下次
可以同你傾」 。另外，她在 10
月出版的《紫荊》雜誌撰文表
示，自己及官員正走入社區，
與廣大市民直接對話，聆聽他
們的心聲，與他們一同尋找解
決社會問題的方法。
林鄭月娥昨日在 facebook 發帖文，題為《感
謝參與的每一位——和理傾》。她感謝參與第
一場 「社區對話」的市民，大家都為這次對話
做了不少準備，收集家人、朋友及 「連登仔」
（指連登討論區的網民）的問題。她說，每一
位發言的參加者都表達了對香港現況和前途的
關心及憂慮。她提及有位發言的爸爸問到：
「我們還可不可以將一個美好的香港交給子
女？我相信這是我們所有人都想做到的事，亦
是我們希望透過對話尋找出路的最終目標。」

為走出困局踏出有意義第一步
林鄭又稱，留意到出席的市民有不同意見和
政治立場，但大家都能做到互相尊重、細心聆
聽。她續說，正如不少發言的市民所說，香港
本來就不分顏色，而多元、自由從來是大家珍
惜的價值。當晚會場外有市民希望自己可出去
對話，知道大家就對話的形式有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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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帖文中標示 「和理傾」、 「真心多謝出席
的每一位」、 「對話平台」、 「對話總比對立
好」、 「
坦誠面對」以及 「對話中找出路」。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香港新聞界慶祝 70 周年國
慶酒會時也提及，前晚她連同四位局長進行了

2019 年 9 月 28 日 星期六
今天出版 2 疊共 20 版
1952 年創刊 第 24004 號
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 9 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 5 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 4 元人民幣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香港新聞界慶祝 70 周年國慶酒會時說，首場 「社區對話」 為香港社會走出目前困局踏出了有意義的第
一步。
記者 馮瀚文攝
首場 「社區對話」，重申 「很多謝 150 位市民
出席」，和他們有非常坦率的交流： 「我認為
這為香港社會走出目前的困局踏出了有意義的
第一步，我和團隊未來會繼續透過 『社區對
話』和其他形式的對話，廣泛接觸各個階層、
不同背景、不同政治立場的市民，一起為香港
找出路。」

共同尋找解決社會問題方法
此外，她在 10 月出版的《紫荊》雜誌中撰文
指，在此重要時刻，香港應該上下一心，團結
自強，配合國家發展策略，為香港謀求更好的
發展。她稱，香港社會近月出現紛爭，更有激
進暴力分子持續進行破壞： 「面對暴力及違法
行為，特區政府正盡全力止暴制亂，恢復社會
秩序。另一方面，近月的事件反映香港社會存
在深層次問題，我和特區主要官員正走入社
區，與廣大市民直接對話，聆聽他們的心聲，
與他們一同尋找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

出席對話會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昨日在 facebook 帖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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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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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聶德權說： 「首場 『社區對話』中，不分背
景和立場的市民說出了他們的感受、擔心和期
望，很感謝他們，讓我們可以多理解他們的處
境，多以他們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同時，我們
亦嘗試令他們能更了解政府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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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從來不易，我們容易墮進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的境況中。」

26 日晚，林鄭月娥同 4 位局長與約 130 名市民代表展開坦誠對話。

國慶護國旗料萬人參與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守護香港大聯盟
昨日宣布發起 「香港市民國慶全民護旗行動」，並將
組建國慶護旗義工隊。聯盟召集人黃英豪預計，會有
逾 1 萬名市民參與護旗義工隊。聯盟亦建議特區政府
向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把政府建築物外懸掛國旗旗
杆下的地域劃為禁區，禁止闖入及破壞國旗的違法行
為；亦希望警方抽調專門警力，保護主要建築物及地
標懸掛的國旗。

義工配擴音器和平護旗
守護香港大聯盟昨日舉行記者會。聯盟召集人、律
師黃英豪宣布，大聯盟會發起 「香港市民國慶全民護
旗行動」，呼籲全港市民在國慶期間，配合特區政府
共同守護國旗。他說，將會成立國慶護旗義工隊，預
計會有超過 1 萬名市民參與。義工隊會分成港島、九
龍、新界東、新界西四個區，聯盟將提供 WhatsApp
熱線，讓有意參加者報名，他們可報上姓名、性別、
所住地區、聯絡電話等資料，以便聯盟編組。
他強調，義工不會與其他人士衝突，只會配備擴音
器。如果護旗隊的義工發現有毀壞國旗的行為，將會
報警處理。不過，他說，政府或民間組織應為掛上國
旗的 「第一責任人」，他們掛國旗的同時，也應要安
排充分的力量守護國旗。
黃英豪指出，國旗是國家的象徵，神聖不可侵犯。

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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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定罪可處罰款及監禁 3 年。他
稱，從 6 月中旬至今，已發生 9 宗激進示威者故意損
毀及侮辱國旗的違法犯罪行為，公然挑戰國家權威，
褻瀆民族感情，嚴重衝擊 「一國兩制」，直斥暴徒的
惡行不可容忍。

冀政府申請禁制令防破壞國旗
黃英豪建議特區政府在慶祝國慶 70 周年期間，向全
民進行認識國家、熱愛祖國，以及尊重和保護國旗的
宣傳活動。聯盟也認為，社會要依法護旗，並進一步
建議特區政府向高等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把政府建
築物外懸掛國旗旗杆下方圓數十米的地域劃為禁區，
禁止闖入及破壞國旗的違法行為。聯盟亦希望警方可
以抽調專門警力，對主要建築物及地標懸掛的國旗進
行保護，一旦發現企圖損毀、破壞國旗的違法行為，
要及時制止及拘捕疑犯。
多位聯盟副召集人都表達對守護國旗的決心。工聯
會會長吳秋北慨嘆，3 個多月來，香港出現了破壞國
旗的行為，實在令人痛心。部分年輕人少不更事，不
尊重國家，破壞及塗污國旗，使全中國人的感情及尊
嚴受傷。他說，保護國旗大家都有責任， 「人人都可
以護旗，人人都是護旗手」。

守護香港大聯盟昨日宣布發起 「香港市民國慶全民
護旗行動」 。
記者 崔俊良攝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稱，經歷過戰亂的人，方
會珍惜和平；經歷過恐懼的人，方會珍惜和平、安寧
的生活。國家正值 70 周年大慶，卻有部分人破壞國旗
這個國家象徵。 「即使對於家庭有意見，亦不應該
燒、炸所住的家園。」他強調，任何人都不應為破壞
國旗找藉口，大部分香港人都反對 「港獨」，更不想
香港 「
戰火塗炭」。
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龍子明強調要制止破壞國
旗的暴行。

教育局籲抵禦
外來政治力量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
日向校長、老師和家長發出以《家校同心守護學生》為題
的信件，希望各方以實際行動守護孩子，堅守校園，抵禦
外來政治力量介入學校運作，避免孩子受到傷害。他又在
信中懇請家長及學校提醒學生，不應出席可能出現混亂及
危險的活動，更切勿參與可能違法的行動。
楊潤雄重申，學校是教育場所，校方可以藉此機會
讓同學學習以持平、理性的態度多角度分析事件，並
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表達意見，包括互相尊重和關
愛，以及符合校規和道德行為準則。就算遇有學生違
規的表現，學校亦會把握教育機會，以理解學生的態
度，根據既定的訓輔原則作出處理，向學生發出正確
的信息。

教師須以身作則不應偏頗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湯修齊表示，家長
們支持教育局長的呼籲，亦期望社會各界對所有暴力
行為予以譴責，譴責任何鼓勵將中小學生推向極危險
的示威活動前線的團體或人士。
對於近日有報道指，有教師以偏頗角度去教育學
生，湯修齊認為，教育局對教材的審批有其特定角
色，家長期望教育局更積極主動去處理偏頗教師的教
學及教材，加快嚴正地處理專業操守有問題的教師。

對話向前進 對抗拖後腿
首場 「社區對話」 順利舉
行，官民交流氣氛良好，社會
各界反應正面。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再次肯定對話，認為這為香港社會走出目前
困局踏出了有意義的第一步。的確，對話總比對抗
好，前者乃香港向前進的力量，後者則為社會復常
拖後腿；透過對話化解分歧、凝聚共識，而非沉醉
對抗製造仇恨、擴大矛盾，香港才可重新出發。
相信無人奢望，一場對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社區對話」 無疑是重返和平理性的好開始，大家
一起平心靜氣、實事求是、動口不動手地商討香港
未來出路。縱然，場內不少發言的市民，皆不滿政
府處理修例手法、不滿個別警員涉嫌濫權、不滿未
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等，反映坊間積存不少

牢騷；對話平台除了讓大家盡情發洩，尤其向特首
直接發洩之外，更重要是讓特首聆聽公眾聲音，直
接了解民意向背。林鄭本人亦直認不諱，過去是
disconnect、離地了；唯有藉對話再次 connect、變得
貼地，她方可回應民意，引領香港變回大家熟悉的
香港，並且是更美好、更可愛的香港。
遺憾的是，部分人依然擇惡固執，甚至迷信無底
線地對抗、無止境地升級對抗，方為香港出路。在
對話場內，即使大家政見未必一致，但都充分做到
和而不同、互相尊重。然而，在對話場外，則又出
現堵路、挖磚等畫面，包括特首等官員因而被迫滯
留四小時才可離開；而且，有個別撐政府的發言
者，居然馬上遭人 「起底」 ，企圖透過 「黑色恐
怖」 來威脅 「滅聲」 。更有甚者，除了例牌在周末

進行違法暴力抗爭，近日還出現 「私了」 文化，有
人且揚言於下周的國慶日發動 「end game」 終局之
戰……警方昨提醒 「火魔法師」 之類美化暴徒的說
法，無改縱火最高可判終身監禁的事實；而自開學
後學生違法被捕的數字和比例持續增加，警方也強
調社會不願見到他們犯下罪行影響一生。的確，網
上網下文宣一而再地鼓勵犯罪，不惜煽動心智未成
熟者參與抗爭，以至自製 「假新聞」 等造謠抹黑，
其手法之惡劣實無良心可言。
持續的違法暴力抗爭，對個人、對社會、對經濟
都構成嚴重影響。其中，旅遊零售行業首當其衝，
不少從業員無奈被打爛飯碗。有見及此，政府昨推
出系列措施紓解民困，為期內失業及開工不足者推
行特別培訓、資助導遊續牌時所需的進修費用、減

免美食車租金和豁免旅行代理商年費等，以支援打
工仔及業界應付時艱，又重推 「N 無人士津貼」 。
惟眾所周知，相關支援只能治標不能治本；一日香
港未能止暴制亂，一日社會均難恢復正常，而經濟
也不可能有序發展。特別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中
美貿易糾紛尚未解決的前提下，香港堪稱備受內憂
外患雙重打擊。
在對話正途上，香港雖踏出重要的第一步，惟對
抗的後拉阻力，卻仍繼續肆虐。故一方面，社區對
話既將陸續有來，以 「和理非」 態度將社會撕裂修
復；而另方面，對抗畫面則必須休止，毋使違法暴
力行為進一步破壞香港。香港出路若何，尚有賴對
話找出答案；惟可以肯定，繼續對抗下去，則只會
將香港推向死路。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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