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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夜晚這天夜晚，，學聯成員又一次出現在電視上為學聯成員又一次出現在電視上為 「「佔佔
中中」」 辯護辯護，，終於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終於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早已早已
不厭其煩的丈夫不厭其煩的丈夫，，將手中遙控器猛砸向電視機將手中遙控器猛砸向電視機，， 「「嘭嘭
」」 的一聲的一聲，，電視屏幕應聲而碎電視屏幕應聲而碎。。同樣處在破碎邊緣的同樣處在破碎邊緣的
，，還有這個原本溫馨的家還有這個原本溫馨的家。。家中男主人是大學教授家中男主人是大學教授，，
反對反對「「佔中佔中」」，，在銀行任職高層的妻子卻恰恰是在銀行任職高層的妻子卻恰恰是 「「黃絲黃絲
帶帶」」 人士人士。。如同香港許多家庭一樣如同香港許多家庭一樣，， 「「佔中佔中」」 開始以開始以
來來，，這對夫妻日日爭吵這對夫妻日日爭吵，，幾乎反目幾乎反目。。丈夫這一砸丈夫這一砸，，卻卻
有如敲響了警鐘有如敲響了警鐘，，二人終於懸崖勒馬二人終於懸崖勒馬，，開始踏上修補開始踏上修補
關係的浪漫之旅關係的浪漫之旅。。

大公報記者大公報記者 張婕舒張婕舒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四A6要聞責任編輯：陳淑瑩
美術編輯：劉國光

【大公報訊】記者謝文軒報道： 「
佔中」撕裂社會，衝擊人際關係，不少
人受負面情緒嚴重困擾，社會上不同機
構在 「佔中」期間提供情緒支援熱線，
希望為受困擾市民 「打打氣」，也希望
協助有需要人士修補與家人朋友的關係
，重建昔日香港互助互愛精神。

災後心理輔導協會因應佔領行動設
立支援熱線，收到超過480宗求助個案。
協會總幹事杜永政認為，佔領事件令社
會撕裂，有個案顯示求助者與家人、同
事、教會朋友立場不同，最後發現自己
身邊的朋友一個一個離他而去，產生嚴
重心理問題。杜永政稱，佔領行動不單
令港人心理受影響，有遊客因為看到佔
領者堵路行為，向他求助接受心理支援

。最令他擔心的是有5%求助者被自身負
面情緒影響到自己價值觀，對社會產生
消極態度。

社會上面對支持與反對的聲音，中
立人士更成為正反之間的磨心。明愛向
晴軒在佔領行動首天亦為市民提供支援
熱線，收到超過340宗求助個案，明愛向
晴軒危機專線及教育中心督導主任郭志
英表示： 「最慘的不是支持或反對人士
，而是持中立意見的市民」，支持及反
對陣營在討論事件時，他們往往被迫發
表意見，無奈成為兩邊指罵的對象， 「
兩邊不討好」，受到另類壓迫，導致有
求助者出現失眠、食慾不振及焦慮等嚴
重情緒反應，慨嘆佔領行動連昔日自由
發表的言論空間也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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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 「人情紙咁薄」，不只結髮夫妻，血
親之間也是如此。有18歲青年因參與 「佔中」
與家人爭執，母親氣上心頭，一句 「以後別回
來」衝口而出，兒子立即反駁 「不回家就不回
家」，母子關係直達冰點。 「拼色」家庭更棘
手，有一個家庭，女兒是駐守佔領區的警察，
兒子卻是日日到佔領區 「報到」的示威人士，
手足親情竟敵不過政治立場，家中再無寧日。

家庭之外，由虛擬世界以至現實世界的 「
unfriend潮」（剔除朋友潮），在同事、同窗
、舊友、愛侶之間頻頻引爆，成為2014年的新
潮語。有男友連日參加 「佔中」，將女友置之
不理，甚至連續多日 「失聯」，感情險破裂。
有參加佔領的學生將 「非我族類」的同窗通通
unfriend，並肆意批鬥攻擊，令其他學生一度
噤聲。娛樂圈亦未能倖免，力挺警察的王晶就
曾公開宣布，會刪除杜汶澤、黃秋生、何韻詩
的聯絡方式，徹底劃清界限。諸如此類的案例
不勝枚舉……

為此，一些朋友最近與家人、朋友聚會時
，都得先立下規定 「今日不談佔中」，以免聚
會不歡而散。但這亦是暫避矛盾而已，長遠應
如何解決？

政見不合 求助個案增
「佔中」令香港社會陷入史無前例的撕裂

中，紅十字會聯合香港心理學會於 「佔中」次
日起開設的心理支援熱線，短短兩周接到430
多宗來電，當中134個需轉介臨床心理學家，
相當一部分求助者因立場不同而與他人爭執。
同樣提供熱線服務的明愛向晴軒，在 「佔中」
經歷的70多天中，首50日接到289個關於佔領
的求助電話，近30%求助者因與家人政見不合
而衝突，在「後佔領時期」的22日，接到56個求
助。這亦是向晴熱線成立13年來，首次出現因

政治問題影響情緒的個案。
在分歧初現之時，互訴心聲原是最好的解

決辦法。但在 「佔中」陰霾籠罩下，重重鐵馬
分隔開意見不同的雙方，佔領區 「佔中」與 「
反佔中」雙方陣營對峙，不斷唱響的生日歌，
令他們聽不到對方的話語。撕裂一旦成真，傷
口愈合有幾難？

香港紅十字會臨床心理學家張依勵指出，
社會撕裂的後續影響一定很長遠，目前雖然很
難估計香港社會的裂口何時能愈合，但以政局
動盪的泰國為例，有家人、朋友分屬紅衫軍、
黃衫軍兩個陣營，甚至幾年都互不理睬。

unfriend易 修復難
「佔中」的影響之所以有如此大，張依勵

認為，是因為許多港人不慣談政治，很容易將
事件 「拉得太埋身」，輕易將意見不同者劃入
「敵方陣營」。今次事件亦是港人學習 「和而

不同」的好機會，因為沒有人可將身邊的異見
者百分百篩走。她建議市民在按下 「unfriend
」鍵前，三思是否還珍惜對方，亦建議爭吵雙
方可嘗試選擇寫信等較委婉方式，更容易平心
靜氣表達看法。

傷口即使愈合，也勢必會留下疤痕， 「佔
中」風波平息後，社會也很難回復原本模樣，
昔日好友甚至可能老死不相往來。

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危急事故小組
召集人胡潔瑩認為，每個人都在不斷選擇朋友
，對於好肉緊政改問題的激進派人士來說，可
能因為 「佔中」告別原有朋友圈，進入與自己
政見相近的新朋友圈。當意見相同的人聚在一
起，他們將更難聽到不同的聲音，原本的信念
可能進一步強化，社會也可能因此更加分化。

佔中三丑，當你們提出 「佔中」時，究竟
有否考慮過這些後果？有否考慮行動對社會所
造成的危害？你們應負起怎麼樣的責任？

【大公報訊】記者許
嘉信報道： 「佔中」行動
期間，示威者違法行為屢
見不鮮。警方早已明言，
擔心不守法風氣會因佔領
行動而蔓延。警察隊員佐
級協會主席陳祖光表示，
「佔中」定必令警隊日後
執法更困難。

前線警員一直堅守崗位，應付
佔領區大大小小的衝突事件，卻招
來 「佔中」支持者種種 「報復」，
包括當街被辱罵、個人資料被 「起
底」公開，甚至家人也被恐嚇。

眼見前線警員執勤時受到種種
不禮貌對待，陳祖光說感到不開心
，批評 「佔中」明顯破壞社會治安
，實乃 「無法無天」，其行徑理應
受譴責。他指部分佔領者辱罵前線
警員 「黑警」、 「執法偏頗」等均
是不正確，有人甚至恐嚇警員及其
家屬，更令人感到難過， 「警方是
依法執法，執法者

居然被人恐嚇，這是什麼世界？」
經過 「佔中」一役，他預計警

方執法將遇到更大挑戰。 「佔中」
示威者自稱是公民抗命，公然作出
違法行為，開了壞先例，擔心日後
有人以別的政治理由，再次違法，
為警方工作增添難度。

然而，最令陳祖光感到憂慮的
，是 「佔中」令香港一向引以自豪
的守法觀念，變得薄弱，由佔領人
士鼓吹 「自首論」、希望警方延遲
執法等歪理，可見一斑。對於早前
有幼稚園教師向幼童灌輸警察的負
面形象，他批評教師不應為宣揚政
治理想，對學生 「洗腦」，應懂得
明辨是非，這才是有利於下一代。

縱然警方面對不少壓力，但陳
祖光相信，警隊會迎難而上，令社
會秩序恢復至 「佔中」前的水平，
並會一如既往，嚴格依法執行
職務。

【大公報訊】記者張婕
舒報道：歷時79天的 「佔中
」行動令本港氣氛緊張，如
箭在弦，連一向少理政治的
醫學界也被推上風口浪尖。
數百名年輕醫生和資深醫生
分別聯署，勢同水火。矛盾
最終在香港醫學會內部 「引
爆」，一眾醫生為是否進行
政改民調，激辯到拍枱而起
，舊友反目。曾經直言 「佔
中撕裂醫學界」的醫學會會長史泰祖認為
，這代年輕人對基本法、主權認識薄弱，
與政府回歸前避談此類議題有關，最重要
是分歧雙方要理解對方為何有不同想法。

事緣今年10月21日，600多名年輕醫生
在報章聯署支持 「佔中」，譴責警方使用
過分武力，並呼籲杯葛立法會功能組別。

550多名資深醫生不願 「被
代表」，緊接於10月28日聯
署，將佔領行動比喻為不受
控制的癌細胞，呼籲佔領人
士立即撤離。參與反 「佔中
」聯署的不乏重量級名醫，
包括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創院
主席達安輝、 「鐵醫」盧寵
茂、醫院管理局新界東醫院
聯網前總監馮康等。

眼見兩代醫生針鋒相對
，香港醫學會於10月27日召開緊急會議，
討論是否進行政改民調，誰知將矛盾推上
峰頂。一眾醫生在會上爭得面紅耳赤， 「
嬲到拍晒枱」，最終形成11票對11票
的僵局，會長史泰祖運用 「兩票特
權」否決民調。前會長蔡堅憤而
拒絕再參與醫學會會務，並在

隨後一次記者會上全程黑面，
冷對史泰祖的握手示好。兩人
最終雖握手言和，但史泰祖一
語道出 「佔中」危害： 「雨傘
運動已經撕裂了醫學界，也撕
裂了我跟蔡堅醫生數十年的交
情」。

反佔中醫者受壓
如同一個微縮社會，醫學界內的反 「

佔中」人士亦飽受輿論壓力。據悉史泰祖
就曾被人透過WhatsApp指摘為 「tortoise（
烏龜）」、 「coward（懦夫）」。在重重
壓力下，他宣布於11月4日重啟投票，並
承諾自己將投贊成票。誰知醫學會因此再
度激辯三小時，最終否決做民調，待下一
輪政改諮詢時再進行。

談及兩代醫者的分裂，史泰祖接受《

大公報》訪問時，顯示出對年輕一代的很
大理解。他說，我們都應當去理解別人為
何想法不同，並努力接納。現在的年輕一
代 「先甜後苦」，踏入社會時不如我們當
年機會好，面對許多競爭，樓價難以負擔
。他相信今次運動給港人上了一堂政治課
，亦給機會讓我們反思從前的不足，例如
時下年輕人對基本法、主權等概念理解不
深，與政府回歸前為穩定民心，較少強調
這些議題有關。他認為，應考慮日後多為
年輕人創造向上流機會，將中國歷史納入
必修科，並讓佔領人士參與議政，為未來

社會出一分力。

黃雨傘撕裂杏林界

情緒支援熱線為港人打氣情緒支援熱線為港人打氣

▲ 「佔中」 發生以來，佔領者暴力抗法場面並不陌生

▲ 「佔中」 令香
港社會陷入史無
前例的撕裂中

▶警員一直堅守
崗位，卻招來佔
領者種種「報復」

▲史泰祖

▲有示威者早前日日到佔領區 「報到」 ，與

家人的爭吵亦相應增加

警員成磨心日後執法勢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