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有話說

在未來時間內，特區政府應當主動藉由各類宣
傳方式，清晰向社會大眾解釋三種屬於客觀事實存
在並影響香港社會發展的關係。包括香港社會大眾
的訴求與特區政府施政理念所存在的分歧關係；特
區政府在改善香港現行社會政治制度中的權力協調
關係。政府的解釋工作需要持續性和及時更新，才
能達至廣泛接受。

歡迎投稿 qingniandushuhui@gmail.com

在10月27日的暴動中，有一

位警務人員被多位暴徒攻擊，繼

而跌倒在地上。其他暴徒見 「機
不可失」 ，一擁而上繼續用不同

的武器攻擊他。一位女警（師姐

）奮不顧身地保護被襲擊的同僚。她身上只有最少

的護具，就鏡頭所看，只有一個頭盔及一件黑色背

心。暴徒喪失理性地不停攻擊，師姐完全沒有顧及

自身的安全。她絕對是警務人員的模範。

掩護同僚脫險再上前線
一位擔任警務人員的女性朋友，也是站在最前

線，對抗暴徒的。她分享道，當日被暴徒包圍及攻

擊時，感覺 「度日如年」 。那短短的數分鐘，感覺

上像是給一群野獸攻擊了一個小時那樣。身體被利

爪及尖齒攻擊，磚頭橫飛，看着同僚被磚頭擊中，

血流披面。她不理身上的疼痛，掩

護同僚暫離前線。同僚得到照顧後

，她再上前線。因為她知道，如果

不能制止暴徒的惡行，不止警務人

員，普通市民也有機會受到更嚴重

的傷害。她們全是女性，也是愛美

的女性，完全沒有顧及自己可能受

傷及毀容的風險！

這一種英雄行為是義氣，是肝

膽相照！在正常情況下是好難顯露

出來的。我身為男性，常常幻想到

同一情況下，我也會這樣做。但真的要在當時當刻

，才能知道自己能不能像以上二位師姐一樣，發揮

人性的真、善、美。

這位師姐表示，今日的香港局面，政府固然有

施政手法的問題，但是，家長和老師責無旁貸，香

港教育曾是國人嚮往的，但現在應該沒有人想安排

子女來香港接受教育。部分老師及學界人士歪理成

風，毫無道德教育，我們常說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 ，暴徒連自身的道德及國家概念也蕩然無存，

最基本的 「修身」 也不能做到。就算能做到高學歷

，也會成為我們廣府話常說的 「高分低能」 。

這裏，我再三對以上兩位師姐及另外約4500位

師姐致以萬二分的敬意，你們證明了巾幗不讓鬚眉

，也守護了我們的香港。希望香港早日回復安穩，

讓我們的師兄師姐可以重回日常工作，繼續守護香

港。

英勇女警無畏無懼
近幾個月來

，香港大部分地

區的公共設施受

到不同程度的毀

壞，各區居民親身感受到自己家園

周遭環境受到破壞，連乘搭公共交

通工具都受阻。打爛或許就是那幾

下，但相關設施，從規劃、撥款、

承建，由數月到數年都有。本來乾

乾淨淨的建築物，亦被大量塗污。

有時候，我都在想，我們深愛的家

園，是否已進入戰亂區，哪能這樣

破壞呢？這類事件，甚至令到不少

市民心靈受創，需看心理醫生的大

幅增加。

砸壞了公物，破壞了治安，

重創了經濟，這都不是地區居民想

要的，經過這次的洗劫，我們更加

知道要捍衛核心利益與價值。

所以，11月24日舉行的第六

屆區議會選舉，對香港來說是非常

重要，我們必須用手中的選票，選

出做實事的候選人，撥亂反正，重

建我們美好的家園。不能再讓香港

亂下去，止暴制亂，就在此時，我

們要用選票來說明，我們到底要什

麼。

中國人有句智語：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如果一切都以地區居

民核心利益出發，做實事的區議員

，一定會得到地區居民支持。相反

，如果整天以搞破壞為核心的反動

勢力，地區居民終將會唾棄。

選票投給辦實事的候選人

改善政府文宣 爭取市民理解認同

香港政治暴

亂已發生近5個月

，超過2700人被

捕，當中有學生、打工仔、專業人

士、退休人士等。不同階層、團體

、企業、專業人士，以至家庭裏，

都因政見問題而產生各式各樣的矛

盾，輕則言語爭執，嚴重則各不相

見，甚至繼而動武。筆者曾經近距

離觀察台灣大選，目睹台灣民眾在

政治對立的場面，猶如今天香港。

和諧對於家庭和社會而言，

都是重要的元素，足以影響人民的

滿足感和幸福感。 「私了」 、 「裝
修」 、 「連儂牆」 、惡言針對建制

派和撐警人士，以至反共 「港獨」

，都成了香港今天的另類主流，讓

法治崩壞、人與人之間失去互信、

家庭關係破裂。

沉默多數必須投票
未發生非法 「佔中」 和反修

例事件前，市民為香港的未來努力

，為青年的未來創建平台，即使土

地政策和房地產問題未能紓緩，至

少能夠依靠個人自身的努力向上流

動，專業人士能夠借助內地的政策

發展。可是，修例風波引發的暴亂

傷害了社會和諧，法治並不能保障

守法市民的安全和應有權利，並已

形成一股不可收拾的 「黑」 勢力。

有些家庭過往三代同堂，對

長輩關懷備至，噓寒問暖，唯今天

的政見之不同讓年輕一代與家人勢

成水火，關係一瞬間走進嚴寒。試

問，人與人之間為什麼不能做到

和而不同？

心病也許是2019年最新的香

港人病痛。心病還需心藥醫，在未

有靈丹妙藥可服前，區議會選舉這

場政治鬥爭，是另一場管治權之爭

。不少分析認為，今年新增選民將

會是選舉成敗的關鍵，筆者則認為

，過往沉默的選民走出來投票才是

勝敗的要素，寄望政府能夠為香港

主持一個公平、和平，以及廉潔的

選舉。

洗腦的小學教材莊學謙

菁英會會員

青年薈志動力協會監事長

十月底是印度族裔盛大的排

燈節，香港少數族裔聚居區張燈

結綵，洋溢着節日氣氛，如果不

是親眼見到，筆者就算生活在香

港，也很少注意香港的少數族裔

群體其實人口眾多。他們和普通

香港人一樣，都是這個城市的居民，也是香港這個

城市榮耀的享有者，而香港本身的社會問題也牽涉

着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數據顯示，過去10年，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口上

升70%，撇除39萬多外籍家庭傭工，現時有逾26萬

人，其中男性的勞動參與率為79.9%，女性則為

51.2%。少數族裔為香港的多元化社會增添不同色

彩的同時，他們作為勞動力，也付出不可忽視的貢

獻。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早前發布題為《全面支援少

數族裔》網誌，指出自己曾與很多少數族裔群體會

面，發現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資源去幫助他們融入華

人社會，並發揮自己的作用。

張建宗在網誌提到，發現很多少數族裔學習中

文有障礙，所以無法在香港的升學體系中獲得較好

的生機，不能實現階級的跨越和夢想。這顯然不是

一個新問題，少數族裔需要中文成績才能由正常途

徑獲香港的大專院校錄取，而他們往往在非華語學

校讀書，平日談不上有機會用中文字讀寫，這無形

之間建起了少數族裔升學及就業的鴻溝，代際積累

，讓各族群更無法融入社會。

政府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例如撥款給非華語學

校補貼，聘請少數族裔服務大使，提供各種就業機

會和就業諮詢，紀律部隊加強招聘少數族裔等等來

幫助他們。筆者認為，幫助他們就業是治標不治本

的方式，讓少數族裔更加融入香港社會，可舉辦多

謝社區活動，邀請各族裔參加，互相增進了解，並

勸喻大學在錄取方式有更多靈活性等等的措施。

少數族裔很多都是香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希

望社會可以給他們更多的理解和包容，把香港的國

際都會精神發揚光大。

幫助少數族裔融入香港的治本之道

責任編輯：呂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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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至今歷四任

特首，每任都出現大型社

會事件，由董建華時期的

23條風波到今天的黑色暴

亂，每次大型社會事件都

叫喴同樣的訴求，如 「實
現普選」 、 「貫徹司法獨立的法治精神」
、 「保障言論自由」 、 「港人高度自治」
等；而政府於每次運動後均會推出一系列

以 「改善民生」 為主的新措施。

掌握民情加強回應
筆者需指出，若民生問題是香港社會

「損手爛腳」 的皮外傷，那麼每次於大型

社會事件中所出現的 「政治訴求」 便是社

會人士所認為的香港社會的 「內傷」 。用

皮外傷的診治方式來診治內傷，顯然不合

適；當然，筆者並非認為推出民生政策於

事無補，而是認為民生政策乃 「外敷」 之

藥，更要配合有益於 「五臟六腑」 的 「內

服」 之藥。

從董建華時期的 「23條立法風波」 、

曾蔭權時期的 「五區公投」 、梁振英時期

的非法 「佔中」 、林鄭月娥的 「反修例」
風波，每次事件的核心 「訴求」 都離不開

所謂 「雙普選」 。一些參與者認為現時香

港社會普遍存在的 「公營房屋供應」 、 「
壟斷型經濟」 、 「地產霸權」 、 「青年發

展前景」 等切身社會問題的產生均與現

行的制度弊端有緊密聯繫，因此期望可

以從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等制度上作出

相應改善。

政府對現行制度所存在的問題應該是

最熟悉和掌握的，但每逢社會事件發生，

均會推出一系列以 「改善民生」 為主的新

措施，例如 「提高免稅額」 、「公屋免租」
、「增加學生津貼」等，政府主動推動民生

政策固然是好事，應受支持！但對於民間

提出的政治訴求，政府的回應一般較為模

糊，即使有如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展開 「社

區對話」 活動，亦被許多市民抨擊為 「毫
無誠意」 、 「講來講去都係三幅被」 等。

傾聽民意盡力解決
筆者認為，政府願意展開與香港社會

不同社區人士對話，絕對是值得肯定的事

情，箇中的組織流程可以改善，但立場不

應否定。許多市民的抨擊亦可了解到，社

會大眾真正期望的是政府即使無法即時拿

出新方法解決相關社會問題，亦要作出對

於全面聆聽到民間訴求的態度，也要用解

決問題做出保證。

我們見到，中央政府對於香港特區政

府改善包括政制發展、政府架構組織等制

度問題，並非關緊大門，亦一向抱以開放

態度，由中央政府時常談到 「支持特區政

府按《基本法》施政」 、落實 「一國兩制

」 、 「港人治港」 和高度自治，這些表述

便可體現！筆者認為，一個問題可能出在

特區政府的宣傳方面。

在未來時間內，特區政府應當主動藉

由各類宣傳方式，清晰向社會大眾解釋三

種屬於客觀事實存在並影響香港社會發展

的關係。第一種是香港社會大眾的訴求與

特區政府施政理念所存在的分歧關係；第

二種是香港特區政府在改善香港現行社會

政治制度中的權力協調關係；第三種是香

港奉行的 「法治」 、 「民主」 、 「言論自

由」 、 「港人自治」 等社會精神文明價值

觀與內地奉行的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價

值觀能夠相互依存、互補不足的共融關

係。

上述三種關係均是與香港社會制度發

展、改善及許多對特區政府有政治訴求的

民眾相關的重要議題，更有機會是許多社

會大眾焦慮來源的核心元素之一，亦可理

解為 「內服藥」 之一。此外，政府的解釋

工作需要持續性和及時更新，才能達至廣

泛接受。

丁政凱

就是敢言成員

音樂創作人

馬家强

香港菁英會

副秘書長

期望公平公正的區議會選舉梁秉堅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

香港五邑總會副理事長

黃鵬

菁英會執委

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高松傑

香港菁英會社會

民生研究會主任

▶逾4500女警參與守護香港
法治的重任

▲超過四個月的暴亂，大
量市民遭暴徒 「私了」

◀政府文宣應主動出擊，
反駁亂港派所謂為港人 「
爭民主自由」 的謬論，以
正視聽

近日，網上

流傳一份來自香

港浸會大學附屬

學校王錦輝中小

學的中國史教材

《為什麼中英爆發鴉片戰爭？》，

竟將鴉片戰爭 「合理化」 ，反指中

國 「傲慢」 ，卻隻字不提英國大量

輸入鴉片令中國大量白銀外流，以

及鴉片帶來的毒禍等，引起輿論爭

議，市民看後無不震驚。該校校長

也證實該閱讀材料由校內老師所製

，承認老師在處理伸延閱讀材料時

有不足，引起家長及公眾誤解，會

嚴肅跟進。

有關教材內容的確極度偏頗

，這根本是有人想藉失實教材去 「
洗腦」 。筆者覺得這是香港教育的

最大問題就是教材審批太自由，事

件中有關教材是由該校老師準備，

這名老師把自己的政治理念自製 「
額外補充材料」 強加於學生身上，

我認為這不是一時性的，是每月都

會因應不同題目而準備這些 「洗腦

」 伸延閱讀材料給同學，大大扭曲

歷史事實。

最可怕的是 「額外補充材料

」 可能只供在課堂上學習，學生根

本不能帶回家，家長自然發現不

到。

筆者認為，教育局必須審視

和改革現行之制度，要求監管通識

科教材內容，盡快落實國民教育，

向學生灌輸正確知識。中國歷史文

化博大精深，匯聚了數千年中華民

族的經驗和智慧。身為中國人要正

確認識它。

在現今的香港，現在不少年

輕人對中國歷史是一片空白，他們

對港英管治的歷史根本就不知道。

因為缺乏中國歷史教育，國家觀念

薄弱，所以造成對中國的仇恨，希

望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能夠堅決改革

，讓年輕人了解更多我們祖國的歷

史，培養他們愛國的情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