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攬炒派區議員荼毒小學生，被扶植做 「黃絲小議員」 落區，與老人家爆爭執！
年僅11歲小六生王×祖自封 「關注組主席」 ，日前 「巡區」 期間因噪音問題與一
位老伯爭吵被捶肚，攬炒派以為執到寶網上轉發視頻，王×祖竟獲海量黃絲吹捧
為 「小英雄」 。

王×祖來自破碎家庭，自小父母離異，前年暴亂期間他被黃媒洗腦當小學生
記者，及後與三名初中生成立所謂地區組織。在涉違國安法的區議員林進背後督
師下，王×祖淪為棋子，更受黃媒吹捧，黃之鋒入獄前也在上載二人合照稱 「後
繼有人」 ，令小童泥足深陷。王×祖誤入 「黃途」 ，祖母眼濕濕說 「擔心個孫的
將來」 ；師長則慨嘆： 「佢畀（黃絲）區議員影響得好深！」

▲王×祖的78歲祖母眼濕濕說，以前個孫好
乖，但近來不知他在外面結識了什麼人，深感
憂慮。左為其家外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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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圍社區關注組」 副主席張×庭到林進
辦事處領取物資。 視頻截圖

A1 責任編輯：華英明 美術編輯：達芬尼要聞

「巡區」挑釁老伯爆爭執
剛過去的周日， 「天水圍社區關注組」

自封 「主席」 兼創辦人王×祖，到天水圍天
秀路公園 「出巡」 期間，因干涉一位老伯與
中年婦跳舞發出噪音，雙方爆衝突，王×祖
報稱被老伯頭撼捶肚。王×祖當日攝錄的視
頻，經由攬炒派 「天水連線」 網上轉發，竟
獲大量 「黃粉」 同情，更稱讚他 「咁小年紀
都算冷靜，有勇氣」 。然而，視頻顯示王×
祖當時出言挑釁： 「我錄影住，你踢我
呀」 ，極之惹火，當老伯疑似動手，王×祖
即大嗌： 「喂你做咩嘢，攻擊！攻擊！你夠
膽再攻擊。」

一位一直關注王×祖的師長不禁慨嘆：
「睇條片佢（王×祖）說話、態度唔好，造
成肢體衝突，我哋一直擔心佢安全，終於發
生咗。」

嫲嫲眼濕濕：以前佢好乖
年僅11歲的王×祖，就讀天水圍一間小

學六年級，居於區內中產屋苑。他的祖母高
齡78歲，行動略有不便，靠身旁的外傭攙
扶。王嫲嫲告訴大公報記者，很憂心孫兒的
情況，並細道王×祖的身世。王×祖父母早
已離異，一個在美國，另一個亦不在港居
住，王嫲嫲眼濕濕說，王×祖自小由她撫
養， 「以前佢好乖，愈大愈唔聽話，我半年
前中風都管唔到佢，唔知佢喺出面識咩人，
我好擔心個孫嘅將來。」

王×祖本來是一名成績普通、品行正常
的小學生，自從前年元朗西鐵站 「721」 衝
突，只看《蘋果日報》的他被洗腦，言行變
得很偏激，更花上三百元零用錢買《蘋果日
報》及口罩向途人派發。

當上YouTuber的王×祖更創立學生記者
組織 「日天媒體」 ，到前線採訪暴亂。直至

去年5月， 「深學媒體」 一名13歲學生記者被
警方帶走問話，有 「日天」 成員提醒王×祖
「細路仔唔好搞呢啲嘢」 ， 「日天媒體」 才
停運。其後王×祖再成立組織 「香港凝
動」 ，又帶領三名中三學生組織 「天水圍社
區關注組」 ，王×祖更自封 「主席」 ，天天
放學後就做所謂 「地區工作」 。

攬炒派區議員收編門下
《蘋果日報》及曾接受台灣資金的《獨

立媒體》把王×祖吹捧為明日之星，令這名
小學生飄飄然，盲目投入參與攬炒派 「天水
連線」 區議員林進的地區工作。王×祖的所
謂 「關注組」 網頁，貼有他與組員到林進區
議員辦事處開會、取物資、擺放街站宣傳品
等照片，這名已被攬炒派收編門下的小學
生，所開的兩個Fb專頁充斥着反中、仇警言
論。

由去年中開始，一直關心王×祖身心發
展的一名師長慨嘆： 「之前佢（王×祖）覺
得暴亂破壞公物和店舖係唔啱，但後來
（佢）受唔知咩人影響佢，引導佢，轉咗口
風，覺得黑衫人無錯。出面對佢影響太大，
外面太多人慫慂佢，媒體捧佢，有好多粉
絲，令佢獲得好大滿足感，家人同學校一直
好擔心佢安危，有提供好多機會畀佢發展自
己，做義工關心社區，勸佢唔好參與出面呢
啲，可惜制止唔到。」

大公報記者 周揚、施文達、黃浩輝（文） 突發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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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學童屢上黑暴前線
暴亂

期間，小
學及初中

生穿插暴亂現場，有的穿上
傳媒反光衣以 「記者」 之名
湧現街頭，更有人投入暴
亂，成為 「小暴徒」 。

前年9月，一名12歲中
二生自稱 「英華仔」 的霍同
學，於攬炒派舉辦的中學生
罷課集會上，發表所謂 「政
見」 引來社會嘩然，侮辱特
首、唱衰學校，其分享片段
被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看中並轉載，公然鼓勵學生
搞 「港獨」 。

後來，霍同學被傳媒
揭發他曾於學校唱暴動歌，

又被老師沒收過疑似示威用
的裝備，以及蒙面參與街頭
示威活動。

「採訪」暴亂 社會嘩然
上年5月，一名12歲姓

陸男學生，在尖沙咀海港城
「採訪」 暴徒聚集時被警方

帶走，他報稱為 「深學媒
體」 的 「學生義務記者」 。
報道一出，坊間對有網媒誘
使及利用未成年人士參與所
謂 「工作」 大表憤慨。新聞
行政協會曾對此發表聲明，
未經培訓及未成年的初中學
生，並不合適專業的新聞採
訪工作，社會各界有責任保
護他們。

荼毒學子

11歲主席墮落黃途

黃媒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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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扶植

黃絲吹捧

王×祖

專家：媒體將佢英雄化
兒童

心理顧問
張嘉峻表

示，父母離異影響小朋友的
成長，僅與嫲嫲同居仍有很
多問題，嫲孫間隔了兩代，
兩代人的認知有所不同，嫲
嫲未必會明白孫子在想什
麼，相處和溝通有隔膜，
「小朋友唔同父母相處，同

嫲嫲又無偈傾，佢好自然會
去出面搵自己圈子，搵知
音」 。

誤以為找到自我價值
張嘉峻說，以媒體訪問

為例， 「點解佢想被媒體採
訪，因為會有好多人知道，
認識佢」 ，媒體吹捧他說話
有紋有路，愈來愈多人支持
他的言論和行為，變相實現
了自我價值，獲得他人認

同，無疑是把他英雄化。每
一位學生在學校差異不大，
又與父母關係一般，小朋友
難以從中獲得別人認同，
「小朋友唔似大人會分辨真
假，當被人認同甚至吹捧，
大人會諗多一步點解，小朋
友只會覺得找到自我價
值。」

「一個大話講10次都
會變真。」 張嘉峻指出，小
朋友在前輩、朋輩和後輩中
獲得滿足感，若沒有其他因
素介入，他會一直沉迷在這
滿足感中，他建議學校從中
輔導，並不能以 「對錯」 作
切入點，小朋友會聽不入
耳。若小朋友關心社區，可
投其所好與他討論社會現
象，如貧窮線定義等， 「放
下成見，帶佢跳出嚟睇成件
事」 。

王×祖 張×庭

元朗區議員
陳詩雅

▲▲黃之鋒入獄前上載與王黃之鋒入獄前上載與王××祖合照祖合照，，竟吹捧竟吹捧 「「後繼有人後繼有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王王××祖在祖在fbfb叫人叫人
去林進的辦事處攞去林進的辦事處攞
口罩口罩，，他一直受到他一直受到

黃絲區議員林黃絲區議員林
進進 「「關照關照」」。。

張×庭 王×祖

黃之鋒

王×祖

元朗區議員
郭文浩

▲▲▶▶攬炒派區議員刻意扶植小學生王攬炒派區議員刻意扶植小學生王××祖祖，，利用作棋子利用作棋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林進

救救孩子

小六生陷黃途
2019年9月14日

王×祖到天水圍做所謂 「前
線記者」 ，並自稱自己是一
名Youtuber。

2020年5月10日
王×祖成立 「日天媒體」 ，
成員由8歲至13歲的兒童及
青少年組成。

2020年6月22日
王×祖成立 「天水圍社區關
注組」 。

2020年8月5日
王×祖成立 「香港凝動」 。

2020年9月23日
縱暴派區議員林進大讚王×
祖等人是 「長江後浪推前
浪」 ，教他們寫公函、出面
代為聯絡政府部門等。

2020年10月15日
黃之鋒在facebook發文大
讚王×祖 「11歲落社區」 ，
並附上與王合照，又呼籲公
眾支持王。
資料來源：大公報記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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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本港天氣預測

17℃-23℃
天晴乾燥

嫲嫲：唔知佢喺出面識咩人

王嫲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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