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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學生會亂象說明了什麼？
青 年 有 話 說

父母望子成龍，所以千方百計、爭破腦袋也想把子女
送進名校，希望子女投身社會後出人頭地。費盡九牛二虎
之力，好不容易把女子送進心儀學校的父母，不知道又有
幾多個願意見到子女成為危害社會的恐怖分子呢？究竟學
生撐暴，甚至參與恐怖活動背後原因何在？
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吳建東

近日警方搗破激進 「港獨」 組織
「光城者」 密謀策動炸彈恐襲案，行
動中拘捕多名僱用中學生發動恐襲的
金主及多名未成年學生。據媒體報
道，被捕的一名十七歲女生，涉嫌以
零用錢僱用其他中學生放炸彈。無獨
有偶，香港最高學府香港大學的學生
會評議會，竟然通過哀悼刺警案兇徒
的動議，公然美化暴力，煽動仇恨，
挑戰法治。我們的學生怎麼了？我們
的老師怎麼了？我們的社會到底怎麼
了？

「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
之惰」 ，學生撐暴誰的錯？年輕人出
了問題，我們其實也不能單純一味責
怪他們，我們也要仔細分析出問題的
原因，這樣才能防微杜漸。
家長的錯？我們知道子女成長或
多或少都會受到家庭環境影響。家長
再忙也要肩負起監管自己子女的責
任，而不是一味推卸給學校和社會。
老師的錯？年輕人就像一張白
紙，老師授學就如作畫。要把這張白
紙畫成一幅美麗的圖畫，還是隨意潑

墨變成可丟棄的廢紙，都在乎老師是
否對學生有沒有真正的關懷、關愛、
關心。負責任的教師絕對不會把單純
的學生引上犯罪的道路。
學校的錯？學校好不好，不一定
是學生成績好，而在於學校的校紀校
風。即使是名校，只要是校風不好，
家長也不敢讓子女入讀。

不能一味想做「老好人」
教育的錯？參與2019年黑暴的
大學生、高中生，恰恰是2014年非
法 「佔中」 時，被誤導走上街頭靜坐
的那幫初中生、小學生。他們長期受
到歪曲的教材、 「黃師」 洗腦，受到
「黃媒」 的所謂 「報道」 影響，導致
思想扭曲，莫名其妙的對國家、對特
區政府產生仇恨，繼而參與黑暴，甚
或是參與恐怖襲擊。而通識教育對培
養年輕人成為罪犯可謂 「功不可
沒」 。境外勢力利用通識教育，歪曲

加強愛國教育 糾正社會歪風
香港菁英會會員、香港青年事務發展基金會理事長 陳文偉

這些日子以來接連發生幾宗看似無
關，但實質在同一背景下產生的事件。其
一，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也是香港回歸24周年的喜慶日子，然而
當晚卻發生 「孤狼式」 恐襲，兇徒在銅鑼
灣行刺警員後自殺身亡；其二，7月5日警
方搗破 「港獨」 組織 「光城者」 的炸彈製
造場所，拘捕9人後再於12日拘捕多5
人，14名被捕者當中有6名是中學生，其
中年齡最少的只有15歲；其三，7月7日
晚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通過 「感激」 七
一刺警案兇徒的議案，繼而引起社會各界
聲討。
三件事件看似無關，但為何香港會出
現 「孤狼式」 恐襲？為何會有6名未成年
的中學生參與策劃在全港多處放置烈性炸
彈的圖謀？為什麼港大學生會評議會能通
過 「感激」 恐襲兇徒的議案？在香港國安
法已然實施的當下，為何仍有人罔顧後果
試圖以激烈的手法 「抗爭」 ？
自黑暴爆發以來，無論是傳媒、社交
媒體都充斥着對政府不同的造謠抹黑，
「黃媒」 處心積慮製造 「爆眼女」 、 「新
屋嶺打死人」 、 「太子站打死人」 等假新
聞，這些謠言到最後雖然真相大白，但黑

暴期間 「黃媒」 渲染抹黑警察的驅趕行
動、所謂 「濫暴濫捕」 等誇張失實的報
道，避重就輕地報道暴徒打、砸、搶、燒
等極端暴力行為。在 「黃媒」 的失實報道
下，再配合外部勢力利用社交媒體蓄意推
動的 「文宣」 攻勢，一些市民就被 「引
導」 到同情、美化、理解、包容暴徒，熱
血衝動的年輕人就更容易被人煽動上街
「抗爭」 ，甚至走上參與恐怖活動的不歸
路。
港大校方近日表示歡迎警方進行調查
及將會調查違規學生後，有評論認為 「學
生既已道歉應以同理心寬待處置」 ，持這
種意見的人很明顯忽視了港大學生會長期
以來挑戰法律的言行。
香港學生受 「激進港獨分離主義」 荼
毒已久，在 「黃媒」 、 「黃師」 等錯誤的
影響下，難以建立系統性的框架正確地認
識國家當今的發展，以至對國家出現誤
解，甚至是敵視的思想。政府與社會各界
必須合作推動愛國主義教育，讓青年人建
立正確客觀的認知，了解到祖國的急速發
展後才會明白到個人的發展也應該搭上國
家發展的快車，建立一套正確的愛國思
想，才是人心回歸的最根本工作。



逐夢新征程 青春正當時
香港華菁會 趙 陽
當香港在中央的全面支持下，一步步
走出2019年 「修例風波」 的陰霾，一步
步贏得與新冠肺炎疫情 「戰鬥」 的勝利；
當香港國安法施行一年、 「愛國者治港」
原則逐步全面準確落實，沒人能夠否認香
港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開啟了新的征
程。作為年輕人，我們準備好了嗎？或
許，你還在猶豫，不知道自己應該做怎樣
的準備；或許，你還在糾結，面對着大灣
區的廣闊天地有一展拳腳的衝動又帶着絲
絲膽怯；甚至，面對各種思想的雜音，你
還在遲疑，還在彷徨……而我想和年輕的
朋友們分享一點思考：逐夢新征程，青春
正當時。
有一句話，經常被人引用：香港好，
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香港，作為
中國的香港，注定是和祖國血脈相連，
「一刻也不能分割」 。置身於這個大局之
下，國家的明天在哪裏，年輕人的夢就應
該在哪裏。換句話說，只有把年輕的夢想
牢牢地築在時代前行的潮頭之上，夢想才
有依託，青年才有希望，民族也才有未
來。
當前，國家已經開啟了 「十四五」 的
新征程，這個新征程，是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基礎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的新征程，一方面要看到，現今的中國比
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
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另一方面，又
必須深刻認識到，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
有之大變局，國家發展的內部條件和外部

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既帶來了一
系列新機遇，也帶來了一系列新挑戰。特
別是，對於香港來說，融入大灣區，堅定
不移地發揮香港所長，在國家發展的新征
程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年輕人就必須
抓住機遇、直面挑戰，在新征程中樹立理
想，放飛夢想。
青春正當時，首先在於立志。個人的
奮鬥，固然是在實現自我的人生價值，但
倘若你看到自己的奮鬥，同中華民族復興
的偉業緊密相連，倘若你看到你的每一點
付出，都在助力於香江的美好改變，你的
內心，會不會湧起更多的自豪與榮光，會
不會激盪起更多的漣漪乃至壯闊波瀾？我
想，你一定會的，因為我們都是炎黃子
孫，我們都是中華兒女，我們都有一個共
同的名字：中國人。我們的青春也因為
「偉大復興」 這一共同的目標而更有意
義！
這兩年，我同很多去過大灣區的香港
年輕人聊天時，他們不約而同地說到：新
時代帶來的是新機遇， 「發揮我們在 『一
國兩制』 下各專業領域及基礎科研的優
勢，與祖國的大市場和產業發展對接互
補，積極投入推動區域經濟發展中，就是
機遇。」 實幹的前提是必須抱持正面開
放、積極向上的態度，抓住機遇，融入祖
國發展大局，實現青春夢想。在競爭激烈
的當下，如果故步自封，不敢踏出自身的
「舒適圈」 ，錯過了機遇，我們可能就會
被時代淘汰，為時晚矣！

歷史，親西反華，宣揚暴力，毒害香
港學生，使他們喪失了最基本的國家
認同和價值判斷，最終參與街頭暴力
活動，成為了外國勢力反中亂港的
「馬前卒」 。
社會的錯？我們的社會對年輕人
太寬容。當然我們是要對年輕人網開
一面，但我們對首惡分子呢？卻也照
樣輕輕放過。校方的寬鬆、社會的縱
容，致使誤入歧途的學生有恃無恐。
以為胡作非為、啥責任也不用負。
任何人都會犯錯，更何況是正在
學習的年輕人。但為了讓我們的子女
不犯錯，好好學習成為對社會有用的
人才，我們就要及時發現錯誤，有勇
氣去糾正錯誤，堵塞住漏洞，該法辦
的法辦，該教育的教育。而不是採取
懷柔政策去做一個老好人。也只有這
樣，才讓我們的新一代明白什麼是真
正的社會責任，而不是成為隱形的恐
怖分子。

▲年輕人參與暴力甚至恐怖活動，不光是學校
或家長的責任，全社會也必須讓年輕人建立正
確價值觀。

人人可上車真是不可能的任務？

就是敢言副主席、城市智庫評論員 許小哲

住房問題一直是香港社會最關心
的民生問題。近期大埔有劏房發生火
災，其實僅今年在旺角、油麻地、深
水埗等唐樓都曾發生過多宗慘劇。此
外高樓價令年輕人難以置業，很多付
得起首付的怕 「成世當房奴」 ，或許
也是近年來年輕人產生怨氣的原因之
一。
毋庸置疑，住房不足、居住條件
惡劣、劏房等問題將對香港的經濟發
展造成障礙，並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經
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解
決香港市民的住房問題是香港提高國
際競爭力的重要要求，也是政府的職
責所在。多年來許多專家學者都在探
討研究如何解決香港的住房問題。
那麼如何實實在在的解決香港的
住房問題，提高香港市民的人均居住
面積呢？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榮譽院士王

春新在其著作《香港新思維》中，就
房屋問題提出了具體可行的對策建
議，指出香港的 「超級滯脹」 已放大
成為社會民生問題，建議用 「新居屋
計劃」 解決房子 「從無到有」 的問
題，再用 「藏地於民」 政策、推動舊
區重建解決 「從有到好」 的需求。從
社會各界的反響來看，這些觀點獲得
廣泛的認同，值得政府機構深入研究
其可行性。
以長遠及整體利益為重，貧富差
距和社會分化將導致香港舉步維艱。
從當前社會實際來看，盡快讓港人
「上車」 ，讓人人居者有其屋，將讓
社會治理更有實效性，將有利於減少
社會怨氣，轉趨穩定，進而推動發
展。比如實施 「雙軌制」 ，一方面啟
動 「新居屋計劃」 ，每年起碼建3萬
居屋，另一方面減少私人樓宇和公屋
的供應，把居屋定價跟家庭收入掛

鈎，讓最少八成或以上香港居民特別
是年輕人買得起樓。而政府可適當地
推出住房保障金融產品或結構化購房
金融產品，應會大大優化市民的家庭
財務狀況和購房資金壓力。此外，還
可以通過填海、變更農地用途、工廈
活化等形式增加土地供應，相信對解
決居住條件不斷惡化、收入分配嚴重
傾斜、經濟增長受到嚴重影響這三大
問題會大有幫助。
香港在經歷了黑暴和疫情接連考
驗後，已充分具備再出發的機會和可
能性。大灣區地域廣闊，國家的政策
紅利和資源一直都毫無保留地在向香
港打開胸懷，倘若港人能用理性和智
慧的格局和長遠發展眼光去衡量社會
問題，團結一致地支持當前的各項改
革治理措施，相信一定可以打破港人
「上車難」 的魔咒，解決房屋問題，
實現香港的穩定繁榮與發展。



港青要識大勢謀大局 貢獻國家大發展
香港菁英會永遠榮譽主席 莊家彬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
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莊
嚴向世界宣告，我們的國家在中國共
產黨的領導下，全面建成了小康社
會，歷史性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
總書記指出，回首過去，展望未
來，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有全
國各族人民的緊密團結，全面建成社
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一定能夠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
能夠實現！
回顧我國兩百年前的歷史，看到
今天的中國欣欣向榮和強大，作為中
華兒女，我感到很自豪。

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 「新時代
的中國青年要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為己任，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
氣、底氣，不負時代，不負韶華，不
負黨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這是國家
給予我們青年人的任務，在邁向下一
個百年目標的征程上，香港青年也一
定會積極參與、絕不缺席。
在過去一段時間，香港社會各界
舉辦多場豐富的慶祝建黨一百周年的
活動，有分享會、有論壇、有展覽等
等，我覺得這些活動是十分必要的，
而且必須一直延續下去，歷史教育，
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故事、新中

國的發展故事應該加強推廣。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不
是一句空泛的口號，只有透過對歷史
的了解和認識，我們才更會深刻領悟
到，今天所擁有的美好生活和發展前
景來之不易，是革命烈士用生命換來
的，香港的繁榮穩定是中國共產黨領
導開創 「一國兩制」 偉大實踐並堅決
落實下才得以延續。
百年歷程，初心不變。未來，我
們希望可以團結到廣大香港青年，讀
歷史、識大勢、立大志、謀大局、做
大事，一齊參與到祖國實現第二個百
年目標的征途上。



解決房屋問題的關鍵何在？
註冊社工、香港菁英會副主席 梁秉堅
房屋供應不足引申各種社會問
題。然而，市民得到合適的居所是基
本生存權，從政者應以此為良好管治
的核心議題。日前立法會首讀及二讀
《2021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
訂）條例草案》（簡稱租管條例），相
信立法的目的，是希望協助有迫切住
屋需要的基層家庭，能夠在短期內改
善生活環境或得到合適的援助。
社會各界早前曾提出研究開發郊
野公園邊陲地帶的建議。而現屆特區
政府則以 「過渡性房屋」 作為針對房
屋問題的政策思路。雖然對房屋政策
的理念不盡相同，但以民為本的方向

是一致，無論是哪種政策均是市民所
需要的。
運房局針對劏房租金問題推動租
管，希望劏房租金可維持在合理水
平，這是一項惠民政策，但亦觸碰到
業主的根本利益和劏房市場經營環
境。
無可否認，一個月入不足1萬5
千元的三人家庭，若非住在公營房屋
的話，一般難以在香港租住一個合適
的單位。就算在本港較偏遠的新界地
域能以6千至7千元的價格租住約350
呎的單位，但日常的交通和相關的生
活成本亦大幅增加，即使有跨區交通

津貼的補助，但交通時間的成本亦無
助減少跨區流動的時間。
筆者認為，在租管這個議題上，
政府需要平衡市場供求，若條例 「太
辣」 的話會影響到劏房業主的信心，
導致供應量大減，那些無奈需租住劏
房的市民又有何容身之所呢？應對上
述房屋相關問題，筆者建議政府應在
建屋（包括過渡性房屋）方面發揮更
積極的的角色，使公私營市場都能以
較均衡的方式發展，並推出優惠政策
讓囤地的空間得到解放，同時做好社
會服務的規劃以協助市民及早適應新
的居住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