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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落實香港國安法後，公然使用暴力的氣焰
難再囂張，但是清除已經滲透社會的縱暴煽仇思
潮仍然任重道遠。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今年 4 月曾表
示，
「凡破壞國家安全的，屬
『硬對抗』
，就依法打
擊；屬
『軟對抗』
，就依法規管。」
事實上，國安法
之下搞
「硬對抗」
顯然已行不通，但社會上仍有一些
隱蔽式的行為，通過媒體、藝術、電影、著作等
方式，對抗新的憲制秩序。學者劉兆佳就形容，
文宣的影響力遠遠大於公開的暴力行為，屬
「軟對
抗」
範疇，政府應一併嚴厲打擊，向公眾宣示捍衛
國家安全的決心，展示
「宜緊不宜寬」
的態度。
引導青少年從小遵紀守法、愛國愛港，除了依
靠法律和制度撥亂反正外，教育界、學校、家長
肩負更大責任。教育局、商經局、康文署等部門
要做好「把關人」，認真審視市面的書本及教
材，家長亦要協助子女選擇正當有益的刊物，切
勿讓包含「糖衣毒藥」的刊物或教材流入校園、
圖書館、書店，繼續誤導港人尤其是青少年、毒
害香港的未來。
攬炒派長期以所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
自由為藉口，掩飾鼓吹、散播違法暴力的言行，
更以此作為抗拒法律約束的擋箭牌。昨日警方的
拘捕行動，有人又質疑會令香港的言論自由、出
版自由空間收窄。其實，任何自由都不能凌駕法
律之上。根據基本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適用於香港，通過香港的法律予以實
施。《公約》明確指出，在維護國家安全、公共
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等情況下，言論自由
和出版自由可受到限制。涉事刊物的內容，扭曲
事實、煽動仇恨暴力、鼓吹違法，警方根據《刑
事 罪 行 條 例 》 第 10 條 作 出 拘 捕 行 動 ， 合 憲 合
法、合情合理，所謂打壓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之
論，根本站不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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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5 名骨幹成員，昨日
因涉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被警方國家安全處拘
捕。利用專業身份、借美觀包裝的刊物，向幼童
灌輸罔顧事實、顛倒黑白的政治謬論，散播仇恨
暴力情緒，給幼童身心健康成長造成重大影響，
這種行為令人髮指。以專業刊物、讀書會等名義
作洗腦式
「軟對抗」
，較之暴力對抗更具危險性和迷
惑性，影響更惡劣，警方當然要堅決執法打擊，政
府更要全面淨化教材、刊物、影音視像作品，清除
思想流毒。遏止發放縱暴煽仇出版物，杜絕向市民
尤其是青少年灌輸歪理仇恨，無關言論自由、出版
自由，而是保護孩子、保護香港未來的合法必要舉
措，絕大多數市民一定認同和支持。
此次涉案刊物，與以往攬炒派誤導市民、荼毒
年輕人的伎倆一脈相承，都是捏造事實、美化暴
力，以達到煽動仇恨國家和特區政府、挑撥兩地
關係的目的。此次涉案出版物更惡毒之處，是針
對 4 歲至 7 歲的幼童，用幼童最易入腦的狼羊鬥
爭故事形容兩地關係，將內地人比喻為「霸佔香
港」
「宰殺港人」的惡狼，將 12 逃犯美化為「保護
家園的英雄」。這種赤裸裸的洗腦文宣，很容易
令幼童信以為真，對國家和內地以及特區政府產
生難以磨滅的恐懼和憎恨，反之對違法暴力的暴
徒充滿好感。幼童從小是非混淆、黑白不分，日
後走火入魔、誤入歧途的風險就更大。
日前警方破獲的「光城者」恐怖組織案，正策劃
恐怖襲擊，犯案者多是未成年的中學生，有未成
年少女更充當金主。這種令人震驚的現象背後，
反映本港撥亂反正、由亂及治之前，攬炒派長期
打着藝術和教育的幌子，對兒童和青少年進行思
想滲透，縱暴煽仇的錯誤思潮，令不少青少年走
上違法暴力的歪路，甚至付出沉重代價，令人痛
心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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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清除思想毒害 保護孩子保護未來

病毒溯源不能屈從政治壓力侮辱科學
世衞秘書長譚德塞近日表示，第二階
段溯源計劃要在中國進行更多調查，研
究重點之一是假設「中國違反實驗室規程
造成病毒洩漏」，對此國家衞健委昨表示
不接受不尊重常識也違背科學的溯源計
劃。世衞第一階段溯源報告早已指出，
新冠病毒由實驗室引入「極不可能」；第
二階段溯源還沒開始就預設立場，搞「有
罪推定」，完全違背甚至侮辱了科學原
則。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學問題，溯源必
須按科學規律進行，任何將溯源政治
化、搞「情報溯源」，只會破壞全球抗疫
合作，讓世衞公信力掃地。
今年年初，世衞組織國際專家組來華
開展病毒溯源工作，中國秉持公開、透
明、科學、合作的原則，全力支持世衞
專家組工作，完全滿足世衞專家參訪的
要求，逐條展示了特別需要關注的原始
數據。3 月 30 日，世衞組織正式發布的
聯合研究報告指，「實驗室洩漏極不可
能」，下一步應「在全球更廣範圍內繼續
尋找可能的早期病例」、「進一步了解冷
鏈及冷凍食品在病毒傳播過程中的作用」
等。日前 55 個國家致函世衞總幹事，明
確反對將溯源問題政治化，表達的正是
按科學原則推進溯源工作的全球共識。
事實上，全球科學家在溯源研究方面
已經有不少新發現。意大利去年一項研
究顯示，當地很可能早在 2019 年 10 月便
已出現感染新冠病毒病例，較中國武漢
2019 年 12 月錄得首宗確診個案更早；世
衞組織今年 2 月要求意荷兩間研究機構
重新檢測其中 29 份樣本，兩家均在其中

3 份樣本內再次發現通常感染新冠後產
生的抗體，不排除新冠病毒當時已在意
大利傳播；巴西、法國等國研究機構亦
發現，2019 年下半年新冠病毒可能已在
本國存在；據美國媒體披露，美國至少
5 個州的新冠病毒感染情況早於美國首
例確診病例報告時間。另一方面，不少
質疑是針對美國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
室，目前已有 500 萬中國網民聯署呼籲
世衞組織對該實驗室展開調查。世衞組
織第二階段溯源工作不重點調查這些新
方向，卻把「中國違反實驗室規程造成
病毒洩漏」的假設當成調查重點，違背
常識、充滿偏見、極度傲慢。
世衞組織的取態，明顯有屈服政治壓
力的跡象。美國為推卸抗疫不力責任，
將疫情「污名化」、病毒「標籤化」，
美國總統拜登早前下令中情局限期拿出
證明所謂中國 「隱瞞」疫情和新冠病毒
「實驗室洩漏」的報告， 企圖把「毒
源」帽子強扣到中國頭上。在此背景
下，世衞組織作為全球最權威的公共衞
生機構，在病毒溯源問題上「忽然轉
軚」，不堅持科學原則、不尊重專家意
見，耐人尋味、令人失望。
病毒肆虐，全球各國難以獨善其身，
抗疫需要全球合作。在病毒溯源問題上不
講科學、操弄政治，不僅損害世衞組織的
公信力，也必然干擾抗疫合作，對全球各
國百害而無一利。世衞組織不應成為任由
強權擺布的政治工具，必須從全人類健康
安全的大局出發，堅持尊重科學，擺脫政
治干擾，對世界人民負責。

教人避刑責書竟納公共圖書館藏
政界：反映機制或存漏洞 康文署：檢視研究有否不良意識
版的《一讀就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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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必須知的法律
常識》早前被各界
狠批涉嫌教導年輕
人逃避刑責。惟香

港文匯報記者翻查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發現，該
書被全港各區公共圖書館及多間流動圖書館納入
館藏，有約 80 本可同時供市民借閱。多位政界人
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該書涉嫌
教年輕人走「法律罅」，損害年輕人的守法觀，
而公共圖書館公然出現相關圖書，反映館藏機制
或存在漏洞，要求署方必須正視。康文署昨日回
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則表示，過去並未收到公眾
投訴有關書籍，但會檢視、研究是否有不良意
識，及是否適合繼續作為圖書館館藏。

網播涉違法資訊 視法律如無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官翁達揚參與出版，以年齡介乎10
歲至 15 歲的少年為對象，教導他
們如何「避開法律陷阱，了解人權
保障」，被各界批評猶如「黑暴秘
笈」，然而現行法例卻無法規管，
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有報道指，之
後翁達揚已向律政司請辭並離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發現，香港
公共圖書館目錄顯示，該書已被全
港各區公共圖書館及多間流動圖書
館納入館藏，包括香港中央圖書
館、油麻地公共圖書館、屯門公共
圖書館、沙田公共圖書館等，有約
80本可同時供市民借閱。

損害年輕人守法意識
經民聯九龍城區議員左滙雄表
示，香港年輕人最需要的是知法、
守法及護法，有關讀物講述法律的
「灰色地帶」，明顯涉嫌教導年輕
人如何逃避刑責，損害守法意識。
若年輕人受誤導下以為犯法可不用
接受法律制裁，因而行差踏錯，面
臨牢獄之災，令前途盡毀，借出讀
物的公共圖書館亦責無旁貸。
他認為康文署有必要審視公共圖
書館選購館藏的機制及指引，將不
良讀物一一移除，並要將涉嫌違法

的讀物轉介執法部門跟進，攜手守
護下一代。
民建聯沙田區議員林港坤表示，
年輕人是社會未來的棟樑，除了要
學習知識，更要培養正確的價值
觀，但有關讀物卻稱要教「孩子」
法律常識，等於是教人逃避刑責，
正常人都會質疑是在鼓吹年輕人違
法。有關讀物今次能在公共圖書館
大規模上架，反映圖書館有關機制
或存在漏洞，康文署必須正視，確
保機制嚴謹。
新民黨執委陳家珮表示，若有關
讀物以法律常識，教年輕人走「法
律罅」逃避刑責，難免令一般市民
質疑是變相煽動年輕人「走精
面」，作出黑暴等挑戰法律的行
為。
她認為，香港經歷修例風波，年
輕人近年的守法意識薄弱，犯罪年
輕化問題嚴重，公共圖書館肩負着
教育重任，康文署應顧及公眾擔
憂，必須提高警惕，慎防不良讀物
大批流入，影響學童心智發展。
康文署昨日回覆查詢時表示，就
《一讀就懂！孩子必須知的法律常
識》一書，康文署過去並未收到公
眾投訴。署方會檢視有關書籍，研
究是否有不良意識，及是否適合繼
續作為圖書館館藏。

香港公共圖書館網站截圖

《一讀就懂！孩子必須知的法
律常識》由律政司前檢控

攬炒「工會」抹黑警執法 政界批倒果為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其他攬炒派
組織為「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的涉嫌違法
行為護航，抹黑執法行動，聲稱警方是次執法
行動是政府「以言入罪」「敲響了藝術創作自
由的喪鐘」云云。多名政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攬炒派散播歪理，利用
所謂「自由」為藉口，倒果為因，掩飾犯罪本
質，並狠批該工會本身就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
的政治組織，要求警方依法執法，確保下一代
在不受荼毒的環境中成長。
在警方對「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採取
執法行動後，「職工盟」在 facebook 發帖，
為該工會辯護，聲稱警方的行動反映特區政
府「以言入罪的程度一再升級」，「意圖打
擊工會活動的自由」，更稱案件敲響了「藝
術創作自由的喪鐘」云云。
童裝店 Chickeeduck 老闆周小龍則在 facebook 上載「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有關繪
本的動畫版本，稱「卡通片都傷害到你哋嘅
玻璃心……香港人經過呢一件咁荒謬嘅事大
家都唔應該再有恐懼」。在「連登」討論
區，亦有人上載了涉事繪本的連結，公然散
播煽動仇恨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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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這些攬炒
派中人在社交平台上傳播涉嫌違法的資訊，
是公然視法律為無物，並批評攬炒派經常使
用不同的「自由」作為開脫的理由，然而自
由是有底線的，現在有關的工會很明顯涉嫌
觸犯了法律的底線，以故事書形式宣揚反政
府思想，散播扭曲的價值觀，根本與所謂

「藝術自由」無關，更何況該工會本身就是
一個以專業偽裝的政治組織。
她提醒社會各界要警惕，不能讓小朋友接
觸這些讀本，而公共圖書館及學校圖書館都
要檢視是否存在這些壞作品，盡早防範。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批評，有關工會
本身就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政治組織，包
庇暴徒和反中亂港分子，更利用自己的專業
博取市民的信任。今次警方的執法是必須
的，並希望警方加強執法，迅速將這些書籍
下架和適時申請禁制令，不要讓這些組織渲
染小朋友對法治的精神，而政府應加大力度
堵塞這些法律漏洞，全方位地保護小朋友不
被荒謬思想污染地成長。
「青研香港」召集人陳志豪表示，這些攬
炒派在警方進行執法行動後仍然公開為工會
辯護，更繼續傳播涉嫌違法的影片和刊物，
明顯是在對抗法律，是危害國安的幫兇之
一，應該受到社會的譴責。
他批評，攬炒派不斷以所謂「藝術」和「教
育」形式對兒童和年輕人進行思想滲透，有關
工會的書籍明顯在政治「洗腦」，灌輸他們分
裂社會和反政府的思想，扭曲藝術的本質，才
是將藝術政治化的元兇，所謂香港國安法「打
壓」和「以言入罪」，更是無稽之談。
他狠批攬炒派為了選票，在修例風波前後
成立多個本質是政治組織的偽工會，「香港
言語治療師總工會」亦是其中之一，市民應
該小心警惕這類工會。同時，維護國家安全
是整個香港特區的責任，因此呼籲市民看到
坊間有這些違法刊物時，應盡快向執法部門
舉報。

教界促政府出版社嚴把關護孩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荼毒下一代的不僅有別有用心的攬
炒派，還有不負責任的家長。「香
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早前舉辦所
謂「《羊村守衛者》親子讀書
會」，不少家長帶同小朋友參加認
識所謂「本土文化」「守護羊村
（香港）」，而早前更有家長帶同
子女參與「悼念」恐怖襲擊者。有
教育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批評攬炒派用心險惡、部分家
長更不負責任。小朋友是一張白
紙，容易受到各種思想的影響，要
求特區政府和出版社嚴格把關，不
再讓任何一個孩子被荼毒。
新界校長會副主席、荃灣商會朱
昌幼稚園創校校長林翠玲形容，小
朋友像一張白紙，很容易被影響。
小朋友會在幼兒班或學校接觸到許
多如狼、羊、豬、虎、農場等等的
素材，會很容易認同這些素材，而

通常羊代表正面形象，狼則是負面
形象，因此被包裝成兒童讀物的
《羊村十二勇士》、《羊村守衛
者》等，很容易向小朋友灌輸不利
於他們健康心理的思想。
她續說，小朋友較成人對繪本更
容易入腦，因為繪本被包裝得「可
愛」，而影視版更是特別容易吸引
小朋友注意力，從而令他們學到書
中帶來的價值觀。
她批評部分家長屢把一些錯誤思
想灌輸給小朋友，把歪理變成所謂
「真理」，嚴重影響小朋友成長，
並要求教育局及出版社嚴格把關。
香港女教師協會主席周蘿茜表
示，家長是小朋友的第一個老師，
家長的身教會對小朋友的成長有深
遠的影響。父母在自己都不一定了
解事實全部的前提下，就安排子女
盲目地跟隨自己，向他們灌輸極端
思想，是一個非常錯誤的行為。

她強調，家長應先教小朋友認識
自己，然後認識家庭，認識社會，
過早讓子女接觸這些複雜社會問題
無異於拔苗助長，過早催熟，不利
於子女的成長。
教聯會理事丁江浩批評，「香港
言語治療師總工會」以專業團體的
名義，把煽動仇恨、美化犯罪行為
的不良政治主張，包裝成兒童讀物
荼毒分辨是非能力不足的學童，涉
嫌利用言語治療師的專業身份，騙
取學校、家長及孩童的信任，做法
極其不道德，明顯違反專業操守。
他強調，全社會包括學校及有
關政府部門，都應該正本清源，
避免與這些失德的言語治療師合
作，並譴責此等毒害下一代的行
為，而家長更要提高警惕，一旦
發現子女接觸任何「毒」讀物，
應第一時間直接向校方或家長教
師會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