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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罵娘老師」林慧思闖入警方封鎖線辱罵警員的惡

行，激起社會憤怒。特首梁振英落區時再度開腔力挺

警隊，表明不能夠讓社會上少數人利用、濫用警隊執

法時候的忍讓態度，強調一定要維護警隊的權威和尊

嚴。事實上，警隊執法忍讓克制，但並不代表軟弱可

欺，利用警方的容忍肆意衝擊警權，實際就是衝擊本

港的法治，絕對不能姑息縱容。林慧思以極粗鄙語言

罵娘辱警證據確鑿，當局應追究其刑責，捍衛警隊尊

嚴。香港是法治社會，不論任何人都不能因為政治訴

求而肆意衝擊法治，不能容許暴力狙擊特首和官員落

區接觸市民的活動。警方對於違法者必須依法懲處，

維護法治。

香港警隊是一支優秀的紀律部隊，訓練有素，作風

優良，在面對愈趨激進的示威衝擊時，都能保持冷靜

克制，堅持公平公正執法，向來受到社會各界的稱

道。然而，近年激進反對派人士衝擊警方、挑戰警權

的現象卻有日益惡化趨勢，示威者視癱瘓交通要道、

衝撞警察防線甚至辱罵挑釁警員如家常便飯，對前線

警員造成沉重的心理壓力。根據美國法例，如嫌犯的

動作令警察有理由相信是要進行襲擊，警察可以使用

適當武力制止，必要時包括開槍，有關的個案屢見不

鮮。比較而言，本港警員一直以專業、忍辱負重的態

度，不偏不倚的處理各種示威衝擊，包容與忍耐絕對

屬於世界前列。

然而，警員的克制卻被一些激進反對派人士視為軟

弱，令衝擊警權的行為變本加厲。近日全城關注的小

學教師林慧思辱警罵娘事件，不但暴露其公德師德有

虧，更反映激進反對派人士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一個女教師竟然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闖入警方的封鎖

線，對執勤警員粗口罵娘，這既是對警員的人身侮

辱，也是對警權的嚴重挑戰。其行為涉嫌在公眾地方

行為不檢，以及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有網上片段

及大批市民作證，不可抵賴。當局必須嚴正追究林慧

思違法行為，讓她為一己的惡行承擔責任，也令激進

人士知道辱警並非沒有成本。同時，林慧思身為教

師，其行為已經違反了教育工作者專業守則，教育部

門也應跟進調查。

香港市民擁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任何人都有表達自

己意見的權利，但前提是不能損害他人的權利和自

由，更不能觸犯法例。然而，激進反對派人士卻以表

達訴求為由，屢屢衝擊社會的法治秩序，甚至連特首

與官員落區接觸市民，也成為他們狙擊的對象。特首

昨日到天水圍時，就面對一些激進人士的干擾和搗

亂，意圖妨礙官員和民眾之間的直接溝通，社民連副

主席吳文遠更涉嫌向特首座駕投擲物件。對於暴力衝

擊特首落區的行為，警方必須嚴正執法，對違法人士

不論背景一律繩之以法，以維護本港的法治基石，保

障市民大眾的利益。 (相關新聞刊A1、A3版)

調查發現，本港 房高溫難耐，住戶

飽受煎熬。特首梁振英落區出席論壇時

亦表示，對 房問題最感頭痛。 房居

住環境惡劣，酷熱天氣下更嚴重影響市

民健康。由於 房戶沒有獨立電錶，未

能受惠於政府的電費補貼，政府應通過

扶貧委員會成立專項基金，或透過關愛

基金向 房戶派發補貼，減少 房住戶

在炎熱夏天的痛苦。解決 房問題的最

終途徑是增加土地供應，社會各界理應

支持特區政府拓展土地，不要再製造干

擾，拖慢興建公屋進程，以協助 房住

戶早日脫離苦境。

房環境惡劣。近日「酷熱天氣警告」

持續，狹窄 房有如「人肉蒸籠」。在這

樣惡劣的環境居住，住戶夜不能寐，小朋

友難以集中精神學習。但是， 房住戶收

入微薄，若長期開空調，電費開支必然令

他們百上加斤，因此，即使明知生活在高

溫下不利健康，也寧願少開冷氣節省支

出。 房住戶的苦楚，實在令人心酸，需

要社會施以援手。過去數年政府提供電費

津貼、豁免差餉等利民措施， 房業主非

但無相應減輕住戶負擔，反而變相加收電

費剝削住戶。政府亦應把 房業主濫收電

費的問題納入監管，防範弱勢社群受到不

公平、不合理的對待。

房林立與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形象並

不相稱。新一屆特區政府一再強調，解決

房屋問題是施政的重中之重。特首梁振英

多次表示，十分關注 房居民居住條件及

相關問題，經常為 房、籠屋問題愁得睡

不 覺，並指出要完全解決 房，始終都

是土地供應問題。毫無疑問，增加資助房

屋的供應，是今天特區政府解決 房問題

的主要策略，以紓解基層市民包括 房居

民住屋需要。

特區政府要建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

士，首先要解決土地供應問題，這需要立

法會、區議會乃至社會各界理解支持政府

拓展土地的方案。本來對增加公屋大有裨

益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因為受到重重阻

力，至今舉步維艱，不利加快改善基層市

民居住環境的步伐。加快基層上樓得到主

流民意支持，社會各界應該與特區政府共

同努力，克服困難，盡快興建、落成更多

公屋，讓 房住戶早日顯歡顏。

(相關新聞刊A2版)

維護警隊尊嚴 追究「罵娘」辱警 幫房戶解暑脫苦境

區議員批衝擊落區阻官聽民意
促警嚴正執法 不容暴力打壓不同意見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上任初
期「落區」出席地區論壇後，行政長官梁振
英昨日再次到天水圍出席地區論壇，又再遇
到有示威者搗亂秩序。他昨晚亦發表再次落
區的最新網誌，透露自己事先向警務處說
好：「我絕不會因為有人故意破壞秩序而不
參加大型地區活動，我也絕對不會因為現場
出現任何破壞秩序行為歸咎警方。」並再次
重申，標榜民主和自由的人不應該妨礙民眾
和官員的直接交流。

「今天秩序比以往幾次好」

梁振英將於本月和下個月舉行3場落區和
市民直接交流的活動，並率先於昨天下午在
天水圍舉行了第一場，參加的市民有幾百
人，先後有17人發言或提問。梁振英昨晚發
表題為「再次落區」的最新網誌，坦言每次
他參加大型的地區活動，總有人示威，有人
搗亂，總要勞動大批警務處的同事維持秩
序，「今天會場的秩序比以往的幾次好」。
對於再次「落區」，梁振英認為，在競選

前後，他一直十分重視和各地區市民的直接
對話，小範圍的有行人路上的路人、小商店
的老闆或茶餐廳的清潔工，較大範圍的有各
地區和各行業的交流會。不過，「相比起
來，我還是覺得地區會面最能集中和有系統
地聆聽『民間智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對於「粗口老師」林慧思辱
警，一班民建聯成員昨早到灣仔警察總部門外，聲援警方
執法，並要求有關人士向警員道歉，又高叫「反粗口、撐
警隊」及「支持警員公正執法，要求侮辱警員人士道歉」
的口號。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蔣麗芸指出，若有市
民對警員的執法工作感到不滿，現時有很多機制讓他們投
訴，絕對不應干預及阻礙警隊執法。

蔣麗芸：辱罵打擊警士氣

蔣麗芸指，本港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皆因背後
有優秀的警隊；斥責辱罵警員、阻礙警方執法的行為不正
常，亦會打擊警方士氣。她又謂，警員執行任務時，亦要
同時應對市民，呼籲市民大眾不應阻礙警方的執法行動。
對於退休前休假的警司劉達強，早前出席支持警方執法集
會引起爭議，蔣麗芸認為，警方應檢討守則，清晰界定警
員可以參與甚麼類型活動。

民建聯副主席彭長緯認為，市民及警方都應互相尊重，
而民建聯支部過往一直都與警民保持聯繫，看不到警民關
係有惡化的情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市民、警方都
可反省一下；如果大家都能退一步檢討過往工作，會對下
次處理事件時有幫助。」

市民：完全接受唔到辱警

市民梁先生對今次辱警事件「完全接受唔到」，他指出，
每一名警員都是為社會服務，作為一名市民，不應阻礙警
方執法，反而應該支持他們的執法工作。他認為，如果警
方有做錯的地方，應該去監警會投訴。

關先生指出，市民有權利遊行、示威，但絕對不能作出
辱警行為。他相信，今次事件明顯是反對派人士針對警
隊，又要求該名人士向警方道歉，「身為一名教師，如果
她的學生模仿她以粗口辱罵她，不知她有何反應？」

賴先生亦指出，任何人侮辱警員都不應該，道德標準更
高的老師去侮辱警員，便更有問題，「為人師表，其身不
正，何以正人？」他指出，本港是一個可以容納示威、遊
行、抗議的社會，有些人卻使用過激的手法，令警方不能
不依例執法，「其實警民關係也不是很差，只是有些別有
用心人士渲染出來，目的是搞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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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人破壞法紀 警發聲明表遺憾

民建聯促「罵娘師」向警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警方昨晚發表聲明，估計昨
日有500人出席場外的公眾集會，指大部分集會人士均守法及
有秩序地表達意見，只有少數人士發生爭執而涉嫌使用暴力
襲擊他人，對於有少數人士作出不負責任及破壞法紀行為表
示遺憾。
警方重申，尊重市民表達意見、言論及集會的自由，並一

直根據香港法律，以公平、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態度處理所有
公眾集會、遊行及示威活動。現場指揮官因應現場環境及情
況，在保障公共安全和秩序的前提下，已適當調配人手及作
出最佳安排，以便有關人士可以表達訴求。

2警執勤受傷 公平公正處理

警方在聲明中強調，警務人員就昨日的突發事件，已按當
時情況採取果斷的相應行動，並公平公正處理事件，當中有2
名警務人員在執勤時受傷。關於有人投訴遭暴力對待等事
件，警方表示，他們非常重視該等襲擊案件，並已適時採取
果斷行動，共拘捕4人，交由新界北總區重案組跟進。對於事
件，警方在聲明中呼籲，請任何目擊人士提供相關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昨
日再次落區出席地區論壇，會前已有多個團體
在場外示威。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在梁振英離
開時，涉嫌向梁振英座駕投擲物件，遭警方鎖
上手銬拘捕。而警方早在前晚已在會場外及馬
路旁架起重重鐵馬，在論壇進行期間，亦在會
場門外分隔支持及反對梁振英示威人士，不過
雙方不斷隔空互相指罵，其間支持及反對梁振
英的示威者多次發生衝突，雙方均有人聲稱遭
打傷及遭人用水潑濕。

共拘4人 1人涉襲警

元朗警區副指揮官陳樂榮在論壇完結後約半小
時後交代情況，表示活動期間秩序大致良好，除
門外發生零碎事件，活動是順利完結。他表示，
在論壇完結前，高峰時有500人示威，警方採取
適當警力維持秩序，並因應場外事件，警方已開
始作調查，一共拘捕4名年介35歲至71歲中國男

子，其中一人涉普通襲擊、一人涉襲警、兩人涉
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當中一人是向梁振英的車投
擲物件的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
在論壇開始前，警方早於前晚在會場設置多

重鐵馬，部署比以往舉行的地區論壇更嚴密。
梁振英抵達會場前，場外已有兩批示威者被鐵
馬分隔，一邊有民建聯及新社聯的成員，另一
邊則是「人民力量」、社民連及工黨等反對派，
雙方曾互相對罵，其間有「人民力量」成員在
場灑溪錢，有不齒其行為者就手持香燭向陳偉
業鞠躬。不過，梁振英抵達時並沒有選擇有示
威者聚集的正門進入會場，而直接乘車從後門
入場。
另外，屏山鄉事委員會主席曾樹和亦有到

場，並表示支持梁振英，他表示作為聖人亦會
有錯，不能每每高叫「倒梁」。被問到在場一批
人士大部分戴上口罩，曾樹和指他們都患有感
冒，而他們是自發到場支持梁振英。

陳學鋒：打壓異見無所不用其極

中西區區議會副主席陳學鋒批評，現時反對派有極端化的情況，包括對官員「落區」
或支持警方嚴正執法論壇等活動，都採取排他的方式，「除了他們(反對派)的聲音外，就
容不下其他的聲音，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地打壓其他的不同聲音」。他強調，香港是文明社
會，絕對不應出現阻礙別人發表意見或聽取意見的權利。
就警方執法問題，陳學鋒認為，警方在維持示威等活動秩序時考慮較以往多了，對示

威或表達意見的人士過於縱容，令到現時出現不少反對派示威人士不斷挑戰警方底線的
情況，「是時候要嚴正執法，依照法律賦予的權力，維持社會秩序」。

陳勇：有人只想破壞落區活動

北區區議員陳勇表示，官員落區接觸市民，是值得鼓勵的，而且是應多落區，與不同
的市民多接觸。在落區的過程中，若有人不是為了表達意見，只是想破壞落區活動，甚
至阻撓官員聽取民意，是不符合民主精神的。大家要表達意見都應在理性和合理的環境
內進行，亦要尊重其他人表達意見的權利。
陳勇批評，反對派人士的衝擊做法，不但對官員落區有不好的影響，對社會秩序亦是

很大的衝擊，是大家都不願意見到的，「任何人破壞社會秩序，我們都堅決支持警方依
法執法，維護社會秩序」。

姚國威：降低官員市民接觸機會

元朗區議員姚國威認為，官員落區與不同地區的市民接觸，了解當區的情況，是職責
所在，亦有助提升政府施政。雖然在現時的政治環境下，官員落區時遇到一些衝突場面
是預計之中，但這些衝擊，一方面直接導致警方要派出大量人手在現場維持秩序，同時
亦影響有意參與這些落區論壇的市民參與。
姚國威續說，原本官員落區可以很簡單，可以直接入到社區內與街坊接觸，但現在為

了避免這些衝突場面出現，當局要加強保安安排，要用較正式的論壇形式，反而降低了
官員與市民接觸的機會。他並表明支持警方依法執法，警方在安排這些落區活動時有一
定的角色，亦有法例賦予維護社會秩序的權力，「一旦有人要破壞社會秩序，警方應嚴
正執法」。

洪錦鉉：衝擊有預謀 風氣不可取

觀塘區議員洪錦鉉批評，這些衝擊是有預謀的，目的只是為了影響官員落區接觸市
民，必須予以譴責，形容這種破壞社會秩序的風氣絕不可取。許多街坊都希望官員多到
社區接觸，親身感受民情，但反對派人士不斷在官員落區時做出衝擊行動，只會影響官
員落區的次數和接觸到普羅市民的機會，「雖然只是小撮人所為，但卻已經嚴重阻礙官
員落區的工作」。
洪錦鉉亦支持警方應公正執法，指香港是一法治社會，警方是依照法例賦予的權力，

依法維持社會秩序，有任何人企圖要用違法或破壞社會秩序的方式去表達意見，警方都
應嚴正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再度到天水圍落區，出

席論壇聽取民意，但遇到激進反對派在會前會後的多次衝擊。多位不同地

區的區議員均狠批，這些衝擊行為是要阻礙官員落區聽取不同市民意見的

機會，是打壓不同意見的人士，並指官員多落區聽取市民意見是值得鼓

勵，對改善政府施政有幫助。他們認同，警方應對這些破壞社會秩序的衝

擊行為依法執法，「一旦有人要破壞社會秩序，警方應嚴正執法」。

■民建聯成員昨早到灣仔警察總部門外，聲援警方依法執法，並要求有

關人士向警員道歉。 彭子文 攝

■警員介入以防暴力事件升級。 莫雪芝 攝

■賴先生指出，任何

人 侮 辱 警 員 都 不 應

該，老師去侮辱警員

更有問題。彭子文 攝

■關先生認為，市民

有權利遊行、示威，

但絕對不能作出辱警

行為。 彭子文 攝

■吳文遠涉向特首座駕投

擲物件，被警方拘捕。

劉國權 攝

行為不該 不能辱警

社民連吳文遠襲特首座駕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