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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擋暴民硬食抹黑 輔警夠硬淨
肉身作高牆只求護民 默默力挺正規伙記

灣仔人謝警堅守職責

前線：士氣不跌反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佔中」聲稱和平進行

卻換來暴力場面，不論是正規警員還是輔警，為保護「佔

中」人士不惜「硬食」暴民衝擊，充分體現警隊維持治安

的決心。在旺角衝突最嚴重的一夜，一班輔警在現場以肉

身作高牆，硬擋在反「佔中」者前，只希望「佔中」者不

會受到傷害；但事後卻換來部分人士及網民的不斷抹黑，

身兼兩職還要肩負養家重任的輔警所受壓力不言而喻，幸

得家人朋友支持，才能秉持心中理念，為紓緩正規警員壓

力默默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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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任職實險室經理的鄺伊徽
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

他平日來回兩地工作，可留在家的
時間本身少之又少，但他心中抱
一個信念，一個放棄享受天倫樂亦
要履行的信念。「加入輔警已有16
年，為的就是『維持治安』。」鄺
伊徽平日放假就會回港擔任輔警工
作，幸好家人支持，沒有給予他額
外壓力，才得以安心執勤。

劍拔弩張 靠人牆分隔
鄺伊徽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
憶述10月3日當天，作為旺角區
指揮官的他，接報帶領一班輔警
到集會現場接替巡邏工作，以便
正規同事稍作休息及調出金鐘進
行防守性工作。「一到埗我就心
知不妙！」原來當時旺角已充斥
逾百名反「佔中」示威者，以完
全包圍數十名「佔中」者之勢，
在帳篷外互相對峙，部分反「佔
中」者更不時衝擊帳篷及企圖拆
去路障，雙方拳來腳往下情況甚
為混亂，「為免再發生衝突，已
即時開咪勸喻『佔中』人士走，
但他們堅持留守。」
危險的情況一發不可收拾，鄺伊
徽與同行輔警為保護「佔中」者的
安全，即時甘願以肉身作高牆，硬
擋在反「佔中」者前，只希望「佔
中」者能爭取空間盡快離開現場。
「我們一班輔警有如三文治一般，
夾在雙方中間，當雙方距離愈來愈
近，甚至開始有人掟水瓶，反『佔
中』人士又不停向警方推進，要保
護『佔中』人士好辛苦。」但鄺伊

徽及同行輔警沒有退縮，為了背後
市民的安全，他召來一輛警車駛至
人群中間，將「佔中」人士安全帶
離。
在資源及人手均缺乏的情況下，

即使上級早已預視衝突情況，不斷
從各區調來支援，但始終遠水難以
救近火，鄺伊徽及輔警同事在幾近
失控的情況下，只能靠聯繫彼此弱
小的力量，堅守陣地在人群中保護
「佔中」者，直至下一批正規同事
前來接更，才能稍為離開現場重整
旗鼓。

警依法辦事 幸獲友體諒
「佔中」負面影響無遠弗屆，

上至經濟發展下至中小學停課，
無一不令港人頭痛，鄺伊徽表
示，「不論何時，作為輔警都可
在執勤中尋找新意義。」他認為
其實「佔中」本質上與平日處理
爆竊及交通等問題無異，因警方
都是依法辦事，「但作為輔警，
可以紓緩正規同事的壓力。」
對於作為輔警會否感到壓力，尤

其面對網民盲目抹黑，鄺伊徽坦言
壓力一定有。鄺伊徽指輔警當值十
多小時，雖然警方有向前線警員派
水，但因現場混亂不是人人獲發，
反問「水都無得飲啖，畀係你，
壓力大唔大？」患難中見真情，鄺
伊徽的朋友知他作為輔警，對社會
必有抱負，閒談間只會風花雪月不
談政治，他笑言「自己亦盡量避免
插嘴，只講生活小事，否則隨時被
『unfriend』」。笑聲中盡顯友情
可貴。

警方執法備受質疑，有輔警認為不是選擇
性執法，而是「警員也是人，只得一雙眼」，
有時沒有執法只因一時看漏，慨嘆「睇唔到無
辦法做」。但輔警為回饋正規同事信賴，即使
加更工作，無法休息甚至面對無盡謾罵，亦要

盡心服務市民，體現「正輔合一」的精神。

旺角空間不足 難「放彈出椒」
儘管旺角「佔中」現場的暴力程度遠超金鐘，
但警方始終沒有動用催淚彈及胡椒噴霧等「低程
度武力」。旺角區輔警指揮官鄺伊徽認為，現場
指揮官自有其判斷。由於空間不足，加上有大批
反「佔中」人士在場，一旦發射催淚彈，隨時波
及有關示威人士及在場警員，而不使用胡椒噴霧
的理由亦相同，否則隨時引發更大規模的衝突。

「警員也是人，只得一雙眼」
對於外界批評警方選擇性執法，鄺伊徽義正嚴詞

指「警方不會選擇性執法，見到一定會做！」鄺伊徽
認為「警員與市民一樣都是人，只得一雙眼」，有時
沒有執法，是因看不到，到察覺後有關人士可能已逃
之夭夭，警員所能做的就是專注於面前的情況，慨嘆
「睇唔到無辦法做」，臉上盡顯無奈之情。

老差骨讚正輔互助互補
而平日作為郵差走遍港九新界的吳瑞傑，在綠

色制服下除了是一名星斗市民，原來亦是一名灣
仔分區輔警警長。「差齡」已有22年的吳瑞傑，
更已經稱得上是一名「老差骨」，經驗老到不特
止，對輔警的身份認同原來亦有一番獨特見解。
「以往『正輔合一』只是流於口號化，但經過
『佔中』事件，今次正式體驗到正規警員與輔警
如何互助互補，為維持治安共同付出。」
9月28日當日，在灣仔分區工作的吳瑞傑，正正

位處警察總部的最前線，「因為情況危急，當日早
更同事不能收工，要繼續支援正規警員。」「其實
正規同事非常信賴輔警，因一旦受到集會人士衝
突，要執行的警務工作沒有分別。」由於同處前
線，吳瑞傑與一眾輔警同事，當中不論是大學生還
是新入職人士，面對難關時都一致團結。

「佔中」促輔警更決心投警
至於現時仍就讀於浸會大學中國研究三年級的李沛盈，則隸

屬中環區軍裝巡邏小隊，同樣於9月28日當日當值，雖然衝突
埸面未有蔓延至中環，但仍要時刻保持警戒，甚至要上全副
裝備，坦言不論情況如何惡劣，都會迎難而上。吳瑞傑與李沛
盈均認為，作為輔警，目的旨在服務市民，經過今次一役，反
而更有決心投身警隊工作。而即使要加更工作，即使無法休
息，甚至要面對無盡的謾罵，輔警仍然永不言休。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兆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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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輔警被揭參與「佔中」而被警隊要
求停職。事件一出，外界估計難免影響輔
警士氣，但原來對前線輔警而言，士氣不
跌反升。「每個人都有自己立場，輔警一
入職就已表明要政治中立」，輔警旺角區
指揮官鄺伊徽認為該名輔警決定參與「佔
中」，完全是他的個人決定，對此不會特
別評論，「有人話會影響士氣，我就覺得
士氣無受影響，所有同事都係政治中
立。」

灣仔分區輔警警長吳瑞傑則指「同事士
氣高昂咗」，壓力反而來自交通堵塞，因
上下班再沒有巴士小巴，只能單靠港鐵出
入，「幸好同事夠專業，能夠準時上下
班。」笑言即使工作量增加，要「辛苦少
少」徒步由告士打道步行上班，但士氣高

昂彌補了工作困難，為輔警同事感驕傲之
情滿溢。另外，隸屬中環區軍裝巡邏小隊
的李沛盈亦指不會有「unfriend」的情
況，反而朋友間會為輔警工作加油，「大
家都好理性。」

巡邏遇小妹妹 喜獲飛吻
輔警與正規警員相同，都是希望為市民

服務，理應受到尊重。「雖然有負面批
評，但亦有正面回應。」吳瑞傑認為只要
跟從指引，就執法有理，「試過巡邏時有
一家大細，有小妹妹畀飛吻
我。」認為即使面對壓力，
只要能得到市民的認同及支
持 ， 再 辛 苦 都 是 值 得 。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兆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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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警所受壓力不言而喻，幸得家人朋友支持，才能秉持心中理念，為紓緩正規警員壓
力默默耕耘。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兆東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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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僑界社團聯
會昨日到警察總部贈送食品物資、花及慰問信，
向嚴正維護香港法紀的香港警察致敬。會長余國
春表示，連日來警方緊守岡位，盡忠職守、不辭
勞苦，更要面對示威者的指摘、推撞、醜化，仍
表現出專業克制，希望致以慰問，為警方打氣。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25名成員昨日到位於灣仔
的警察總部贈送食品物資、花及慰問信，支持警
方依法維護公共秩序，並向受傷的警員、政府總
部人員及保安人員致敬。警察總部警署警長關志
能在門外接過慰問信，並與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成
員握手，表達謝意。

余國春讚警專業克制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兼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
表示，「佔中」示威者違法霸佔道路，癱瘓交
通，對市民日常生活及商業營運的影響愈趨嚴
重；警方連日來緊守崗位，依法執法，有力維護
香港社會的穩定，向辛苦多日的警方表達敬意，
感謝他們不辭勞苦維護香港社會秩序，相信警方
有能力維持治安，恢復社會和平穩定。
余國春又表示，警員面對示威者的指摘、醜

化、推撞、甚至是暴力對待，仍表現出專業克
制，質素之高，實令香港市民為之驕傲，又對警

員受到心靈及身體上的傷害，寄予無限同情及關
懷，堅定支持警方嚴正執法，為警方鼓勁打氣。

僑聯赴警總贈禮撐「阿Sir」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昨前往灣仔警察總部表達對香港警察執法的
支持和慰問。

香港島各界挺警
■中西區各界協會會長李應生昨率中西區各界人士
及香港中華總商會中西區聯絡處代表，一同前往中
區警署向警方致送慰問卡及生果籃，表達全力支持
警方維護香港法治。

中西區各界挺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
香港潮商互助社眾首長，昨日到
西區警署向警員致以慰問，包括
致送心意卡及果籃。 理事長陳賢
豪表示，強烈譴責任何違反法律
及破壞民生的暴力行為，盼望
「佔中」早日完結，使香港的一
切盡快恢復正常。

陳賢豪：警不眠不休克己盡責
陳賢豪指，「佔中」違法活動已
進入第十一日，警隊於「佔中」發
起後不眠不休，克己盡責，努力不

懈維護香港社會秩序，保護市民，該
社將繼續支持警方嚴正執法，維護香
港法治和社會秩序。
他續指，該會認同市民在合法下自由
表達意見，「佔中」行動衝擊香港法治
的核心價值，將香港社會嚴重撕裂，造
成港人兩極分化和對立，影響香港的國
際形象，影響數百萬市民的日常生活，
破壞香港人努力維護的繁榮安定。
出席慰問活動首長尚包括︰該會副理

事長孫志文、孫淑強，常務理事林本
雄、陳正松，理事黃廣順、劉福光、黃
美珍、曾松江、余新文和楊遜姎。

潮商互助社贈暖慰警

■■潮商互助社西區警署慰問潮商互助社西區警署慰問。。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佔中」集會持續多天，
示威者仍然堵塞多條主要幹
道，令不少警員日以繼夜工
作。灣仔區滅罪委員會、灣仔
區議員及地區人士共約40人，
昨日到灣仔警察總部探望前線
警員，又送上3,000支飲品及6
箱生果，鼓勵並支持警員執
法。
委員會主席李誠權表示，為
鼓勵前線警員士氣，以及感謝
警員過去近兩星期堅守職責，
委員會更送上感謝及表揚信，
由灣仔警區總警司吳山河代表接收。他又
指，香港能成為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有

賴本港專業、高質素及包容力極高的警
隊。

■灣仔區滅罪委員會、灣仔區議員及地區人士共約40
人，昨日到灣仔警察總部探望前線警員。 文森 攝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昨日到警察總部向嚴正維護香港法紀的香港警察致敬。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