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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師」辱警「納粹」激民憤
各界斥偏激煽仇 誤人子弟 枉為人師

指參與聚會即支持「濫刑」
經常標榜其「通識教師」身份、原邱
兆麟的博客「庫斯克」近日發表評論文
章，無憑無據地指控2月22日晚警察聚
會事件的參與者是在支持濫用私刑，
「這場集會其實反映了一個很令人不安
的想法——就是他們認為七警這樣濫用
私刑是情有可原的。」
未有掌握現場情況、只憑以訛傳訛稱

當晚有「數千名」聚會人士的他，又上
綱上線的影射聚會人士猶如納粹德軍，
企圖混淆視聽將兩者掛鈎，把香港警察
誣衊成「沒有什麼良心的譴責，也不覺
得自己有錯」的屠殺者。
他在另一篇文章繼續將自己的幻想當
作警察的行為，更胡亂指控，質疑在
「佔中」時「有人打算下命令開槍鎮
壓」，稱「如果真是那樣的話，恐怕執
行命令的警察將會背上千古罵名」。

葉一知網上大放厥詞誣警
另一自稱「頂尖通識名師」的博客兼

補習社教師葉一知，近日也在個人face-
book網站大放厥詞，聲言當晚聚會的警
員「係納粹黨衛軍」，更多番以「黑
警」、「警渣」等字眼辱警，又斷章取
義將當晚聚會上個別警員演繹自己遭示
威者粗言辱罵的情況無限放大，指稱在
場者為「三萬個剩（淨）係識講粗口嘅
警察」，借此散發仇警情緒。

張民炳：偏頗言論違師德
以「通識教師」及多個網絡平台博

客的身份，製造立場偏離事實的煽動
性輿論，難免讓大眾擔心教壞學子。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在接
受本報訪問時直指，如此偏頗言論並
不符真正通識教師的身份，「通識科

的原意在於讓學生多角度思考，教師
的工作猶如法官，陳述事實引導陪審
團思考各方觀點，最後才作結論」，
但涉事者身為人師卻公開發表如斯偏
激言論，企圖給予大眾一個「絕對答
案」，這點似乎是與通識的原意相互
違背。

奚炳松：主觀片面失公平
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奚炳松表

示，教導通識科理應引導學生正面、持
平、多角度的思考問題，而不是如這些
「通識名師」般作出單一的主觀陳述，
尤其通識科目常會涉及政治題目，假如
老師經常公開發表強烈的主觀意見，難
免令人擔心其對不同立場的評分決定，

導致不公平情況發生。
他坦言，類似的情況絕非單一事件，

過往就曾有不少大學講師發表過強烈的
政治言行，情況很不理想，呼籲教育工
作者應好好檢視現況。

何君堯：只講立場不談道理
當晚有出席聚會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強調，當晚在場人士僅是抒發對於案件
判刑過重的不滿，及支持同僚上訴，期
間並無所謂「支持警員濫用私刑」的意
思，故絕不贊同這些所謂「通識名師」
的評論。他強調，社會對教師有很高期
望，而為人師表理應公正，「只講立場
不談道理」並非一名稱職教師所為，隨
時會誤人子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

風）警察員佐級協會、香港警務

督察協會等四個警察協會組織，

日前舉行閉門特別會員大會，表

達了對七名警員判刑過重的不滿

及支持同僚上訴，現役警員、退

休警員及家屬等近4萬人出席。

有所謂「通識教師」借題發揮，

空憑自我想像就抹黑當晚在場人

士都是「支持濫用私刑」，更將

他們醜化成「屠殺猶太人的納粹

德軍」。各界擔心，為人師表者

言行偏激，以立場行先，偏離事

實煽動仇恨，可能會誤人子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周三警察內
部大會，因個別警員一句不太恰當的比喻，
被反對派議員炒作成「令香港蒙羞」，借機
抹黑警隊。民建聯副主席、新社聯理事長陳
勇昨日批評反對派雙重標準，對「青年新
政」游蕙禎及梁頌恆在立法會公然侮辱華人
視若無睹，如今卻放大警察失言，是意圖轉
移視線，「等其他人忘記他們是『佔中』的
罪魁禍首！」多名周三晚出席大會的立法會
議員，也齊聲譴責反對派扭曲真相、誇大事
端，挑撥警民關係。

協會對會員冒犯言論感遺憾
在日前警察大會上，因為一名警員形容自
己被「佔中」圍攻時的心情猶如被德國納粹
圍攻的猶太人，結果引發以色列和德國領事
館的不滿。昨日一些反對派議員和偏激政團
藉此大肆攻擊警隊，大批「網民」上警隊網
站辱罵警員，有反對派「作家」借此在立場
偏激媒體上稱事件「引起公憤」云云。

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昨日發表聲明
澄清事件：「就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在
2017年2月22日的不對外公開的代表及會員
大會上，有會員的發言令任何國家或民族感
受到冒犯，這絕非協會會議的目的、意圖和
立場，協會表示非常難過及遺憾。」

陳勇：圖開脫「佔中」罪責
陳勇表示，反對派將警員自比猶太人的言

論無限上綱上線，藉此煽動其他市民的情
緒，以轉移視線，為自己開脫「佔中」罪
責。他讚揚當晚警察集會秩序良好，表現首
屈一指。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當晚自己

在場，當時該警員只是形容自己被圍攻的感
受，讓參與者了解警隊承受的壓力和冤氣，
絕非要揭起其他民族的傷痛回憶，並無絲毫
惡意。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表示，該警察只是在內部
會議上吐苦水，形容當時的情況，並沒針對任

何人，大家都明白他們的真正意思。反對派將
事情扭曲加以炒作，他們才真正令香港蒙羞。

梁美芬：抹黑警隊別有用心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反對派硬

要抹黑警隊，只為自身政治目的。當晚警員
所舉的一個例子不恰當，也只是一名普通市
民在內部會議發生的一件小事。香港現最重
要的是化解對立，而非去人為的擴大矛盾。
她呼籲這些炒作者別沾沾自喜，他們身為港
人損害香港利益的所作所為，才是國際的笑
柄。
就民陣聲稱考慮將七一遊行也當成「會員
大會」拒絕申請警察「不反對通知書」，儼
如「搬龍門」，混淆視聽。何君堯表示，民
陣硬將遊行當「會員大會」，完全「打橫來
講」，只能以身試法。立法會議員容海恩亦
表示，如此炒作只會加劇警民分化，打擊香
港法治，不應再持續下去。民陣若真的把遊
行當「會員大會」，只是在以身試法。

反對派炒作激化對立遭譴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已
去信特首，爭取就侮辱公職人員
罪行立法。政府人員協會主席孫
名峯昨日以「彰顯公義 體現法
治」為題發表聲明，要求政府就
侮辱公職人員罪立法，維護公職
人員的權益及應有的尊嚴。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近日已正式
致函特首梁振英，要求特區政府
訂立「侮辱公職人員罪」，並正
式邀請政府相關部門首長盡快會
面討論相關事項。

孫名峯指近年公僕常受辱
孫名峯在聲明中指，公職人員以
服務市民為本，盼望得到廣大市民
的支持和尊重，惟近年前線人員執
勤時受到不合理對待，甚至侮辱及
嚴重打擊士氣，特別是在違法「佔

中」期間，香港警隊盡職盡責維護
社會正常秩序，面對示威者多次衝
擊及挑釁，依然表現專業及克制，
受到市民支持及讚賞。
是次七名警員被判囚兩年，他

指社會各界對量刑有欠公道表示
不滿，認為法庭體現法治精神的
同時，應該彰顯公義，並呼籲會
員捐助受違法「佔中」影響的警
察及其家屬。

望遏止肆意挑釁警員風氣
葛珮帆在致特首的信中表示，不

少警務人員以及家屬向自己反映，近
年來激進示威者對警員的挑釁或侮辱
行為不斷升級，在妨礙執法的同時，
更影響社會風氣，令市民大眾誤以為
警員是可肆意挑釁或侮辱。除大型示
威活動，以至日常執勤如抄牌，甚至
進行救援工作時，都有警員被挑釁或

侮辱的情況出現。
她續指，除警員外，自己亦留意

到其他前線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亦
會被挑釁或侮辱。因此，政府應參
考法國、新加坡及澳門等國家及地
區有關侮辱公職人員的法例，訂立
相關罪行，扭轉目前激進示威者對
公職人員惡意挑釁或侮辱的情況，
減少不必要的衝突，維護公職人員
的尊嚴及士氣，並重建香港互相尊
重、理性包容的社會風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
創會會長譚惠珠，在本周
三的警務人員聚會上表示
會成立公眾募捐平台，協
助在違法「佔中」因執行
職務而惹上官非的警務人
員渡過經濟難關。譚惠珠
昨日去信協會主席陳祖
光，指基金全名為「敬言
仁基金有限公司」，將於
下月1日正式運作，經會計師通知，現已可接受支
票捐款。
譚惠珠在信中指，自己與協會名譽會長梁智鴻及

數位社會熱心人士組成了一個基金，基金的收入及
使用最後將有獨立的審計報告，餘款全數撥入香港
警察福利基金，基金公司的董事全是義務工作。信
件又附上支票可寄往的地址，指是幫忙收集及記錄
善款的會計師事務所辦公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曾多次策
動暴力示威，一直仇警的「熱血公民」，其
主席鄭松泰繼續「追殺」涉及曾健超案而被
重囚的七名警員。他在昨日立法會內務委員
會上動議在下周三大會上出急切口頭質詢，
要求警方交代會否追回七警在停職期間獲發
的薪津，及其長俸安排。多名建制派議員指
警隊有既定機制處理，更批評鄭松泰逢警必
反，落井下石。有關動議最終在35票反
對，11票贊成下以大比數被否決。

提追討七警薪俸長俸
鄭松泰昨日在內會上發言稱，七名警員在停職期間

仍獲支薪，連同他們的長俸安排，涉及巨額公帑，在
以「大眾利益」前提下，公眾有權知悉事件，故動議
提出緊急質詢，要求警方交代會否向七名警員追回薪
俸，及有關的長俸安排，更聲言觸犯法例的警員倘獲
「例外處理」，會令公務員、特別是紀律部隊內部
「撕裂」云云。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批評，鄭松泰一再在立法會發表

仇警言論，是在針對紀律部隊。民建聯議員陳恒鑌批
評，鄭松泰的動議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並質疑對
方倘真的關心公帑，就應該支持追討「青症雙邪」梁
頌恆及游蕙禎拖欠立法會的薪酬及津貼，而非向警員
落井下石。

建制派斥「落井下石」
民建聯議員劉國勳強調，無論是公務員或警隊，當

局都有行之有效的機制，去處理薪酬和長俸的問題。
自由黨議員邵家輝也指，警方有既定機制處理薪俸問
題，並強調涉事警員的家人已經受到很大壓力，鄭松
泰的動議不符情理，是向七名警員落井下石，並警告
他「他朝君體也相同」。
鄭松泰的動議最終以11票贊成，35票反對而被否

決。他聲稱這是意料中事，又稱會考慮就此在立法會
大會上提出口頭質詢。

「通識教師」言論摘錄
●「庫斯克」

妄自「代表」3萬多名聚會人士：
「警察支持同袍，看似十分正常，可是再想深一
層，這場集會其實反映了一個很令人不安的想
法——就是他們認為七警這樣濫用私刑是情有可
原的。」

影射參與者為納粹屠殺者：
「納粹德國投降之後，很多曾經參與集中營屠殺
的軍人在庭上作供時，對於自己的罪行沒有太大
反省，他們只是覺得自己在執行命令，沒有什麼
良心的譴責，也不覺得自己有錯。

2月22日晚，這數千名出來支持七警的警察，他
們心裡在想什麼呢？是不是也覺得七警沒有
錯？」

將個人幻想當成對警察的指控：
「現在是廿一世紀，層（屠）殺似乎離我們很遠，
但是2014年9月28日晚（註：「佔中」啟動前
夕），醫院醫護人員接報可能要接收大量傷者。那
一晚是不是有人打算下命令開槍鎮壓佔領運動？如
果真是那樣的話，恐怕執行命令的警察將會背上千
古罵名，那不是『執行命令而已』。」

●「葉一知」

稱聚會警察為納粹黨衛軍：
「你睇吓侮辱猶太人單嘢，自己明明係納粹黨衛
軍就當係猶太人！」

斷章取義兼扭曲聚會上有警察以粗言演繹被辱罵
的情景：
「我驚嗰三萬個剩（淨）係識講粗口嘅警察唔識
英文……我驚你哋的文化水平仍然無法正常理
解，我再用你們水平的語言講一次：
『X你老母，將咁慘嘅猶太人同你班犯法唔認嘅X
街相比，完全係戇XX！』」

■資料來源：「庫斯克」網誌、「葉一知」fb

葛珮帆函特首促訂「辱公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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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惠珠募捐平台下周運作

■四個警察協會日前舉行閉門特別會員大會，表達對七名警員判刑過重的不滿及支持同僚上訴，竟遭所謂「通識教師」誣衊
為「納粹德軍」，激起各界憤慨。 資料圖片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昨日捐出月薪共
95,180元予支援七警家人的「自由黨關懷
基金」。

■葛珮帆

■譚惠珠

■梁美芬

■陳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