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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弔唁明總 送別消防英雄
梁振英張建宗林鄭月娥等到場致敬 總部學院下半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杜法

祖）消防總隊目邱少明在馬鞍山吊手岩

拯救行山友時墮崖英勇殉職，他生前駐

守的田心消防局昨開放給公眾弔唁，不

少市民到場獻花。行政長官梁振英、政

務司司長張建宗，以及兩名特首候選人

林鄭月娥與曾俊華，亦有在弔唁冊上留

言。消防處總部、消防及救護學院均下

半旗致哀，邱的遺孀及家屬到殮房認屍

時神情哀傷，5個消防工會發出聯合聲

明，向邱致以最崇高敬意，並盡力提供

協助，包括發起捐款，以助其家屬度過

艱難時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身為社
工的曾健超被裁定襲警及拒捕罪成判監
5星期，社工註冊局將於下月19日開會
時，討論設立獨立委員會跟進調查，再
根據結果決定是否取消其社工資格。
「『保普選 反佔中』簽左（咗）名揮
手區！」發起網上聯署行動，要求律政
司向法院上訴，加重曾健超的刑期，及
起訴曾健超《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
罪》及《非法集結罪》，並要求社工註
冊局永遠註銷其社工資格。
聯署信指出，曾健超在「佔中」的非
法集會期間蓄意向警員淋潑液體，事後
更拒捕，被裁定一項襲警及兩項拒捕罪
成立，判刑卻只有入獄5星期。他們指
出，根據香港法例第二一二章《侵害人
身罪條例》 第三十六（b）條，任何人
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
的任何警務人員，可處監禁2年。
他們認為，曾健超襲擊警員屬於蓄意

挑釁，更阻撓警方正常執法，法院卻只
判他入獄5星期，實在是量刑過輕，未
能發揮任何阻嚇作用，並會打擊前線警
務人員士氣。
聯署信並質疑，曾健超當日不只觸犯

襲警和拒捕罪，還涉嫌觸犯多條罪行。
律政司事後只以襲警及拒捕罪起訴曾健
超，有「選擇性執法」之嫌。
他們指，根據《公安條例》 第十七

（a）條：「任何人在為某事情而召開的
公眾聚集中作出擾亂秩序行為，或煽惑

他人作出此種行為，以阻止處理該事
情」，即屬觸犯《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
行為罪》；同時，根據《公安條例》第
十八（a）條：「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
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
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
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
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
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
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

倡永遠註銷曾健超註冊社工
聯署信又引用《社會工作者註冊條

例》 第二十五（1）（e）（ii）條，註
冊社會工作者若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
定觸犯任何可判處監禁的罪行，便屬作
出違紀行為。他們認為，曾健超作為註
冊社工，蓄意挑釁及襲擊正常執行職務
之警務人員，犯罪性質非常惡劣，嚴重
破壞香港社工專業的聲譽。
有鑒於此，他們向律政司和社會工作

者註冊局提出3項訴求：一，律政司應
向法院提出上訴，要求法院增加曾健超
的刑期，以起阻嚇作用；二、律政司應
起訴曾健超觸犯《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
行為罪》及《非法集結罪》；三、社會
工作者註冊局應立即成立紀律委員會，
就曾健超違紀問題展開紀律聆訊，並根
據《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 第三十
（1）（a）條，命令註冊主任將曾健超
在該紀錄冊內的姓名永遠註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
翔）連日來，香港各界撐警
行動不斷。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陳恒鑌、荃灣區議會副主
席黃偉傑、新社聯副會長陶
桂英等團體代表，昨日與荃
灣各界民眾約 150 人，將
5,500個荃灣居民撐警簽名致
送荃灣警署，並大唱愛國歌
曲。荃灣各界協會主席陳世
光表示，這次持續一周的荃
灣「撐警隊、求公道」大簽
名，由荃灣27個團體共同發
起，市民反應踴躍，反映荃灣民眾齊心撐警，
希望警隊能堅決執法保障市民。
主辦方表示，過去數年，由於「港獨」
「自決派」故意挑撥社會矛盾，鼓吹「抗爭無
底線」、以暴力宣洩不滿，並公然透過網上平
台傳授滋事時如何逃避刑責的「秘訣」，導致
社會政治暴力行動不斷升級。
他們批評，非法「佔中」、旺角暴亂等嚴
重違法事件，對市民的人身安全及公私財產構
成威脅，破壞社會的穩定繁榮，令市民怨聲載
道。「港獨」及「自決派」更肆意散佈仇警言
論及思想，鼓動滋事分子阻礙、侮辱，甚至攻
擊執法人員，藉機抹黑及破壞警隊形象，導致
警方一方面要維持社會秩序，保障公眾安全，
另一方面需面對滋事分子的公然挑戰及挑釁，
大幅增加前線警員的執法壓力及難度。
團體代表指出，是次簽名運動的目的，正是
向警方及持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士發出呼聲，顯

示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均支持前線警務人員有
尊嚴地執法，並反對任何挑戰警方執法權力，
破壞社會安寧，逃避刑事責任的滋事分子。

陳恒鑌：支持警隊堅決執法
陳恒鑌強調，正由於警隊盡忠職守，香港
才能保持安寧，現在卻遇到不必要的挑釁和無
理攻擊。市民支持警隊堅決執法，所以簽名活
動一呼百應。相信警隊未來還會有很多挑戰，
我們相信警方會秉承專業水準，有能力應對一
切無理挑釁、堅決執法。
黃偉傑表示，在遭受不公指責後，警隊得
到香港各界廣泛支持。荃灣區一周之內有
5,500多市民簽名撐警，證明荃灣居民支持香
港警察、支持香港法治的訴求。近來一些對警
隊的惡意挑釁，對警隊很不公平，令他們承受
不必要的壓力。「我們來就是要為警隊打打
氣，讓警隊知道，市民支持你們！」

5500荃灣居民簽名挺警隊 不滿曾健超刑期輕 市民聯署促上訴

邱少明生前駐守的田心消防局，為悼念他捨
己救人的英勇行為，昨晨7時開始開放給

巿民前往弔唁，局內設置獻花區及弔唁冊，放置
寫有「永遠懷念消防總隊目 邱少明」的紙匾。
全天不斷有消防同袍及市民到弔唁區致祭獻花，
並在弔唁冊上留言。尖沙咀的消防處總部大樓及
百勝角消防及救護學院，亦下半旗致哀。

梁振英：政府市民向你致敬
昨早11時半，行政長官梁振英、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保安局局長黎棟國等到達田心消防局弔
唁並留言，梁振英寫上「代表特區市民和政府向
你致敬」字句，張建宗則寫上「浩氣長存、英勇
可嘉」字句。
其後，梁振英與消防處處長李建日及10多名
消防員握手作出慰問，停留10多分鐘後離去。
至下午1時許及4時半，兩名特首候選人林鄭月
娥及曾俊華亦先後到田心消防局簽弔唁冊，向殉
職的邱少明表達敬意，及向其同袍作出慰問。
除一眾高官及同袍外，不少市民亦專誠到來弔
唁，紛紛留言「真英雄，一路好走，永遠懷
念」、「永遠懷念邱隊長勇敢行為」及「明哥，
一路好走，勇敢戰士」等。帶同3歲兒子到場悼
念的市民陳太表示，「希望孩子以消防員為榮，
佢哋無私無畏，教曉孩子識得感謝幫過佢嘅
人」，又呼籲喜歡行山的市民要量力而為。

消防處：爭取永葬浩園
消防處處長李建日表示，處方已成立治喪委員
會協助處理邱少明的後事，包括發出內部募捐指
引，5個消防工會正與邱的遺孀商討，消防處會
與公務員事務局緊密配合，跟進所有支援工作。
他指社會廣泛認同邱少明的英勇表現、無私無我
精神，處方會搜集資料給政府考慮，爭取永久安
葬浩園。
李建日續稱，邱少明事發時的裝備完全適合山
野搶救工作，包括有頭盔、鞋、夜間照明工具及
拯救安全繩索等，並不時做出即場的風險評估，
惟現場山路崎嶇險要，加上當時大霧潮濕，搜救
工作艱巨，希望各界明白救援人員會面對不同危
險，消防處已成立小組調查事件。他強調消防員
均充滿使命感，救災扶危的信念一直都在他們心
中，所有消防員會繼續堅守崗位，服務市民。

消防處福利組對外宣佈，為殉
職消防總隊目邱少明設公眾捐
款，欲捐款市民請在捐款支票簽
發抬頭填上「劉靜瑜」或「LAU
LELEN」，並將支票寄往或親身
遞交消防處福利組（地址：九龍
尖沙咀東部，康莊道一號，消防

處總部大廈11樓，消防處福利組，經
辦人：易國雄），請捐款者在支票背
面寫上捐款者姓名、聯絡電話及回郵
地址，福利組將在完成手續後寄回收
據。
另外，消防主任協會、消防處救護

主任協會、消防處職工總會、消防處
救護員會及消防控制組職員會共5個
工會，發文沉重哀悼邱少明，對邱少

明在執行攀山救援行動中英勇殉職，
表示非常痛心及惋惜，向他的專業情
操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工會對於邱少
明的遺屬及其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
問，並會盡力為其提供一切協助，度
過這極度艱難的時刻。
此外香港海關6個工會昨亦聯署去

信消防處處長李建日，對邱少明在執
行職務期間英勇殉職深感難過和惋
惜，並請處方向邱少明家屬轉達海關
人員深切的慰問。慰問信對消防處所
有同袍致以崇高的敬意，指在這次搜
救過程中，各消防人員在惡劣的環境
中通宵搜索失蹤人士，盡忠職守、服
務市民，這份無私奉獻的精神令人肅
然起敬。 ■記者 文森

消防處職工會總會主席聶元風表
示，與邱相識七八年，他工作認真、
不苟言笑，為人積極、上進，工餘時
間又不斷進修，早已取得北京大學體
育系學位、又是一名空手道教練，更
是消防單車隊的骨幹成員，體能極
佳。聶續指，邱早前曾透露準備考消

防主任，且以他的資歷亦足以擔任消防教
官，惟他比較喜愛前線工作，與同袍分享
前線遇到的困難及經驗。他勸喻市民行山
前要量力而為及注意天氣，不希望再有行
山人士及拯救人員再出意外及受傷。
1987年在消防訓練學校認識邱少明、

曾同駐守田心消防局的李先生坦言，「意
外係無可避免，要時刻保持警覺，呢個就
係我哋嘅職業。」他形容邱體能極好，做

事認真嚴格，在火場撲火時亦相當照顧後
輩，去年參與淘大迷你倉四級火撲救時，
邱亦曾提醒同袍要多加小心。七八年前駐
守小瀝源消防局時認識邱少明的另一名劉
姓消防員表示，意外令他痛失一位好前
輩。他稱讚邱做事非常認真、小心和謹
慎，且會將所有經驗和知識傳授後輩，後
輩偶有錯失，亦會主動提點。
另一名曾駐守田心消防局與邱共事的

張姓消防員亦形容邱生前「好好人，好肯
教下屬」，他指今次事件無關裝備及訓練
問題「係意外，無人想，兩位市民都唔
想」。期望邱妻盡快渡過難關。張又指市
民行山做運動是好事，但亦要事前計劃好
路線及有充足準備，量力而為。

■記者 杜法祖

公眾捐款設立 工會紛致哀 做事認真體能佳 提點後輩不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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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總隊目邱少明英勇殉
職，其遺孀及家屬，昨晨10
時許在消防處福利組人員及
數名同袍陪同下到達沙田富
山殮房認屍，其間各人神情
哀傷，眼泛淚光，逗留約1
小時後黯然離去。至下午3

時許，邱的妻子、6歲兒子、母
親、哥哥及約50多名消防同袍，
齊到馬鞍山郊野公園，在遙向吊
手岩的位置進行路祭。
路祭期間，現場彌漫一片愁雲

慘霧，道士設置好祭壇，擺放香
燭、冥鏹等祭品後進行招魂儀
式，邱的6歲兒子在祭壇前雙手
合十默站，一度輕聲問母親「爸
爸去咗邊？」令人鼻酸。另有長
輩鞠躬時亦禁不住哭起來，一眾
同袍雙眼通紅，眼泛淚光，多人
更忍不住低頭飲泣。至道士灑米
後，吹響號角，遺孀及兒子邊鞠
躬邊呼喊，年幼的兒子更喊道
「爸爸返嚟啊」，場面沉重哀
傷。 ■記者 杜法祖

6歲兒路祭：「爸爸去咗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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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普選 反佔中』簽左（咗）名揮
手區！」發起網上聯署行動，要求律政司
向法院上訴，加重曾健超的刑期，並要求
社工註冊局永遠註銷其社工資格。

■■特首與田心消防局的特首與田心消防局的
消防員握手並慰問消防員握手並慰問。。

■■邱少明遺孀及兒子在路祭時呼喊邱少明遺孀及兒子在路祭時呼喊「「爸爸爸爸
返嚟啦返嚟啦」。」。

■■邱少明的家屬及同袍齊到馬鞍山郊野公園路祭邱少明的家屬及同袍齊到馬鞍山郊野公園路祭。。

■■警署代表接受撐警署代表接受撐
警簽名警簽名。。 殷翔殷翔 攝攝

3月23日(第17/034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3月25日

頭獎：-
二獎：-
三獎：$76,600 （72注中）
多寶：$16,272,889

5 14 17 33 41 47 16

■■梁特首率高官鞠躬致祭梁特首率高官鞠躬致祭。。

■林鄭月娥到
田心消防局弔
唁及慰問。

■梁特首
在弔唁冊
上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