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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萬澳門同胞簽名 感謝駐軍抗風救災

警隊榮辱與共 力求精進創新
特首引習主席金句勉重操守「一哥」：嚴辦害群之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
8月，強颱風「天鴿」正面襲擊澳門，
對澳門同胞生命財產安全和正常生活秩
序造成嚴重破壞。經澳門特區政府請示
和中央政府批准，解放軍駐澳部隊首次

協助特區政府救災。為感謝駐軍，澳門
特區政府、澳門中聯辦和澳門社團與民
眾代表等20餘人，前日帶同15萬餘名
澳門同胞的祝福與感謝，來到解放軍駐
澳門部隊氹仔營區，向駐澳部隊贈送了

17本精美簽名冊。
「天鴿」襲澳，解放軍駐澳部隊千名

官兵深入重災區協助居民清理街道垃圾
與障礙物，獲澳人高度讚揚。澳門人澳
門情文化藝術協會其後發起簽名，感謝
中央政府對澳門同胞的關愛。是次簽名
活動得到澳門市民的大力支持。截至11
月10日，簽署感謝信名冊人數共計15
萬多。

市民自發簽名寫感謝信
澳門中聯辦宣傳文化部副部長級助理

邵彬、民政總署代表錢偉玉及協會會長
朱美桃、理事長羅兆等多位負責人聯同
多名師生，前日到氹仔駐澳部隊軍營致
送簽名冊，感謝駐澳部隊的辛勞。

駐澳部隊政治部主任竇國傑代表駐軍
接受感謝信和簽名冊，並表示要珍藏這
份沉甸甸的珍貴禮物，珍視澳門同胞的
真情愛戴，為維護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作
出新的更大貢獻。
「祖國是我們的偉大母親，解放軍子

弟兵是我們血濃於水的好兄弟。」來到
氹仔營區的澳門人澳門情文化藝術協會
會長朱美桃坦言。
「颱風過後，很多澳門同胞常跟我

說，要感謝解放軍。後來我們協會就商
議牽個頭，去各災區、學校、店舖、社
團、菜市場等地方收集簽名和感謝信。
在組織簽名活動中，每一次我都很想
哭，來簽名的人說：我們沒辦法每個人
都來看解放軍，務必把我們的簽名和感

謝信交給他們。」

學生踴躍參與 做手工致謝
澳門嶺南中學校長助理黃苑芳表示，

學校的中學、小學、幼兒園學生都參加
了簽名活動，得知簽名是獻給解放軍
的，大家都一筆一劃簽得特別認真，特
別是幼兒園的小朋友在老師指導下，還
做了心形手工送給解放軍。
許多家長聽學生講後，在送學生來校

時也主動提出要簽名，衷心地想感謝解
放軍。
在贈送儀式結束後，所有嘉賓一同觀

看了駐澳部隊製作的協助救災專題片
《風雨同舟 守望相助》，並參觀駐澳
部隊軍史館。

林鄭月娥在致辭中讚揚警隊在維持香港
法治、廉潔和治安，以至本港經濟發

展有重大的貢獻。去年，香港的罪案率是過
去44年來的新低，是所有紀律部隊上下齊
心、努力維護香港治安的成果。

讚團隊專業 笑言「勿怕要求多」
她續說，每一支優秀的警隊都需要與時
並進、精益求精，讚揚警隊多年來不斷求創
新、求突破、精益求精，如就科技罪行方
面，警隊率先留意到科技罪行將會蔓延和普
及而建立團隊處理網上罪行。隨着全球恐怖
主義的蔓延，警隊亦在短期內成立工作隊
伍，確保香港能夠維持作為全球最安全的城
市之一。
林鄭月娥強調，對警隊的要求是相對嚴
格，希望人員都能夠做到關懷、聆聽和行
動，又提出了對於其他同事要求一定可以創
新，可以互動和可以協作。她笑言「可能大
家會覺得這位行政長官要求實在太多」，但
指警隊的宗旨正正就是「服務為本、精益求
精」，因此認為要求對人員是吻合的。
她在致辭末段引用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
來港期間，對今屆特區政府的勉勵說話中的

八個字，「一榮皆榮，一損俱損」，指這個
要求特別適用於警隊，並強調對於一支3萬
人的警隊，是不可以容忍有一個人損害警隊
的名聲，所以希望結業的每一人都記在心
中，每個人的行為及說話，都直接影響到警
隊的名聲，她希望警隊每一位同事都能齊心
一致，繼續維護這支精益求精的紀律部隊。

盧偉聰：違規者「一個都嫌多」
盧偉聰在典禮後被問到林鄭月娥引用習

近平主席的八個字，是否關注警隊誠信管理
出現問題時表示，相信對方「唔係咁嘅意
思」。他強調警隊是高度專業，否則罪案率
不會屢創新低，而任何大型機構都有機會出
現害群之馬，但他強調「一個都嫌多」，一
旦出現害群之馬，警隊必會嚴肅跟進。
就早前有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報案，舉報

有反對派議員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
條例》，盧偉聰指，案件現交由中區雜項調
查組跟進，暫列作求警協助案，有需要會向
律政司尋求意見。
就有中西區區議會補選候選人報案指海

報遭破壞，他強調警方會跟進調查，而今日
的補選會視乎情況部署警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警隊昨日在警察學院舉行結業會操，40

名見習督察及176名學警分別完成36及27個星期訓練結業，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出席典禮檢閱結業警員及致辭。她讚揚警隊多年來不斷求創新，並

多次提及對警隊有高要求，並引用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特區政府官員說的

「一榮皆榮，一損俱損」八個字，強調每個人員的行為及說話都直接影響

警隊，不可以容忍有人損害警隊名聲。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強調，一旦出現

害群之馬，警隊必會嚴肅跟進。

昨日的警隊結業會操
有40名見習督察及176

名警員結業，其中獲得薛富盃、銀笛及警務
處處長學業成績優異證書的警員朱廸勤表
示，從小已立志成為警察，冀可設身處地幫
助市民，並指電影《警察故事》等有關警隊
的電影及電視劇中，警員奮不顧身的正義感
與無私奉獻精神令他矢志要投考警隊。
朱廸勤2015年完成副學士的心理學課程

後任兼職售貨員，警員為他首份全職職
業，而自己讀心理學有助他和別人溝通。
就近年有部分市民對警隊有負面印象，他
相信是市民對警察角色有誤解，自己會按
照法例和指引工作，如若執勤時遇到不滿

警隊的人會以平常心解釋其職責，相信對
方會明白，並強調警察雖擁有執法權力，
若犯法亦應受到法律的制裁。

印裔警冀成同鄉榜樣
見習督察陳柱熹雖有印度血統，但在香

港土生土長。他認為少數族裔在本港經常
被標籤，而每年回到印度都常聽聞當地發
生強姦案，因此希望成為警察阻止罪案發
生的同時，更希望成為同族的榜樣，及消
除市民對少數族裔的誤解。
陳柱熹希望有機會加入「CID」進行刑

事偵查。他認為工作是警隊的核心，加上
自己又愛看劇集《CSI》，因此嚮往刑偵的

專業。未來，他也希望在公共關係科工
作，認為打好警民關係十分重要，希望到
社區分享及講解警察工作。

抱病上陣 見習女督察暈倒
另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典禮致辭期

間，榮獲施禮榮盾及榮譽警棍的見習督察
曾耀瑩突然身體不適及暈倒，一度堅持參
與餘下典禮程序，及後在其他人員攙扶下
離場休息，最後需由救護車送院治療。
曾耀瑩服務警隊11年，晉升見習督察前

為駐守北角分區之警長。據悉，曾耀瑩曾
在警察學院任體能教官，平日體能狀態良
好，惟前天已感身體不適，服藥後抱病參
加會操，其間不幸暈倒而引致下巴受傷，
經送院治療後並無大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禮傑

立志當差幫市民 新丁講理唔怕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消防處昨舉行周
年晚宴，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致辭時，憶述年內
發生的港鐵尖沙咀站縱火、荃灣圓玄學院發生有
人自投化寶爐的不幸事件，以至「天鴿」襲港期
間引發的災情，消防處充分履行「救災扶危，為
民解困」這個莊嚴的使命，未來或許會面對更多
未知的挑戰，他深信所有消防處同事定能一如既
往，精誠團結，繼續謹守崗位，迎難而上，不負
市民厚望，務使香港成為更安全的城市。
張建宗在致辭中，回顧了今年多宗重大事故，包
括今年2月港鐵尖沙咀站發生縱火事件，消防、救
護及調派的人員應變迅速，充分發揮專業精神，令

事故中所有嚴重傷者迅速送院治理，避免造成更多
傷亡；今年9月，荃灣圓玄學院發生自投化寶爐的
不幸事件，3名英勇救人的消防同事奮身跳入化寶
爐拯救正在求救的傷者，他們無私、英勇救人、無
懼無畏的精神，都令他深受感動。
他並提到今年8月超強颱風「天鴿」襲港期

間，發生多宗塌樹和山泥傾瀉事故，低窪地區又
出現多處水浸情況，不少市民受傷或被困，都是
全靠消防員的專業和堅毅，為市民解困。另一個
颱風「帕卡」其後襲港，消防處派員冒着風雨登
山搜索，並在山崖通宵陪伴兩位待救者，「你們
的英勇善行和專業操守，深受廣大市民的讚揚，

而我亦十分欣賞消防處人員的忘我無私、堅毅不
屈的氣魄。」
張建宗又提到，消防處在救援和監管方面運用
創新思維，如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的海底隧道工程
需要採用香港首次應用的鑽挖技術。
為保障工程人員的安全，消防處協助有關當局
制定監管規例，亦為工程人員擬訂應急預案，並
積極研發專用的救援裝備，為消防處潛水組人員
提供特殊訓練，成立了全球首支「潛水特救隊」
等等。
消防處處長李建日、周年晚宴籌委會主席陳兆
君等出席了晚宴。

列舉消防功績 張建宗勉續迎難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有沒有想過從樓
梯亦能看出香港歷史及文學事跡？中上環舊區有5
條樓梯，包括九如坊、善慶街、城皇街、樓梯街及
水池巷，細細道出本港昔日報業及印刷業，延伸至
香港文學的有趣故事。
其中，樓梯街是一級歷史建築，有不少文學及電
影在此取靈感及拍攝，向前走的基督教青年會會所
更是本港革新思想的發源地，與樓梯街旁邊文武廟
的傳統宗教信仰成強烈對比下，足見本港中西融合
的有趣之處。

「光華印務」埋首字海半世紀
中上環近年被開發為深度遊的「先頭部隊」，昨
日有團體舉辦「足．印」樓梯文化導賞團，由文化
企業「活現香港」創辦人陳智遠作導遊，近30人
在中上環舊區穿越一條又一條具歷史、文學故事的
樓梯及街道，尋找昔日報業及印刷業興旺的事跡，
最後到達家庭式活字印刷店「光華印務」，在字海
裡細味逾半個世紀的文字文化。

陳智遠表示，當年英國人來港島時，覺得香港很
難開發，斜路又多，故建立不少平台方便行走，及
後慢慢變成樓梯，故中上環地區有很多樓梯，如上
環九如坊的樓梯就連接鴨巴甸街及歌賦街。

歌賦街首個華人報社舊址

在歌賦街，可以找到本港首份華人主理的報紙
《循環日報》舊址，其代表當時本港的文人辦報、
革新思潮興起及報業百花齊放之始，而當時《循環
日報》發行網除了珠三角地區外，還有日本、新加
坡及舊金山等地。
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的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

經過活化後成為創意中心「PMQ元創方」，而場
內的樓梯及石牆是本港首間以西式現代教育的官立
中學「中央書院」的石級與石牆，見證了歷史。陳
智遠說，前行政長官梁振英的父親當時在禮賓府工
作，亦曾在宿舍居住。
城皇街的長長樓梯亦能在當中看到路牌演變，如
香港早期街道名牌是T字形，英文街名在上、中文
街名在下，而樓梯旁「城皇街」的T名牌至今仍保
留，與現時的差別很大。
至於文武廟旁邊的樓梯街，曾為電影《The World
of Suzie Wong》取景地，也有多名本地文學作家以
此為題作詩。陳智遠續說，荷李活道及水池巷亦為電
影《胭脂扣》取景地，當中能找到《華僑日報》舊址。
新鴻基地產新閱會在今年秋天舉辦以運動為焦點

的「悅動．閱樂」主題活動，以單車及樓梯遊等形
式，體驗不一樣的文字及閱讀之旅。

遊5樓梯品味老香港 中上環趣故拾遺

禮賓府
今日向公

眾開放，是特首林鄭月娥上
任以來的首次。她昨日在
facebook上載多張圖片，由
「Q版」的她介紹多個心水
「打卡」位，除了掛上國
旗、區旗的門廳及佈置清雅
的迴廊等熱點外，還包括近
期由網球場改建而成的休憩
空間。
禮賓府今日上午10時至

下午5時向公眾開放。其
間，市民可進入禮賓府的花
園和小庭園觀賞花卉樹木，
還可以參觀特首在禮賓府舉
行官式活動和接待賓客的地
方。遊覽路線沿途會放置二
維條碼（QR code）及展
板，介紹禮賓府的歷史、建
築特色和珍貴時刻。現場並
會有導賞員向參觀人士介紹
禮賓府的歷史及建築特色，
香港警察樂隊及學生樂團則
會在花園表演。

林鄭fb7圖介紹打卡位
林鄭月娥昨日在facebook

上約定市民「星期日見」，

並上載禮賓府正門、門廳、
迴廊、後花園樓梯、噴水池
等7張圖片，向市民介紹其
心水「打卡」位，圖片中更
配上以大家見慣見熟的旗
袍、套裝示人的Q版林太公
仔，可愛非常。
林太早前指會將禮賓府一

個網球場改建成休憩空間，
讓市民和賓客可以多一個地
方拍照，而該處也成為她昨
日介紹的心水之一，圖片顯
示該處種滿不同花草，非常
鮮艷，也設有長凳供訪客休
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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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檢閱林鄭月娥檢閱4040名見習督察及名見習督察及176176名學警名學警。。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林鄭月娥介紹多個禮賓府「打卡」
位。 fb圖片

■駐澳門部
隊官兵約千
人，協助澳
門特區政府
救 助 颱 風
「天鴿」帶
來的重大災
害。
資料圖片

■導賞團以樓梯遊等形式，體驗不一樣的文字及
閱讀之旅。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見習督察陳柱熹（左）及
警員朱廸勤。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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