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多個團體昨日到
灣仔警察總部聲援，近百人齊呼口號為警員打氣，
並分別送上慰問信及心意卡，表達團體對香港警隊
的關心與支持。
昨日下午，來自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香港福建社

團聯會、香港導遊總工會、香港深圳社團總會，香
港東莞同鄉總會等多個團體，約百名代表先後出現
在灣仔警察總部。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榮譽顧問吳良好

帶領該會一行近70人到場聲援警隊。他們手持「向
警察致敬」、「維護法治」、「與警同行」的舉
牌，同時高叫「支持香港警察，維護社會公義」、
「反對暴力行為，還我社會安寧」等口號。
吳換炎表示，警隊一直為香港的社會民生作了很大

的努力與貢獻，故福建鄉親都很支持警隊工作，並相
信大家都希望社會「穩穩定定」，而非現在的吵吵鬧
鬧，希望青年人要能就事件多理性思考、冷靜行動，
並期望特區政府當前專心搞好經濟，盡快穩定民生。

籲挺警依法執法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黃醒林表示，在

「6·12事件」中，有示威者暴力衝擊警員，造成不
必要的矛盾。他希望大家能夠認清事實，警隊作為
中立角色，一直都是在依法執法，應當給予他們工
作空間，讓警隊能繼續維護香港治安。
他續說，近日有不少前線警務人員受到網上欺

凌，面對巨大壓力與委屈，這種行為應當盡早停

止。身為香港人，他相信大家都希望香港愈來愈
好，而嚴正執法的警隊是不可或缺的，呼籲大家支
持警隊工作。
香港導遊總工會理事長黃嘉毅、秘書長葉志偉亦

聯同20名工會代表，攜同一批由工友籌集的物資，
代表該會3,000多名會員前往灣仔警察總部慰問警
隊，並向警方遞交慰問信，支持警方連日來的執法
行動維持了社會的秩序，希望與警同行、與警同
心，守護香港、守護「一國兩制」，並譴責使用暴
力、破壞社會安寧的示威者。
屯門婦聯主席葉順興連同副主席陳秀雲及陳家

瑩，昨日則前往屯門警署。他們表示，示威者阻礙
警方執法、侮辱、抹黑，更針對前線警員進行網絡
欺凌、破壞警隊形象，而警隊依然堅持以專業的精神
除暴安良、維持治安，守護香港每一位市民，惟警
方辛勤的執法，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深表痛心。
為此，香港市民都必須支持這些勞苦功高的警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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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警保法治集會 明舉行
何君堯：為委屈警隊打氣 鄧竟成：到添馬公園送心靈雞湯

「與警同行」團體絡繹於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個
別醫護人員公然侮辱駐守醫院警崗
的警務人員，警方為紓緩雙方緊張
關係而暫停派警員駐守兩間公立醫
院急症室警崗。多個護士團體昨日
發出緊急聯合呼籲，促請醫護人員
緊守政治中立的原則，應恰當而非
偏激地維持與醫院內外任何其他相
關工作人員良好的合作關係，互相
尊重，以禮相待。
香港助產士會、香港護士總工會、

東華三院護理人員會和香港政府華員
會護士分會昨日發信，表示這兩天有
傳媒報道指公立醫院急症室有人對警
務人員出言不禮貌，以及其他不合作
的情形，相信只是個別醫護人員的行
為，不代表大多數醫護人員。

勿將個人情緒帶入工作
4個工會並向全體醫護人員作出緊

急呼籲，促請他們應謹記醫護專業道
德中非政治化的重要元素，緊守政治
中立的原則，不偏不倚地執行職務，
救死扶危；不論對時局持有何種看法
立場，均不將個人的情緒帶入工作場
所，避免影響正常的醫護服務。
同時，醫護人員應恰當而非偏激地

維持與醫院內外任何其他相關工作人
員良好的合作關係，所有有關各方均
以個別患者及整體市民的最大福祉為
依歸。
工會又要求警務人員體諒公立醫院

急症室繁忙擠迫環境下醫護人員的辛
勞，而醫護人員也應體諒警務人員維
持法紀的需要，雙方互相尊重，以禮
相待，又呼籲政府促成醫管局與警方
盡快商訂更清晰的指引，以便於前線
醫護人員與警務人員共同執行，減少
雙方不必要的誤解，重建健康的合作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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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看退休警
為現役警打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明日下午3點，「撐警察、保法治、護安寧」和平撐警集會

將在金鐘添馬公園舉行。發起是次活動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昨日在記者會上簡要介紹活動情

況時表示，在「6·12事件」中，有示威者以攻擊性武器衝擊警方防線，

警察依法履行職責驅趕，但其後就有人聲稱警方「使用過度武力」，更煽

動包圍警察總部，令前線警員受到極大的委屈，為此，必須為警察打氣，

同時呼籲港人「停一停、諗一諗」，保持清醒、客觀，以砥礪精神繼續向

前走，為香港社會打造更好的未來。警務處前處長鄧竟成亦在社交網站呼

籲市民出席明日集會，為警隊提供「心靈雞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日反
修例示威頻繁，大批示威者一周內兩
度包圍警察總部，有示威者更以激光
照射警員及擲雞蛋。警隊人事部發出
內部通告，表示為保護警員眼睛免受

激光傷害，警務處已購買500副護目
鏡，其中有36副已交付，行動部亦由
昨日開始向警察總部接待處分發護目
鏡。
示威者大前晚包圍警總期間，有人使

用可致盲的鐳射激光照射警員的眼睛，
初步有超過100名警員曾遭受鐳射激光
照射眼睛。
就此，警務處已購買500副護目鏡。

警隊人事部通告指出，這批護目鏡是緊

急購入，其餘的護目鏡希望在一至兩星
期內送達，所有護目鏡將會放置於警總
接待處，以供防衛警察總部的小隊或刑
偵人員在有需要時使用。
據悉，首批送達的護目鏡由日本製

造，一副護目鏡價值逾千元，下一批送
達的護目鏡則由德國製造，一副價值約
2,000元，預計在一兩周內送到。

警購500副護目鏡防激光傷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因應有
醫護人員侮辱在醫院內執勤的警員，警
方臨時撤去伊利沙伯及仁濟醫院急症室
警崗。昨日，警方與醫管局高層為此會
面並達成協議，決定建立恒常兩級溝通
機制，包括雙方高層定期會面、雙方在
各地區設立指定聯絡人在突發情況下及
時溝通，以消除誤會。雙方並將各自跟
進及調查多宗醫警摩擦個案。
警務處助理處長（支援）林曉彤、總

警司（支援）丘紹箕、醫管局質素及安
全總監鍾健禮、候任急診科統籌委員會
主席徐錫漢昨日在會面後會見記者。

雙方各自跟進摩擦個案
林曉彤表示，撤去兩醫院固定警崗只
是臨時安排，警員改為在附近巡邏，有
事立即應召到場，不會影響對市民的服
務。事實上，醫警一直長期保持良好合
作關係，相信幾宗醫警摩擦僅屬個別事
件。警方已經向醫管局轉交了多宗有關
的個案，雙方亦同意各自檢視及跟進相
關個案。
她續說，醫管局會上向警方反映在急
症室保持駐守警崗的重要性，雙方並同

意將溝通機制常規化，建立兩級溝通機
制：在總部，她會和鍾健禮定期會面，
交流及檢討整體合作情況；在地區，雙
方將在各急診室和相應警區指定專門聯
絡員，在有突發情況時及時溝通，避免
前線同事之間的誤會。
鍾健禮強調，在急診室設立常駐警崗

很重要，一些受傷市民需要報警時可以
立即得到處理，一些失去知覺的傷者需
要警員協助尋找親友，警崗能為醫護人
員、病人及市民提供及時的協助。
他續說，醫管局有2萬名醫生、5,000

名護士，和數萬警員的合作一直暢順、
和諧，而各醫院前線同事和駐院警員近

期亦維持融洽的關係，如最近一個急症
室分流站護士遇到不禮貌對待，駐院警
員就立即上前制止，更因而受傷。

向前線講解守護傷病私隱
鍾健禮直言，部分醫護人員或者有自

己的政治取向，但絕大多數同事穿上白
袍後都秉承專業精神，與合作夥伴保持
基本的禮貌。醫管局會認真處理警務處
反映的不愉快事件，希望盡快改善醫警
關係，避免同類事件再度發生，並希望
建立恒常溝通平台後，能進一步促進雙
方合作。
醫管局還在會面中表示，醫院有為病

人私隱保密的責任，並反映了前線醫護
人員對警方在醫院，尤其是急症室範圍
執法的意見，以及醫護人員對保障病人
私隱及救人為先的重視，警方亦表示理
解。
同時，醫管局明白前線醫護人員日常

工作的難處，局方近日已製作「懶人
包」，就守護病人私隱等問題，用顯淺
方式講解，希望可協助前線醫護。他已
接獲急症室主管反映，前線醫護人員對
「懶人包」很歡迎。

醫警建兩級溝通機制消除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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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亞
太法律協會昨日發表聲明，宣佈
發起全港「感恩警察」活動，呼
籲市民自發一人一感謝信/心意卡
寄到各區警局，感謝警隊維持香
港治安，忍辱負重。
亞太法律協會在聲明中指，有

人借修例一事，將香港變成大國
博弈中外國勢力圍堵中國的棋
子，部分示威者更使用暴力，損
害香港作為文明、法治社會的國

際聲譽。
協會強調，法治是香港最珍視

的核心價值之一，他們全力支持
香港警察依法執法，並發起全港
「感恩警察」活動，同時呼籲特
區政府相關部門嚴肅追究並處理
所有違法行為，包括意圖防礙司
法公正、刑事毁壞，非法禁錮、
襲警、暴動等，絕不姑息，以維
護香港作為法治社會的國際聲
譽。

籲政府諮詢細心聆聽
協會並呼籲特區政府深切反省是

次修例立法工作所引發的風波，汲
取教訓，以負責任、謙虛態度，在
以後作出政策諮詢時，細心聆聽，
向香港公眾詳盡解釋。
最後，該會呼籲香港各界放下

分歧，齊心協力為香港長遠整體
利益打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為香港創造更美好的明天。

何君堯昨日在記者會上介紹，明
日在添馬公園的支持警隊的集

會將於下午3時至6時舉行，大會邀
請到多位立法會議員、退休紀律部
隊成員，以及教育、宗教、社福、
傳媒、演藝等不同界別的代表擔任
嘉賓，整個活動初步估計會有二三
千人參加。

指數千人在立會外衝擊
他在會上形容，6月12日是一個
很動盪的日子。當日，大部分人
雖然和平集結在金鐘周圍，但有
數千人卻確實在立法會外實施衝
擊。「我們見到人行道的地磚被
人掘了出來，附近建築工地的物
料被改造成有攻擊性的武器，
（有示威者攜帶它們）向警方防
線衝去。」
在當日事件中，有超過70人受
傷，約30名激進示威者被捕。其
後，香港就一直都很不穩定，有人
集結去包圍立法會，以及警察總
部、稅務大樓、律政司等政府部
門。

「在這件事中，警察受到了最大
的委屈。」何君堯認為，香港警察
是保障香港治安、社會穩定的人，
是保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的人。
但此次，香港警察卻被夾在中間，
成為磨心。
他強調，警察當日只是在依法履

行職責，只是完成身為警務人員應
該做的工作。「警察不會因政治有
任何偏袒，惟仇恨情緒卻衝着他們
而去。」

籲港人「停一停」保持清醒
何君堯指出，現在社會上有很多

聲音在說，我們應該鼓勵警察，走
出來為警察打氣，鼓勵警察在自己
的崗位上繼續履行職責及使命。他
並呼籲港人「停一停、諗一諗」，
保持清醒、客觀，以砥礪精神繼續
向前走，為香港社會打造一個更好
的未來。

聲援警隊而非聲討示威
他相信，支持警察的「沉默的大

多數」依然很多，但很難要求他們

全部站出來，故是次活動並非「晒
冷」，更不是鬥人頭多少。事實
上，添馬公園容量有限，最多只能
容納萬多人。
支持是次活動的香港政研會主席

鄧德成就表示，平常情況下，一般
市民的聲音很難發出，並強調是次
活動為聲援警隊，而非聲討示威
者，「我們希望能為警隊做些事，
能為警察打打氣。」
鄧竟成近日在社交群組發帖指，

警隊處理違法示威抗議只是當日事
件中的其中一部分，但警隊就因此
而面對完全不合理的全方位攻擊。
在這極度艱難的環境下，警隊面對
極大的工作壓力，並繼續努力為香
港治安穩定而作出奉獻，繼續無私
為香港市民服務。
他強調，市民大眾表態支持是給

整個警隊的最佳心靈雞湯，呼籲市
民積極參與明日的撐警隊聲援集
會，向警隊表示感謝和支持，並向
全香港及全世界發出「香港是我
家，我們愛香港，愛警隊」的聲
音。

亞法會發起一人一信謝警隊

■左起：徐錫漢、鍾健禮、林曉彤及丘紹箕。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攝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到警察總部聲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