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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級藝人導演為警隊打氣
演藝圈中有多位具分量的藝人梁家輝、譚

詠麟、鍾鎮濤，導演高志森、陳欣健等，昨
日亦到場支持警隊。「支持警察」、「阿
Sir、Madam辛苦你、支持你」等呼聲在現
場此起彼落。譚詠麟、鍾鎮濤更同台上一班
人帶領大家一齊高呼，為警隊打氣。
到場藝人均配合大會穿上藍、白色衣服，
影帝梁家輝在集會人士之中出現，紛紛被要
求「打卡」合照，但家輝未有發表任何說
話，只說：「香港警察值得支持。」

譚詠麟台上吶喊「繼續支持警察」
阿倫和阿B冒雨濕身在台上發言，阿倫
帶動全場吶喊「繼續支持警察」，他表
示：「本來身為公眾人物，這樣去講政治

的事會幾危險，但我都算一個生於斯長於
斯的『25歲長者』，見證住香港成長，看
着香港由一個窮鄉僻壤小漁港變成一個世
界大都會，用他們付出努力去賺取每一分
每一毫，今日來到這裡，我首先要講一句
『警察哥哥，你哋辛苦晒』。」他希望大
家繼續支持警察，認為一個地方沒有了法
治的話，絕不相信會成功會繼續繁榮。
阿B認同阿倫說法：「身為演藝人講政

治會幾危險，但我們現在不是講政治，是
講正義，正義是每個人都應該有，這個是
基本常識，現時的老師應該教下學生，我
睇見好多後生仔，好似真係唔識嘢，佢哋
講的說話，粗俗去講是九唔搭八，我聽唔
明，點解會咁？孝順父母係應該，奉公守

法係應該，所以今日無論點都好，我都來
呢度支持警察，支持警隊！」阿B表示要
為正義出來，要給仔女有好榜樣，知道什
麼是對和錯。

高志森支持警隊有效執法
高志森在台上指近日和平遊行當中，可惜
有人故意滋事，從中破壞社會互信，面對一
些暴力行為，警方有責任執行任務，維持社
會安寧，他支持警隊有效執法，除暴安良。
此外，陳百祥因不在港未能現身集會，

但日前特地拍片支持警隊。陳國坤亦於個
人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篇由「向香港警察
致敬」張貼的RTHK影片，以示對警隊的
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思穎

馮小姐：看到這麼多市民冒暴雨出來集會，非

常感動，原來支持警察、愛護香港，願意和平

表達意見的市民仍有很多。

楊小姐：大是大非面

前，香港人還是很理

性的，反對派「維

護」香港法制的「手

法」相當可笑。

Eric：我們一定要走

出來支持警察，比起

反對派「野蠻衝擊」，

這次集會才是和平表

達意見的行為。

姚先生：今天這麼多人來撐警，代表了正義

的力量，邪不壓正，警察要繼續努力！

莊小姐（右）：
全身濕晒都不緊

要，用行動撐警

察，維護社會秩

序！加油！

莊小姐（左）：市民們一

定要為正義走出來，示威

者戴口罩衝擊警察，而這

次集會光明正大、和平理

性，人人都看得到。

飛機師王先生：有

警察，我們在香港

就能生活得很 安

心，很高興見到

這麼多香港人都

有公義之心，可

見大多數人都希望

社會和平安定。

王太：我先生是飛機

師，今天剛到機，就來

撐警，香港是全世界數

一數二的安全城市，香

港警察幫我們維護治

安、撲滅罪惡，每一個

守法市民都應該愛護警

察、支持警察！

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雖然一度下大雨，但到
場的市民都很激動、很熱情，大家一起出來支持警
察，令人感動。我們強烈反對抹黑警察的行為，警
察是維護我們香港治安的防線。香港警察，你們辛
苦了。
港區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馬逢國：香港之所以

安全、香港人之所以夜晚出街都不用擔心，全是因
為有一支敬業的警隊在24小時不間斷地守護香
港。對於近期有人衝擊警隊、抹黑警隊，我真的為
他們抱不平，因此也希望走出來向他們表達支持。
港區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我們知道
警察是愛護香港的，所以他們盡責職守、忍辱負
重，但忍辱負重不是沒底線的，大多數市民也是
有底線的，對於暴徒，我們是支持警察嚴正執法
的。同時，我們也為今（昨）天遵守秩序撐警的市民
而感到驕傲。

「光明正大和平聲援」
港區人大代表張俊勇：即使是滂沱大雨，市民依

然沒有退場，這令我們很感動。香港是法治社會，
警察是維護法治社會的人，如果沒有警察，香港是
什麼環境大家可想而知。
全國政協委員施榮懷：很高興看到這麼多市民冒
着大雨，自願走出來，表達對香港的愛、對警察的
支持。到場的市民沒有蒙面，都是光明正大地走出
來，和平聲援警察。也希望有不同意見的年輕人，
能夠合法合理表達訴求，不要再被人利用，破壞社
會秩序。
全國政協委員、和統會香港總會會長姚志勝：香

港是我們的家，香港的繁榮穩定一直是靠我們的香
港警察在保護，所以我們今（昨）天走出來向警察表
達支持。也希望青年人不要被外國勢力所影響，成
為他人利用的棋子，無論是包圍警總還是暴力衝
擊，都是不對的。

「理性表達為警打氣」
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到場的人很多，平時我到立

法會只要三分鐘，今天至少三個字（指十五分

鐘）。我們立法會的很多同事都有到場支持，與市
民一起為警隊和香港打打氣。香港一直尊重市民和
平理性地表達訴求，但表達訴求一定要在法律底線
之上。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希望大家珍惜香港、愛護香
港，香港能夠成功，因為我們是一個法治社會，全
靠市民能夠和平守法，有賴於香港有專業、盡責職
守的警隊。
青年代表吳學明：今（昨）天我們看到有十幾萬人走
出來支持警察，作為青年人，我們不一定要投擲磚
頭才能表達訴求，不一定要用武器才能表達訴求，
和平表達的聲音是更加響亮的。我們青年代表是堅
定地支持我們的警隊、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青年代表高松傑：作為青年，我想說，教育
是應該中立的。教育是為了給學生傳授知識，
而不是灌輸政治立場。近期有那麼多年輕人走
上街，做出了衝動的事情，其實與非中立的教
育有很大關係。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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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市民的一句句心聲貼滿了心聲牆。

■警隊前一哥鄧竟成上台為後輩打氣。 記者何嘉駿攝

■出席集會的一名女士向執勤的警員豎起大拇指。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程朗 攝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等社會名人站台撐警。 記者何嘉駿攝

■「你為我除暴安良，我為你擔遮擋雨！」

■集會人士離場前執垃圾。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程朗攝

■譚詠麟、鍾鎮濤上台為警隊打氣。
記者何嘉駿攝

▲梁家輝和陳欣健參
加撐警集會。

下午2時50分許，大會發起者、立法
會議員何君堯作為主持宣佈活動開

始。他表示，集會要和平、理性，以理
服人。今次集會帶出一個正面資訊，就
是撐警察，他讚揚警方即使受侮辱都仍
緊守崗位。

譚惠珠鄧竟成黃英豪等上台發言
隨後，何君堯與另一位主持人、政研
會主席鄧德成一起，邀請在場市民一起
安靜30秒，呼籲香港走出陰霾。鄧德成
說，近日有年輕人不珍惜生命令他非常
傷感，強調生命很重要。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
主任譚惠珠、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警
務處前處長鄧竟成、警務處前副處長任
達榮、香港「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召
集人黃英豪、工聯會會長吳秋北等人，
以及青年、家長、計程車業界等代表分
別上台發言。

譚惠珠發言時表示，香港員警盡忠職
守維持秩序和治安，我們不能讓一些人
借機衝擊法治，影響香港安定繁榮。她
強調，香港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
一。即使是表達訴求，也是因為有警
方，大家才能安全地完成遊行。希望市
民大眾對年輕人講清楚，「犯罪的事情
不要做，犯罪的活動不要去，因為影響
自身，影響香港聲譽。」
鄧竟成說，對於前幾天警察總部被圍

感到非常心痛，香港警察在不斷被挑
釁、被侮辱的環境下工作，警察總部
兩次受到圍堵、攻擊及破壞，警察成
為磨心，但是他們仍然克制、專業地
處理問題。他強調香港警員為保持香
港安全付出很多努力，令香港成為世
界上最安全城市之一。
他帶領大家一起高呼口號，向警員表

示感謝。他還說，今天的集會和平克
制，這是每一個香港市民應做的事。

任達榮表示，警察保護市民的生命和
財產，卻被磚頭不斷攻擊，若在外國發
生同類事件，警方執法力度會遠超越香
港。他重申，已有行之有效的機制調查
警察，所謂「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
會」，完全是「搞我哋啲警察」。

「沉默大多數」心聲在大雨中表達
黃英豪表示，我們尊重和平示威的青
年人，但是穿黑衣、戴口罩、圍警總、
圍政府部門，這些都不是我們希望看到
的。「今天走出來的很多人其實一生都
沒有參與過遊行，但是，他們卻為了正
義走出來。」
他續說，大雨沒有淋熄我們的熱情，
我們希望香港穩定，我們支持香港警
隊，這是香港「沉默大多數」的心聲。
集會人士來自「五湖四海」，既有社

團、同鄉會的負責人，也有工商界的知
名人士。香港長樂聯誼會執行會長陳學

干對記者說，這次撐警集會就是給予警
察尊嚴。他表示，香港能成為全球有名
的安全城市，警隊功不可沒。
集會現場，市民們手舉「同聲同氣撐
警察」、「支持警方嚴正執法」等標
語，又不時對台上發言者報以熱烈掌
聲，並高喊口號撐警。
不少參與集會的市民都批評，示威者

向警員投擲鐵馬、磚塊等危險物品，甚
至包圍警察總部，絕非和平理性地表達
觀點。此外，示威者違法的行為和抹黑
警員，都是在破壞香港治安。
出席人士還包括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前局長蘇錦樑，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馬逢國、王庭聰等，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劉炳章、施榮懷、姚志勝等，全國僑
聯副主席盧文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何俊賢、陳克勤、葛珮帆、蔣麗芸等，
演藝界人士高志森、譚詠麟、梁家輝、
鍾鎮濤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嘉程、郭天琪）昨

日下午，「撐警察、護法治、保安寧」民間

聲援集會在添馬公園舉行。與會民眾紛紛穿

着藍色或白色上衣，手舉支持警察的標語，

在暴雨中熱情大喊「阿Sir、Madam，辛苦

晒！我哋支持你，我哋愛你！」大會公佈，

參與撐警活動的市民有16.5萬人。

◀導演高志森上台支
持警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韓小玲、潘達文 攝

■婆婆背後貼上文字參加撐
警集會。

■在尖沙咀酒家任職的錢姓廚師（左）利用落場
時間約同兩名同事去撐警集會。

■■撐警集會人山人海撐警集會人山人海。。
大文全媒體記者廉欣怡大文全媒體記者廉欣怡 攝攝

我 你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天琪整理/攝影

姚先生一家姚先生一家

兩位馮小姐兩位馮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