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

2019年7月10日（星期三）
2019年
2019
年 7 月 10
10日
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甄智曄

2019年7月10日（星期三）

警方執法權與新聞採訪權，最緊要平衡

勿向黃衛兵低頭
港大校友挺張翔

因修例引發的風波成為近期備受海內外關注的新
聞大事，各路媒體都搶在最前線，力爭做最全面、最
及時的報道。不過，連場前所未見的暴力衝突，場面
極度混亂，無論警方、傳媒都面對極之複雜的情況。
日前，警方旺角清場時，再次遇到示威者的暴力挑釁
和阻礙，有部分記者站在警方和激烈的示威者中間，
令警方執法綁手綁腳。
事後，記協及攝記協發表聯合聲明，譴責警
方惡意推撞前線記者，妨礙新聞自
由。一位資深行家

向自明表示：「雖然我是新聞從業員，明白行家都力
爭第一手報道，把事件的真相告訴市民。但對人對事
要公道，香港尊重新聞自由，警方應盡可能為記者採
訪提供保障，記者亦要尊重和遵守專業操守，合理使
用採訪權。這是公眾期望，亦是業界共識。」
資深行家指出：「記得當年在大學新聞系第一堂
課老師就教，記者的天職是報道真相，並盡力在報道
中隱藏記者角色，有時為保持專業性，甚至要放棄某
些公民權利，盡力保持中立。如果記者成為事件的參
與者，會損害作為新聞工作者的客觀性。記者不應成
為新聞的主角，是客觀報道、新聞自由的基本界線。
可惜，這次反修例風波的多場暴力衝突中，有少數記
者的行為明顯越線。」
回顧多場暴力衝突，示威者的暴力行為極之瘋
狂，磚頭、鐵支橫飛，而且人數眾多，不少人可以用
亡命之徒來形容，場面極

度混亂危險。警方近期的執法已受到不少非議，承受
巨大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方面要用最克制武力
制止暴徒，避免社會秩序失控，另一方面要顧及一大
班無處不在的記者，執法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早前在金鐘清場時，有個別網媒記者，就因身
穿印有『記者』的反光背心、佩戴記者證，覺得自己
有特權，不僅不聽從警方勸喻而後退，反而『一夫當
關』，站在一排持盾牌的防暴警察面前，指手畫腳，
提出挑釁性問題。這個畫面，令公眾對記者公正客觀
的專業觀感大大扣分，造成相當不好的負面影響。真
是好想問問這位記者，學堂學的東西是否全部忘記
了？更想問問記協，譴責警方妨礙新聞自由之餘，是
否認同記者借採訪之名挑戰警權、阻礙執法？」資深
行家搖頭慨嘆。
「記者與示威者混在一起，甚至無形中成為保護示
威者的
『第一道防線』，

在此次修例風波的衝突中司空見慣，這不太正常，不
符合新聞規律和操守。在西方國家也極之罕見。相信
大多數行家亦不認同這種做法。」
資深行家指出。
香港作為國際都市，社會日益開明進步，市民要
求警方尊重採訪權，維護新聞自由，保障大眾的知情
權，「同時，市民亦希望傳媒、記者時刻提醒自己盡
力保持中立，不要成為新聞參與者，更不能成為新聞
的主角。警方執
法和新聞採訪應
保持必要的平
衡，社會才能保
持公正、避免偏
頗。」資深行家
表示。

括 7 月 1 日佔領及破壞立法會大樓的暴行，隨後多所大學校長發
公開聲明，表態擔心事態發展，亦有譴責暴力。其中香港大學
校長張翔聲明譴責破壞性的行動，並呼籲各界積極對話，卻受
到反對派群起攻擊批鬥。《HKG 報》總編輯林芸生以港大校友
名義致函張翔，指對母校淪為政治角力場所感心痛，並寄望張
翔能堅持教學生明辨是非、對學生犯錯直斥其非、及帶學生返

正途三項教育者的原則，萬勿向「黃衛兵」低頭。
件指，張翔當日的譴責聲明短
短百多字，結果竟招惹反對派
鋪天蓋地的文革式批鬥，包括「民主
牆」貼字嘲弄、學生會發帖及網上聯
署攻擊，乃至到校長室外貼字辱罵與
媒體「裡應外合」批評，他作為舊生
見母校淪為政治角力場所，感到心
痛、焦慮與擔憂，寄望張翔能堅持教
育原則。

信

批
「學生領袖」
盲撐暴

林芸生表示，學生會將張翔譴責
暴力的理所當然之事，扭曲為「向政
權獻媚」的行為，說明此等「學生領
袖」欠缺明辨是非的基本能力。他認
為，為教育者須教學生明辨是非，即
使張翔不介意自己被誣衊，也有責任
將學生導往做人治學的正途。
他認為，從學生會的發帖所見，
不少學生會中人實已親身參與反修例
暴行，認為張翔身為校長，面對學生
犯錯必須直斥其非、懲罰教導，「不
能為了做好人而縱容姑息，否則到頭
來反而會害了學生！」

「盲反中政治狂熱」
須消解

爭，重返校園。他強調，張翔應該帶
領學生返回正途，進一步闡述反修例
事件中暴力的主要來源，即年輕人對
自己國家的無理歧視與不信任，如此
才能讓他們直視自己內心的「魔
鬼」，從而獲得協助、解決問題。
針對當今港大校園內的問題，林
芸生認為，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基礎教
育的缺失，包括部分不良教師與《蘋
果日報》長年累月向學生灌輸仇恨，
亦有教師支持親歐美反對派、鼓勵學
生上街反中，甚至有考評局通識科委
員會主席公開咒罵警察
「死全家」
等。
而張翔內地出身的背景，在此背景下
更成為了其背負的最大「原罪」，成
為年輕人仇恨、歧視的對象。
林芸生分析說，港大情況恰如整
個社會的縮影，出現「盲反中政治狂
熱」風土病，強調此問題「一日不
除，整個香港便寸步難行，所有宏圖
大計都會淪為空談。遑論大學內的文
教科研？」他又指自己與不少校友都
站在張翔的一邊，希望能教導學生明
德格物，促請校長拿出教育者的風
骨，堅持做正確的事，萬勿向校內外
的「黃色」惡勢力低頭。

近日多區均有人於公眾地
方的牆壁上張貼與反對修訂
(3 《逃犯條例》相關的字句，
有市民不滿公眾地方被人非
法張貼街招或宣傳告示，自
告奮勇地撕走部分字句，卻旋即遭大批途人
指罵，甚至欲出手制止，最終要由警察介入
調停。該名市民前日先後於其 facebook 及
YouTube 上載她被人「圍」的片段，不少
網民均讚她夠膽識，亦批評該批途人的行為
失去理智。
有網民上載一段片，拍下她走到大埔火
車站行人隧道，將牆壁上貼有與反對修訂
《逃犯條例》相關字句撕下的過程，其間不
斷遭人阻止及指罵。從片段中所見，拍片者
表明「這牆不是你們的，你們可以貼，我也
可以撕！」有途人見義勇為，高呼「你哋唔
好蝦女人」卻被大群人趕走，拍片女子即時
慨嘆「你哋蝦蝦霸霸，香港有正義的人不夠
膽出來了！」其後更有黑衣人乘機播
「毒」：「呢度係香港唔係中國呀！你返大
陸啦！」

上腦途人指罵。
截圖
有
■市民撕走違法街招，卻遭大批政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反對派反修例衝擊暴力升級，包

撕走黃絲違法街招 市民大讚「「勇武姐」」

林芸生冀堅守三原則：教明辨是非 犯錯直斥其非 帶學生返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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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怕惡人圍 冷對莽夫指

擾攘一番後，最終由警察介入調停事
件。拍片者其後於其facebook上留言指出，
事件過後facebook賬戶不斷收到短訊滋擾，
但她仍指「真係唔好以為靠惡靠人多就怕你
哋先得㗎！我天不怕地不怕嘅！」
大批網民大讚拍片女士的做法，認為屬
「義之所在」，但也希望她要小心，以安全
為 首 要 。 「Chunip
Ho」說：「做得好！
大埔街坊好好存記！」

fb

「Carlsberg Ho」也感謝她與「禽獸」對
抗，又指很多群組都會排除異己，「若然爭
取什麽，就可任意妄為，放火，破壞，利用
孩子！禽獸矣！明光正大真和平是不需口罩
遮面的！支持牠們的，物以類聚吧！」不少
網民同時批評漫罵者的所為。「Louis Au」
直言看到他們就「好似喪屍出籠」，
「Amy Chu」不明「點解香港咁多呢Ｄ(啲)
失 晒 理 智 嘅 人 渣 。 」 「Hong Chow TR
Yan」說：「人多恰人少，係班黃絲暴徒本
色，講道理唔夠你講，咪一班人圍你，大聲
過你囉，講真嗰度公眾地方，你有權貼，我
都有權撕！」「Ray Lee Siu Hui」更一語
道破：「佢地(哋)而()家用破壞
民生來解決民生問題？但同逃
犯條例有乜關係？」
■香港文匯報
暴力
端
記者 文森
極

林芸生又說，發起聯署的港大生
有要求張翔收回公開聲明言論及盡力
協助學生，但實際上，當下學生們最
需要的協助是幫助他們遠離政治鬥

專協批示威者暴力毀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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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京）在7月7日晚
警察於旺角針對非法集結進行清場期
間，有的士闖入現場涉阻差辦公。的士司機
從業員總會(的總)前日發表聲明，指涉案者
並非職業的士司機，總會嚴厲譴責違法行

為
，並重申支持
警察嚴正執法。
聲明表示，的總已就 7 月 7 日晚
的事件展開調查，經過查證後確認涉案人員
是早前因貪污被革職的警務人員張錦運，此
人既不是該會會員，亦非職業的士司機，而
且今年1月曾因襲警入獄兩個月；另據現場
報道，涉案者當時滿身酒氣，或涉嫌醉駕。
聲明強調，總會支持警察嚴正執法，並
呼籲該會會員切勿參與衝擊警方執法的違法
行為。
■的總發表聲明指涉事者非職業司機
的總發表聲明指涉事者非職業司機。
。

暴衝害旅業報團數挫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一次又一
次由示威演變成的衝擊事件與違法「佔
領」行為，已令香港旅遊業大受影響。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日表示，旅
遊業界個多星期前曾反映，報團人數及酒
店入住率均因示威而下跌約 5%至 10%。
他強調，遊行示威若是和平進行，對市民
或商業的影響或許有限，但較激烈，甚至
是有衝突及破壞性的行為則會令商舖擔
心，特區政府繼續觀察事態發展。

酒店入住率跌一成
邱騰華昨日出席一個論壇後向傳媒表
示，有鑑於近期發生的事件，特區政府會
細心聆聽，多作討論，反覆推敲政策，務
求在出台時避免不必要的衝突或矛盾。他
續說，本屆政府任期內曾推出很多政策，
相信社會希望能有機會重新討論，他亦已
於過去兩三星期與不同商會、不同年齡組
別及界別人士會面，並吸納他們的意見，

「就一些已經推出的、已諮詢的政策，或
已推出的條例草案，我都願意在立法會重
開時再與不同黨派討論。」
他指出，商界及零售業均希望大眾透過
合理和平及不是破壞性的方式表達意見，
同時亦擔心中美貿易矛盾及貿易戰的敞開
對營商環境帶來的影響，尤其是下半年及
明年的情況。
邱騰華指出，特區政府已推出不少支援
中小企的基金，但願意採取更開放的溝通
平台，短期內亦會與不同業界及專業團體
會面，討論面對目前困難所採取的方法能
否可令更多人受惠和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專業人士
協會(專協)昨日發表聲明，對近日來示威者的
暴力及破壞行為予以強烈譴責，並呼籲大家以
香港利益為重，放下分歧，重新出發。
聲明中提到，示威者先後於 7 月 1 日暴力衝
擊立法會，以及在 7 月 7 日阻高鐵及商戶正常
營業、佔領街道，無論是暴力衝擊和佔領行
為，都是違反法治、人權和正義，該會對於上
述破壞性行為予以強烈譴責。

專協認為作為香港一分子，無論個人政治取
向如何，各界絕對不可以縱容暴力和明顯犯法
的行為，呼籲所有曾經參與衝擊活動者，不要
再訴諸暴力抗爭，而不同立場的人士應以香港
利益為重，放下分歧，加強溝通，重新出發，
在此關鍵時刻，理性務實地解決紛爭，向前邁
步，建設更美好的香港。同時，專協支持警方
採取適當行動防止違法暴力行為，維持秩序，
保護公物和財產，並確保法律得以遵守。

佛山社總慰問警察挺懲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面對近日示威
者的種種暴力及破壞行為，再有團體支持香港
警察嚴正執法。香港佛山社團總會昨日早上到
訪旺角警署送上慰問信，總會強烈要求依法懲
處違法擾亂治安的暴徒，堅決支持香港警隊嚴
正執法維護社會安寧。
香港佛山社團總會主席鄧祐才及會長蘇長榮
帶領一行近 30 人到旺角警署，與指揮官韋能
治等會面交流。

■佛山社團總會到訪旺角警署以表支持
佛山社團總會到訪旺角警署以表支持。
。

總會嚴厲譴責暴徒無法無天的暴力行為，強
烈要求依法懲處違法擾亂治安的暴徒，堅決支
持香港警隊嚴正執法維護社會安寧，以及全力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恢復社會秩序。
慰問信則提到，近期發生的非理性和非法的
暴力事件，使警員受到困擾與傷害，但大家仍
盡忠職守，守護廣大香港市民，總會同仁為此
向警隊致敬，並希望各位警員繼續為香港的和
平與安寧克盡己任，守護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