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力示威升溫 負能量疫症化
市民不安蔓延 7月求助逾百 團體籲勿將自殺者英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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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朝鮮《勞動新聞》
周五（26日）發表署名
評論，指出美國等西方國
家借香港的示威遊行活
動，加大反華力度，並將
之當作抹黑中國的良機，
並強調朝鮮支持中國為解
決香港事態所採取的措
施，並相信她為維持國家
的領土完整和社會穩定做
出實質性貢獻。
評論說，香港近期發生
一股受西方國家指使，藉
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發
動連串示威遊行，導致社
會政治穩定受到嚴重破
壞，事態發展日趨惡劣。
一切事實清楚顯示，美國
等西方國家藉香港事態狼
狽為奸，企圖阻撓中國發
展進而分裂及瓦解中國。
評論強調，不論是誰，
都應該尊重中國的主權，
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
事務。香港事務純屬中國
內政，排除外部勢力干
預，必須按照中國人民的
意願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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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縱
暴派包庇暴徒，更肆意散播仇警思
維，針對警員甚至其家人「起
底」。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前晚邀
請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一同探訪順利
紀律部隊宿舍，慰問感到壓力的警
察及其家屬，聆聽他們的心聲，尤
其深切關注警察子女在校園內可能
受欺凌問題。楊潤雄強調「稚子無
辜」，對小朋友受不公平甚至敵意
對待，任何人都應該挺身而出說
不，並承諾如果收到個案投訴，局
方會嚴肅跟進。

葉太倡增文宣阻謊言發酵
葉劉淑儀近日多次探訪警員家
屬。日前，她和新民黨區議員陳家
珮，及青委會副主席葉沛霖到柴灣
已婚警務人員宿舍探訪，聆聽警隊
手足就處理近來不斷發生的社會衝
突，所面對的各種難處和辛酸。
她指出，警隊的工作是維持香港
的治安和秩序，但他們的工作環境
被高度政治化，難免在執行職務時
成為眾矢之的，身心承受巨大的壓
力。「我們皆認為當局應該加強文
宣工作，對於不實的報道和廣泛散

播的謊言，應該積
極地、高調地和迅
速地向廣大市民作
出澄清，避免事態
被不斷發酵和升
溫，間接令警務工
作變得更加困難。
我會敦促當局密切
關注，並要適切提
供警隊所必需的支
援，包括對於警員
及其家屬的心理輔
導服務。」
葉太其後和楊潤

雄探訪順利紀律部
隊宿舍。她在fb發帖指，不少與會的
警員妻子在前晚會面中提及，中小學
乃至大學校園內正瀰漫熾熱的仇警風
氣，擔心其子女被欺凌，更憂慮部分
通識科教師偏頗的教材和教學風格，
在下一代的思想散佈負面影響。
她引述楊潤雄回應說，教育局有

清晰指引要求教師在課堂上必須持
平，並答應研究方法對教師的教學
作出監察，惟部分與會人士有關取
消通識科的建議，在執行上有困
難。她則認為可將通識轉為選修

科，直截了當解決問題。
葉劉淑儀呼籲，子女受校園欺凌

的警員需主動向教育局投訴，避免
事態惡化。她並正協助警隊成立網
台，持續傳播支持警隊訊息打氣，
更重要的是網台能針對警隊的不實
報道和謠言，及時闢謠和澄清。

稚子無辜 護童人人有責
楊潤雄亦在fb發帖，強調「稚子
無辜」，認為任何人都應支持有需
要的學童，保護他們不會在學校或

社會上受敵意對待，以免弱小心靈
受創。
他指局方願意從多角度思考學校

教育及科目問題，並與業界一起探
討，如收到個案投訴，將會嚴肅跟
進，他還在帖文特別標註「支持無
辜學童」、「不能助紂為虐」、
「珍惜香港」等字眼，又提到在社
會氣氛緊張下，教育局新學年會在
學校層面推動感恩珍惜、積極樂觀
的文化，冀望大家用「心」共同克
服困難和挑戰。

若警子女受欺凌 教局必嚴肅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兩個月的暴力示威持續升溫，不但破壞社會安寧，更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破

裂。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4小時情緒支援服務數字顯示，單是7月已經處理114宗因社會事件而受到困擾的求助，

比6月多出72宗。該機構指出，由於社交媒體每天更新許多相關的負面新聞，令一些沒有政治立場的市民都覺得

不安和恐懼，以致負面情緒不斷散播，更有「疫症化」的趨勢。機構呼籲年輕人不要因政見不同而影響與家人關

係，部分人更應避免將自殺的人英雄化，以免引起仿效效應。

議員「鐵粉」涉傷人 禁踏足新城市廣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本月14日沙田新城市廣場爆發激
烈的警民衝突，導致多名警員及
示威者受傷，警方事後拘捕逾40
人，包括一名無業青年梁柏添。
他涉嫌在商場內襲擊兩名警員，
暫被控有意圖而傷人及非法集結
等4罪，昨日在東區法院提堂。
被告暫毋須答辯，獲准保釋至9
月16日再提訊，以便控方索取及
確認閉路電視片段，其間被告須
遵守宵禁令，並不得踏足新城市
廣場1公里範圍內。

疑有黑幫背景
男被告梁柏添（23歲），報稱

無業，疑有黑社會背景，是一名
立法會新界西議員的「鐵粉」，
他上周四（本月25日）被捕，現
面對4項控罪，包括兩項「意圖
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傷人」罪，
以及兩項「非法集結」罪。
首兩項控罪指，梁柏添本月14

日在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期3樓
398號舖及383號舖外，與其他
身份不詳者，意圖使男子張歷恆

及郭兆恒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
法及惡意傷害他們。據悉，張、
郭均為便衣警察，但控罪未有列
明兩人身份。
另兩項控罪則指，被告於本月

14日在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期3樓，
在兩個不同時段內非法集結，並
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意圖導致
或相當意圖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
地害怕他們破壞社會安寧。
被告暫時毋須答辯，控方表示

要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包括需時
索取及確認閉路電視的片段紀
錄，因而申請押後至9月16日於
東區裁判法院再提訊。
控方並反對被告的擔保申請，

認為控罪嚴重，兩名受傷警員傷
勢不輕，其中一人左眼嚴重受傷
須接受手術治理，留醫5天，另一
人身體多處受傷，頭部要縫針。
裁判官向控方查問有什麼針對

被告的證據，控方回應指，有閉
路電視拍到被告不單鼓動襲擊，
甚至有出手打及出腳踢受傷的警
員。辯方律師則在陳述申請保釋
理據時聲稱，控方僅憑蒙面施襲

者身穿的一件粉紅色上衣，及稍
後時間港鐵閉路電視拍攝到一名
穿粉紅上衣，沒戴口罩的男子畫
面，就指那人就是被告，並將之
連繫為是打警察的人，且警方在
搜查被告寓所時，並無發現任何
粉紅色衣服，被告亦是在警方搜
屋後自行到警署。
裁判官最後批准被告以現金

3,000元保釋，其間不得離開香
港，並須逢星期一、三和六到將
軍澳警署報到，及每日遵守宵禁
令，即由午夜零時30分至早上8
時30分。同時，除公共交通工具
站範圍外，被告不可進入沙田新
城市廣場1公里範圍。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昨日公佈，由
2019年3月至7月25日期間，24小時

情緒支援熱線及網上聊天服務一共處理近
164宗求助個案，其中7月份已處理114宗
因社會事件而受影響的求助，6月則有42
宗。求助者年齡層為20歲至69歲。
同期的數據中，還有31宗自殺危機介入

輔導個案，求助者主要為20歲至29歲，共

有13宗，佔近四成。除了對政府、示威行
動的不滿和不安，以及擔憂未來外，亦發現
他們都受家庭及朋輩間的問題困擾。

倡自愛增溝通 多聽不同意見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主席黃祐榮表

示，由於社交媒體每天更新許多與社會事件
相關的負面新聞，令市民產生更多不滿和負

面情緒，媒體不斷播放一些暴力、血腥的衝
突畫面，令更多就算沒有政治立場的市民都
覺得不安和恐懼。
鑑於負面情緒不斷散播，更有「疫症

化」的趨勢，他建議市民要懂得自愛、維
持生理及心理的生活平衡，不要將問題放
大蓋過自己的生活，應與身邊的人多溝
通、多聆聽，及接納不同的意見，維持自

己的人際關係。
自殺危機處理中心主任何永雄則希望特區

政府能夠從較少反對聲音的爭議入手，循序
漸進解決問題。示威者亦不應該將自殺者英
雄化，否則會引致模仿效應。

專家：「家」是年輕人「避難所」
他並呼籲年輕人不要因為社會問題而放棄

身邊的人。他形容，「家」是年輕人的「避
難所」，就算發生任何事都改變不了家人的
關係，因此家人之間即使政見不同亦應該互
相接納和溝通，有必要時應避免圍繞有衝突
的話題繼續討論，嘗試在行動上表達關懷，
紓緩緊張的氣氛。
何永雄也提醒，與政見不同的朋輩討論時

應該尊重彼此的選擇，而非視對方為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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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黨」前日在
機場集會，高舉「香
港危險、警黑合作」
等污衊警方的標語
牌，企圖向不明內情
的旅客唱衰香港。其
間，有長者被大批暴
徒圍堵、拉扯、欺凌
逾十分鐘。黑衣黨昨
日在網上聲稱該長者
「打人」，但所謂
「有片有真相」，有
關人等上載的所謂
「阿伯打人」片段顯
示，該長者出手拍下
一張高舉的示威牌，隨即被人拉扯，而在拉扯者中，
「港獨」分子鍾健平及在元朗事件中的「自決派」立
法議員朱凱迪「御用演員」、「麥當勞媽媽」趙寶琴
更參與了圍堵。

傳是丘成桐 丘：我不在港
此前，「黑衣黨」亂傳該名被圍長者為香港中文大
學博文講座教授兼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丘成桐，但丘
成桐昨日在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自己並不在香港，
令謠言不攻自破。「黑衣黨」其後再散播謠言，指稱
該名被圍長者「打人在先」。
不過，根據「黑衣黨」上載所謂「阿伯打人」的影
片中看到，該長者在用手拍下示威牌後，數名暴徒即
刻將其圍堵，阻止長者前行。至於所謂「打人」一
事，「黑衣黨」只得聲稱阿伯在拍下示威牌後「打
人」，但經過十多小時，仍無人能找到相關的影片。

誣阿伯打人 影片還真相
「阿伯打人」未必真，但「黑衣黨」推撞、侮辱該
名阿伯就證據確鑿：根據另一段影片顯示，有人在長
者身後貼上標語，更有人用力拉扯、推搡、扯長者耳
朵，更一度將長者逼到牆邊。有人更故意身撞長者，
隨即演技爆棚假摔，旁邊群演即大大聲屈長者「打
人」，更用各種不堪入耳的粗言穢語攻擊，甚至聲言
「實搵到你㗎」來恐嚇威脅長者。

不少網民對「黑衣黨」打人反出對方之舉忍無可忍。「Shan
Shan」直言：「有老人打人的海報影片嗎？不是示威者周邊都很
多記者跟著（着）拍片的嗎？應該要有影片證明不是嗎？目前為
止，都是看到示威者霸凌老人的影片。」
「Renee DaOne」亦話：「（阿伯）兩手拎行李，邊有手打完

海報打人？特異功能？」「Dc Wong」則道：「有正常智力的
人，一個年老阿伯可以打到一個年青力壯的後生仔，唔通個阿伯
係葉問轉生？」「Sun Lee」：「（『黑衣人』）傷得好嚴重，
個老人家應該係絕世高手，個後生仔100年內一定會死！」
「Zhiming Liu」揶揄：「我係（喺）現場，明明係個阿伯一

落機場使出一招乾坤大挪移震跌班後生仔，之後急急脚咁走出
機場。」「梁馬斯」亦寸道：「我必須讚四眼哥哥抱住老伯安慰
佢，保護佢，其他嘅有人乘機扭老伯耳仔，扯佢件衫，高聲講粗
口。
「Connie Lee 」亦狠批：「睇片清楚看到年青（輕）人阻伯

伯去路，自己跌倒就慣性屈人！就算伯伯不友善撥開不接單張也
好，這是他自由！但有必要成班人追著（着）圍他嗎？有必要
大聲發惡嗎？這是甚麼文化？文化大革命嗎？批鬥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涵

■圖片可見鍾健平及趙寶琴在
拉扯阿伯。 fb截圖

■葉劉淑儀與楊潤雄一起探訪順利紀律部隊宿舍，聆聽有關
警員子女被欺凌及通識科的意見。 fb圖片

■楊潤雄強調稚子無辜。
fb截圖

▲危機輔導員劉詠芝分享
在金鐘廣場外輔導市民的
經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左起：何永雄、黃祐
榮、曾展國希望社會能接
納及聆聽不同聲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被告梁柏添被控有意圖而傷人
及非法集結等4罪。

■團體指社交媒體每天更新許多與社會事件相關負面新聞，不斷散播一些暴力血腥衝突畫面，令市民產生不滿、負面情緒、不安和恐懼。圖
為周日各大學學生會社交媒體現場報道上環暴徒衝擊暴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