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扮路人誣「濫捕」《蘋果》自打嘴巴
頭版照片拍到被捕女子手持鐳射筆 網民揶揄「出賣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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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暴徒接連發起
暴力衝擊，至今仍未罷休。英美等西方國家一再
為暴徒撐腰，將事件視為「遊行集會自由」。新
加坡法務部長及內政部長尚穆根（K. Shanmu-
gam）向傳媒談及香港時指出，國際觀望者看到
的，可能是模糊不清的景象，只是表面地標籤示
威者為「自由鬥士」、警方則是「惡勢力」，
「不少新聞報道都以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待香港局
勢，報道時採取偏頗的立場。」
據新加坡政府網站顯示，尚穆根指出，香港的

局勢第一個層面而言是社會秩序問題，任何政府
都必須採取行動去維持社會秩序，另一個層面是
背後的深層原因，可能與願望訴求，甚至意識形
態有關。他表示，當人們的立場強硬，問題不易
解決，解決問題要各方作出妥協，並指出如果示
威干擾持續下去，政府將無法找到任何解決方
案。

指港不穩定不會對星有益
尚穆根說，在政治上大家須認清事實，就是香

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至於不同的政治制度上，他
籲大家「着眼事實，而不是意識形態」。他說，
中國的制度遴選出最具實力、最能幹的人士加入
政府。35年來，它協助超過五六億人口脫離貧
困。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做到這點。沒有任
何國家能夠在35年內做到。
被問及香港是否應維持「一國兩制」，尚穆根

直言︰「『一國兩制』需要明智的做法。目前的
局勢是對中國的挑釁，我不確定中國領導人會否
接受，或能否接受這種挑釁。」
對於有人認為「香港的局面讓新加坡獲益」，

尚穆根表明不認同︰「新加坡受惠於區域包括香
港的穩定。如果中國表現好，香港特區表現良
好，區域的整體表現也良好，我們也會有好的表
現。」他並補充︰「如果任何一方陷入不穩定，
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尚穆根坦言，如果香港的情況在新加坡發生，

將衝擊該國的經濟，而該國並無香港的優勢去渡
過難關，「如果你要我一言概之，那就是香港有
中國作為後盾，這是個巨大的優勢。」

星部長指認清事實：香港是中國一部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暴
徒連月有組織、有計劃的衝擊行動，
明顯不再是一般遊行示威般簡單。新
民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日前
接受新華社訪問時指出，現在的抗爭
活動暴力不斷升級，帶有「顏色革
命」的特徵，是妄圖推翻、顛覆特區
政府甚至挑戰中央政府的政治運動。
她強調這種運動不可能得逞，並呼籲
善良的市民看清真相，不要支持這些
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壞分子，不要參
加他們的集會。

籲良好市民撐特首挺警隊
葉劉淑儀說，日前舉辦的香港局勢
座談會釋放了很清晰的信號，就是中
央絕不會向暴徒讓步，並呼籲廣大市
民團結起來支持行政長官和警隊。誠
如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所說，如
果香港局勢進一步惡化，出現香港特

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動亂，中央絕不會
坐視不管。按照基本法規定，中央有
足夠多的辦法、足夠強大的力量迅速
平息可能出現的各種動亂。
葉劉淑儀指出，明眼人都看到持續

兩個月的示威背後有策劃、指揮、支
持和推動，亂港分子知道警隊是維護
香港治安和秩序的重要支柱，就不斷
打擊警隊士氣。不過，雖然警方受到
非常大的壓力，但仍非常忍讓。她認
為，香港警察要應付強大力量策劃、
推動的暴力行動，暴力手段更不斷升
級，還要面對社會輿論壓力，是肉體
和精神的雙重折磨，冀香港市民應該
多為警方發聲，多出來支持他們。

批李柱銘玩「變臉」呃港人
有人聲稱事件是因修訂《逃犯條

例》而起，葉劉淑儀指出，民主黨創
黨主席李柱銘在1998年，已促請特

區政府盡快就內地和香港移交疑犯的
安排與中央政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
議，但現在他稱修例是「惡法」，還
跑去美國「告狀」，「是誰在玩『變
臉』？是誰欺騙市民？」
葉劉淑儀批評，有些人以「反修

例」做藉口，不斷衝擊政府部門，擾
亂社會秩序，甚至令香港在國際失
色，讓很多想來做生意或旅遊的人感
到香港是一個不安全的城市，用心非
常惡毒。
她強調，香港不能再亂下去，而有

關暴徒已經觸犯襲警、非法集會、刑
事毀壞等罪行，不能因為他們「聲
大」和「人多」就可以要求「特
赦」、釋放。她建議要考慮採用刑
事、民事等多種法律手段，盡快平息
各種暴力違法行為，「我相信支持法
治、支持法庭，仍然是香港社會最大
的公約數。」

葉太：妄圖推翻政府不可能得逞

消息指，該名女子前晚事發時身穿白
衣，沒有佩戴頭盔、口罩等，她在示

威人群中用鐳射槍射向防暴警察，兩名防暴
警察於是追前作出拘捕，其間女事主企圖混
進人群逃走，但最終被警員按倒制服，混亂
間一名記者被撞跌地上。
在兩名警員制服該名女子後，即時引
來其他示威者圍觀，有暴徒更試圖上前
用雨傘攻擊警員「搶犯」，但被警員揮
動警棍嚇走，惟仍有大批人包圍高呼
「放人」。
該名女子則試圖以爬行方式逃走，但被防

暴警察抓住右腳制止，其後她亦與警員有拉

扯。她聲稱自己「只是路過」，惟被發現手
持鐳射筆。
警方遂以她涉嫌參與尖沙咀的非法集

結、藏有攻擊性武器，及未能出示身份證
拘捕。

真相未搞清 反對派即話「無辜」
在真相大白之前，反對派又再發動文宣機

器，將個別相片、短片上載，並聲稱是警方
拘捕「路過市民」，形容該名女子是無辜被
捕，《蘋果日報》也稱她是「沒有裝備的年

輕女子」云云。
不過，「泛民可恥行為事件簿」昨日就貼

出《蘋果》頭版的圖片，顯示該報相片亦拍
得事件中的女子手持鐳射筆，並恥笑《蘋
果》「出賣自己人」、「明顯見到綠光」。
「Barry Ho」揶揄︰「咁失敗，居然唔執靚
張相先出呀？」「Sharon Wong」則為反對
派打圓場的話︰「啲黃絲又會話︰佢只不過
係一個去觀星嘅街坊。」
據悉，該名女子被捕時又曾大喊自己的名

字，因此有網民將她「起底」，在她的face-

book上發現有其身穿國泰制服的相片，懷疑
她是國泰航空的機艙服務員，但她向警方供
稱自己是文員，另有有傳媒則指她只是國泰
航空的前空姐。

國泰拒絕回應本報查詢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向國泰航空查詢求證

時，國泰拒絕回應該名女子是否公司的前員
工，只稱該名女子並非其公司員工。
在過去兩個月的反修例集會遊行中，國泰

員工成為常見到的身份角色，其中一名男機

師廖頌賢，更因參與西環暴力事件被控暴動
罪。此外有兩名地勤人員借工作之便向暴徒
通風報信，洩露航班旅客信息資料，為暴徒
的行動鋪路。
對此，中國民航局針對國泰的「黃絲」
員工發出風險警示，並向國泰提出3大要
求。
雖然國泰航空日前已證實肇事的暴徒機師

已被勒令停飛，該兩名地勤人員亦已被解
僱，但國泰就向員工表示不會向內地部門提
交曾參與反修例活動的人員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蕭

景源）尖沙咀前日的非法示威中，

一名姓郭的28歲女子被捕，反對派

隨即發動文宣機器，在網上聲言該

女子「只是途人、不是示威者」，

《蘋果日報》也稱她是「沒有裝備

的年輕女子」，想製造警方「濫

捕」的假象。不過，有眼利市民就

發現，《蘋果》的相關相片中顯

示，該名女子手持鐳射筆，更明顯

見到綠光。有網民揶揄《蘋果》的

相片「出賣自己人」，又譏諷路過

市民「都要帶住鐳射筆」？
▲暴徒向警察照射激光。 資料圖片

◀《蘋果》的相關相片中顯示，該名女子手持鐳射筆，更明顯見到綠光。 網上截圖

周末兩日，再有暴徒在港島及九龍多處堵
塞道路，圍堵警署，防暴警察在多區驅散並
拘捕暴力分子。港澳辦中聯辦傳遞穩定香港
局勢的重要精神後，香港局勢正在出現積極
轉變。但也要看到，還有相當一部分市民，
在縱暴派與少數毫不負責的傳媒誤導下，是
非依然嚴重模糊，根本沒有認識到遏止暴
力、恢復法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仍然同情
乃至支持暴力衝擊。要從根本上止暴制亂，
還香港法治安寧，被混淆顛倒的看法和觀點
必須盡快糾正，才能凝聚求定安的廣泛民
意；而判斷是非黑白的唯一標準，就是看有
關行為是合法還是違法，是維護法治還是破
壞法治。只有持續不斷地向全體市民講清楚
是非公義，才能為香港局勢根本好轉奠定更
堅實的民意基礎。

國務院港澳辦和中聯辦日前在深圳舉辦香
港局勢座談會，為香港扭轉形勢、走出困局
定調指路。中央作出最明確清晰表態，加強
香港各界對穩定局勢、回復正軌的信心，局
勢開始向着好的方向發展。特區政府更堅定
地強調依法制止暴力，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發
表網誌形容，警隊是守住社會穩定的最重要
防線，政府對警隊的專業表現和克制，予以
充分肯定；警隊更果斷堅決執法，拘捕暴
徒，打擊暴力；各界人士、商會、社團大聲

疾呼，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和警方嚴正執法。
反暴力、護法治、求安定的民意已經調動起
來，「香港不能再亂」的聲音日益高漲。

但是，縱暴派及《蘋果日報》等少數別有
用心的媒體，還在無所不用其極煽風點火，
抹黑警方，把警隊盡忠職守、保障公眾安全
的執法行為，形容為「濫用暴力、鎮壓和平
示威」，千方百計刺激示威者挑戰警方。這
種顛倒是非、混淆正邪的惡毒文宣的影響不
予澄清，就不能最廣泛地凝聚遏止暴力的民
意。

把警方反暴力、護法治、保安寧的正當執
法視為暴力，是在根本上偷換概念。所謂示
威者使用暴力不對、警方用暴力就對嗎？這
種質疑，根本就是毫無法治觀念的偽命題。
不管有什麼理由、訴求多麼崇高，示威者堵
塞道路、破壞公物、用磚頭攻擊警察，這些
行為明顯違法，是法所不容的暴力；警方維
護社會秩序、公眾安全，在多次警告無效
下，才使用最低限度的武力制止暴力，合法
合情合理。歐美等國的警察，在制止暴力示
威時，使用的武力遠比香港警方厲害，歐美
乃至本港的媒體，有質疑歐美警方「濫用暴
力、鎮壓和平示威」嗎？只要不帶偏見，都
會認同香港警方合法使用必要武力止暴制
亂，絕不是「濫用暴力、鎮壓和平示威」。

違法者使用的是暴力，執法者使用的是武
力，一字之差，在合法性上根本是天地之
別，怎麼可以同日而語？

近期不少遊行示威，因為經常引發暴力衝
擊，都不獲警方批准。但是，有示威者無視
警方反對，一意孤行參與有關集會、遊行。
不錯，部分示威者在集會、遊行期間沒有使
用暴力，沒有扔磚頭和汽油彈，甚至沒有持
任何攻擊性武器，表現得很和平理性。但其
實，參與非法集結本身就是違法，不尊重法
治精神，與香港的核心價值觀背道而馳，這
本來就是是非對錯的根本分野。更何況，示
威者集體參與非法集結，視法治如無物，等
同傳遞法不責眾的錯誤信息，是對香港作為
法治社會的嚴重傷害，客觀上縱容、鼓動了
暴力行為。如今暴力歪風難以平息、變本加
厲，參與非法集結的所謂「和平示威者」助
紂為虐、難辭其咎。

反修例的非法集會和暴力行為持續不斷，
有參與者、部分市民乃至少數學者認為，這
是政府沒有回應所謂五大訴求的結果，因為
政府漠視民意，既然和平的方式無效，市民
唯有用暴力表達不滿，要怪只能怪政府，也
就是示威者叫得最響的口號：「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這些似是而非、強詞奪理的論
調，不過是把違法暴力行為合法化、合理

化。
對於所謂五大訴求，政府已經多次作出回

應，並一一清楚解釋原因。政府已經全面停
止修例工作；至於五大訴求中，較為關注的
要求設立獨立調查委會和釋放所有被捕者，
政府指出，目前並非調查事件的時候，只有
停止所有違法暴力，香港恢復法治安定，才
有條件進行檢討，這也是大多數理性客觀市
民的共識；經此一役，相信政府更虛心聆聽
民意，施政更積極回應市民訴求，帶領香港
盡快修補撕裂、走出困局。至於要求政府釋
放所有被捕者，則是違背法治的無理要求。
因為政府不能滿足所謂五大訴求，就用暴力
逼政府「跪低」，這是可怕的暴力民主、霸
權民主，重法治、愛和平的香港市民不會接
受。

暴力衝擊無日無之，若情況惡化，勢必把
香港推向不歸路，止暴制亂已成為香港最迫
切最強烈的訴求，也是最廣泛的社會共識。
要迅速有效遏止暴力，必須在是非公義、合
法與違法的問題上廓清迷霧，除了政府之
外，所有有良心有良知的各界人士和傳媒責
無旁貸。為香港轉危為安，必須一起站出來
講清楚撐法治、反暴力的必要性，讓市民清
楚分辨是非黑白，共同推動香港形勢根本好
轉。

以法律為準繩廓清是非 凝聚止暴制亂更強大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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