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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變批鬥警方 說好的新聞專業操守呢？
警方昨日下午舉行例行記者會，部分記者對有警
員喬裝拘捕暴徒、在港鐵站內拘捕暴徒等問題表現
激動，不僅七嘴八舌問完又問，而且根本不聽警方
回答，自顧自表達尖銳批評。有資深行家看完記者
會搖頭對自明說：「雖然是同行，但我都唔識這些
記者奉行的是什麼專業標準。記者身為新聞業的最
前線，應該保持客觀冷靜，不能讓情緒左右自己的
專業判斷。昨日的記者會，部分記者毫不掩飾自己
是示威者的同路人，甚至以『法官』的姿態審問警
察，記者會變成批鬥警方會。」
資深行家說：「前日『快閃』暴徒的暴力手
段不斷升級，除了使用磚塊、大型
彈叉、強力鐳射筆

之外，還使用射擊裝置，並向尖沙咀警署投擲汽油
彈，導致一名警員雙腿分別受到一級及二級燒傷。
暴徒的這些行動，根本等同恐怖襲擊，但記者對此
置之不理，只糾纏於警員喬裝拘捕示威者、女示威
者眼球被射傷是否警方所為；示威者參與非法集
結，本身已屬嚴重違法，記者們亦不聞不問。這種
選擇性提問，究竟為何？究竟有沒有違反『新聞從
業員專業操守』？」
行家繼續說：「當晚，葵芳港鐵站內，暴徒用彈叉
等危險武器攻擊警方，警方迫不得已，才發了一發催
淚彈，記者隻字不提暴徒的違法暴行；至於，女示
威者眼球被射傷是否警方所為，還有待調查，有跡
象顯示，極可能是『豬隊友』做的，現場有記者卻
一口咬定是警員。未全面反映情況，未求真確實就
下結論，根本就不符合新聞工作者最基本要求。」
行家承認，很多記者都有熱誠有理想，努力追尋真

相。不過記者唔易做，要學識忍住情緒、冷靜客觀，
仲要暫時放下自我，不要代入當事人的感受，更不要
把自己當成新聞的一部分，這是業界的大忌。行家
話，昨日記者會上的部分記者，把自己和示威者等同
起來，代入女示威者眼球被射傷的情緒，把記者會變
成了批鬥警方平台，「好遺憾，這些記者的立場、情
緒和心理，已經完全與示威者乃至暴徒一致。」
外交部日前在北京舉行記者會，發言人華春瑩被
問及香港近日的示威，她回應指任何人包括記者和
官員，要有是非黑白的觀念，區分和平訴求與極端
暴力行為。她呼籲香港記者報道香港事態時，鏡頭
不要只對着警方，也要對着極端的暴力行為，以此
向世界呈現客觀全面的畫面，得出更公正和符合實
際的結論。資深行家表示：「華春瑩的話，很適合
形容我們一些行家。」
資深行家提及，香港記協的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

守則規定，新聞從業員在處理新聞的時候，尤其是
涉及暴力、性罪行、自殺等社會新聞，應避免淫
褻、不雅或煽情；不應因外界的壓力或經濟利益而
影響新聞報道或新聞評論，「部分記者帶着對警方
的偏見乃至仇警情緒，把記者會變成批鬥警方平
台，有無違反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自己對照
一下就知。不
過，記協的新聞
從業員專業操守
守則，可能亦是
只要求部分業界
要遵守，其他部
分當佢無到，亦
不 見 記 協 譴
責。」行家一針
見血說。

曾健超網煽仇警株連子女
吸引網民「洗版」批鬥 各界強烈譴責違社工理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反對派中人於社會動盪之際肆意煽動仇恨，
更表明要針對欺凌無辜孩子，可說是道德無底線。在「佔中」期間向警員
潑污水而襲警罪成的「社工」曾健超，昨日在網上散播欺凌警員子女的言
論，公然煽動仇警情緒，聲稱警員子女要受欺凌排斥，「永永遠遠抬不起
頭」。社福界、教育界代表強烈譴責其言論，有社福界人士直斥其散佈
「株連九族」的「歪論」，與社會工作者的理念相違背。事實上有激進網
民隨即「響應」行動，針對曾參與電視節目、廣告拍攝的警員子女作惡毒
留言，吸引大批「鍵盤戰士」到廣告商及學校的帖子「洗版」批鬥。
健超無視其專業資格，公然於其 fb 發
曾帖，以「致黑警：你子女會為你今日所

犯嘅事付出代價」為題，公然煽動群眾欺凌
警察子女。帖文指出，「你子女在學校會因
為自己父母是警察而受到欺凌，排斥，永永
遠遠抬不起頭」、「所有歧視在他們身上會
變得極度合理，所有為他們爭取權利的人都

會受到嚴重的打擊」，甚至聲言「他們將在
地獄的深淵裡和你們爛在一起」云云，言論
惡毒、涼薄至極，讓人不寒而慄。
有激進網民隨即「響應」，「起底」一
名女警的子女曾拍攝電視節目及廣告，煽
動逐一到廣告商甚至孩子學校的相關帖文
留言攻擊。該網民聲稱「前線我唔敢上，

但做鍵盤戰士出一分力我還是做得到
的！」並作出威脅，揚言「睇吓以後會有
咩品牌敢合作」。

社福界：不應煽民欺凌孩子
香港社工及福利人員工會副主席陳義飛強
調「禍不及妻兒」，形容曾健超的言論是
「株連九族」的「霸權思想」，直斥其言論
是「歪論」，與社會工作者的理念相違背。
他認為，哪怕不是社工，即使是普通人，均
不應該煽動欺凌無辜孩子的言論。他續指，
社工是專業人員，若作出偏激言論，更會讓
群眾產生欺凌沒有問題的錯覺。
由於曾的網上言論包含歧視等成分，陳義
飛指，平機會或可接受投訴，但由於尚沒涉
及任何實質行動，相信其他機構或團體較難
作出跟進。

教聯會：反映文明
「開倒車」

對於曾健超公然煽動欺凌年幼孩子散播仇
恨，教聯會主席黃錦良予以強烈的譴責。他
形容，相關言論明顯踐踏、有違人類道德標
準的底線，反映文明「開倒車」。
他認為，警察是維持治安，面對違法、暴
力行為時的執法者，不能因為這些正當的原
因而禍及家人。
黃錦良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若有人對
警方做法不滿，可以循正當途徑進行投訴並
要求徹查，但曾的言論明顯鼓動大家不要相
信法治私下向無辜孩子報仇，認為如此社會
將會「好恐怖」。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松批評，曾
健超公然煽動歧視及欺凌不相干的孩子，根
本沒資格當專業社工，認為相關單位應該作
出跟進。他認為，如此言論無疑已對小朋友
構成壓力甚至「心靈創傷」，若有激進分子
支持甚至響應這些言論，更會造成實質傷
害，反問：「社會正面價值何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警方昨日安排立法會保安
事務委員會成員，在粉嶺警察
機動部隊總部參觀俗稱「水炮
車」的「人群管理特別用途
車」演示，水炮車在不同距離
試射水柱，其中以最高水壓在
30 米 距 離 射 向 200 磅 重 假 人
時，假人被推後 8 米。另車頂
四周裝有 7 個鏡頭及廣播系
統，行動時可全方位自動攝錄
現場情況，可用作呈堂證供。
警方強調，使用時會瞄準群眾
的下肢。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
會主席陳克勤表示，水炮車能
給警方在戰略上多一個選擇，
以往警方只能用催淚水劑或煙
霧彈驅散人群，水炮車使用
時，與示威者的範圍較遠，可
令示威者和警方在相對安全距
離下避免衝突，認為整體上是
好事。
水炮車長 8 米、闊 2.55 米、
高4.1米，該車承重21噸，屬於
中型貨車。車內可坐4人至5人，
一般人員配置下，司機左手邊的
警長，操控左車頂水炮，後排中
間警長是人群控制主管，後排右
側警長控制右車頂水炮，左側警
長則負責行動記錄。車頂有左右
兩組水炮，射程由20米至40米，
並配備鐳射測距裝置瞄準目標，
同時配置360度鏡頭及獨立操作
系統，控制警長可根據需要調整
距離、水壓，既可由車窗觀察現
場情況，也可以由操作屏幕觀察
目標。

30米外 200磅假人後退8米
噴水方式有三種，包括花灑
式、脈沖水柱式及連續水柱
式。車身左邊附加水缸可為水
箱添加催淚水劑及染料劑。車
身四周及保險槓均安裝高壓噴
嘴，可驅散近距離示威者，車

頂有向車身噴水裝置，可及時
撲熄扔到車身上的汽油彈作自
我保護。車頂 7 個鏡頭包括兩
組水炮配置鏡頭、車身四周 4
個鏡頭和車頭鏡頭，驅動噴水
裝置的副引擎一開啟，各鏡頭
就開始自動錄影，可持續錄影
20小時。
昨日的演示，以連續水柱模
式，噴射 20 米、30 米、40 米
的距離，噴射前發出廣播警
告：「停止衝擊，否則噴水將
你哋驅散」。警方以最低水壓
噴射時，設於 20 米距離的重逾
200 磅假人 180 度後轉；射 30
米時，假人亦有明顯搖晃；射
40 米時，水柱呈拋物線弧度，
未有射中假人。
警方應議員要求，以最高水
壓試射 20 米距離時，水柱誤中
假人旁的雪糕筒，其後警員調
整位置再試射，假人中水柱後
後退 8 米。示範射 30 米時，假
人正中水柱，亦即時後退約 8
米。

■警方向立法會議員及傳媒展示水炮車射水示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車頭高壓
噴嘴，可驅
散近距離示
威者。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警：堅持最低武力
警察機動部隊副校長、高級
警司陳健國和警察機動部隊署
理警司葉卓帆，昨負責講解水
炮車設置。警方表示，使用水
炮時會盡量瞄準人體下肢。警
方表示出動水炮車，大前提是
要發生大型公眾騷動，造成人
命傷亡、財產被大肆破壞，或
主要幹道被佔用，對公共秩序
有嚴重威脅，會堅持最低武力
原則。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
示，自 2014 年「佔中」之後，
立法會開始討論引入水炮車。
她指水炮車的威力可能未必如
大眾想像般巨大，水炮車的功
用也不是想令市民受傷，而是
協助警方驅散示威者。

■車身左側水缸可添加催淚水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何君堯
（左一）指
斥泛民議員
「 賣 國
賊」。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戴頭盔眼罩搞事 縱暴派「暴徒上身」
警方昨邀請立法會議員參觀水炮
車演示，多名縱暴派議員趁機「搞
&
事」，戴上頭盔、眼罩現身，並在
現場展示標語及叫口號，民主黨林
卓廷、許智峯，「人民力量」陳志
全指罵挑釁建制派議員何君堯，雙方發生口角，擾
攘10分鐘後，需要警察公共關係科調停。

陳志全搞搞震 提問被迫腰斬
水炮車示範完畢後，在議員提問環節時，公民
黨郭榮鏗首先發難，要求警方交代是否會在 20 米

的距離內，向示威者發射水炮，以及在水炮車內
會否加入對人體有害的化學劑。警方表示，水炮
車只是警方其中一種武力使用和戰略選項之一，
至於在什麼距離、以多大水壓射向人群，要視乎
情況決定，而警方有可能在水炮車內加入催淚水
劑，強調有關催淚水劑與現時警方日常使用的相
同，並非化學劑，對人體不會有永久傷害。
當街工梁耀忠提問時，台下陳志全又搗亂，立
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陳克勤呼籲雙
方冷靜，但指罵仍然不斷，議員提問環節被迫腰
斬。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醫局：集會恐礙醫院運作

水炮專射下三路 遠攻免近身肉搏

■曾健超公然煽動欺凌警察子女。
曾健超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暴徒連日來進行激烈衝擊，警
方執行任務維持社會秩序，卻
仍被不少團體指責。有醫護人
員昨日在公立醫院內舉行所謂
抗議警方濫暴集會。醫院管理
局回應指，昨日各公立醫院的
服務及運作大致正常，但重申
公立醫院並非舉行公眾集會的
合適場地，因或會影響醫院運
作及病人服務，相信同事會繼
續以專業態度向病人提供一視
同仁的服務。

東區醫院醫護靜坐

有醫護人員昨日在東區醫院主
座大樓舉行集會靜坐，有逾百人
出席，抗議警方的執法行動。參
加集會者包括醫生、護士和病人
支援人員，均身穿制服及戴上黑
色口罩，有部分人用紗布蒙上右
眼，也有人戴頭盔。瑪嘉烈醫院
亦有數十名醫護人員舉行集會。
另外就有網民發起醫護人員進行
無限期罷工。
醫管局發言人回覆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強調，公立醫院並非
舉行公眾集會的合適場地，因
群眾聚集可能影響醫院運作及
病人服務。該局又指，管理層
會考慮運作安排和病人服務，
適當處理同事舉行員工集會，而昨日各公立
醫院的服務及運作大致正常。該局相信同事
會繼續以專業態度，在公立醫院向病人提供
一視同仁的服務。
對於有網民發起醫護人員罷工，醫管局
表明，一向以病人福祉及安全作首要考慮。
該局會密切留意情況，各公立醫院會在有需
要時作出應變，包括臨床及其他支援部門的
人手調配等，確保病人服務不受影響。

籃球聯賽竟拒絕警察參賽
另外，M League 籃球聯賽就將體育及對
警方的不滿混為一談，聲言由即日起拒絕現
役警察出席該聯賽賽事，包括該聯賽第七屆
新球季，如有發現，將以「非登記球員賽
例」處理，判以違規隊伍 30：0 敗陣，並取
消違例球員上場記錄，「直至警察濫暴獲追
究問責為止」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