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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行家籲港警更強硬制暴
指遊行示威已背離和平軌道 在美國早已出動水炮宣佈宵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暴徒
近月不斷衝擊社會秩序，暴力傷害警
員，有市民不滿香港電台及商業電台
的報道偏頗，昨日分別到九龍塘廣播
道的商業電台及香港電台大樓外示
威，抗議兩間電台近日在報道暴徒破
壞社會安寧的事件時歪曲事實，要求
他們作出公平報道。
四十多名市民昨日到商台及港台

大樓外高呼「還我公平報道，支持
警察，嚴正執法，反對暴力，還我
和諧」等口號，並嚴厲譴責兩台近日對暴徒衝
擊及破壞社會秩序的報道十分偏頗，歪曲事
實。
市民代表吳先生表示，今次他們是自發前來，

主要是不滿有傳媒機構沒有把全部事實說出來，
只偏幫某一方面，如警察和市民受傷的情況都很

少報道，只報道示威者被制服，而有警察被打或
被汽油彈燒傷等事故時，亦未被詳盡報道。
他嚴正要求傳媒報道事實，特別是前日發

生暴徒在機場毆打及非法禁錮記者事件，這些
事實更必須報道，同時希望警察嚴正執法，把
所有暴徒繩之以法。

市民斥港台商台報道偏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
持續發生的示威衝突中，許多記者在
現場採訪時遭到示威者滋擾。前日，
《環球時報》記者更在香港國際機場
遭到暴徒包圍毆打，惟香港記者協會
對此發表的聲明不僅未有強硬譴責暴
力，反而「怪責」該名記者未有出示
記者證。就此，約150名市民昨日下
午到灣仔香港記者協會辦公室外強
烈抗議記協立場偏頗，助紂為虐。
發起所謂「不合作運動」的激進分

子此前圍堵一名持有記者證的中通社
女記者，有香港電台記者更與該批激
進分子一唱一和，強迫對方刪去照
片，但記協對此不吭一聲。《環時》
記者被暴徒襲擊後，記協於昨日下午
始發表聲明，稱對近日兩宗內地傳媒
記者拍攝示威者時受阻「表示遺
憾」，並譴責暴力對待記者的行為。

未強硬譴責反怪罪記者
不過，聲明話鋒一轉，稱「兩名記者事發
時，均沒有配（佩）戴記者證」，聲言「對於清楚
展示其記者證明文件，並忠誠地履行其第四權
的新聞工作者，（市民）應該予以尊重，不應
阻礙其採訪，以免干預新聞自由」，又稱為了
「避免引起誤會」，記協呼籲內地新聞工作者
「在港採訪大型示威活動時，應該清楚展示其

記者證件，以方便市民辨認，市民亦可行使其
權利決定是否接受有關機構之採訪及拍攝」。
約150名市民昨日自發到香港記者協會示

威，譴責記協長期以來一直表現出的親反對派
立場、以雙重標準對待記者等不公行為。他們
手持「記協不公」、「記協助紂為虐」、「對
愛國記者雙重標準」等標語，並不斷高叫「黑
記」、「記協偏袒黃絲媒體」等口號，要求記
協與暴徒割席。其後，部分市民在記協門外張
貼標語。

「難道拍照都要被打？」
活動負責人譚先生批評，前日《環球時報》
記者被打，記協昨日稍後發出的聲明「根本不
是人話」，竟然責怪記者沒有出示記者證。他
質問道：「是不是沒有出示記者證的人就要被
打？」他認為，機場作為公眾地方，任何遊客
都有權拿相機拍照，「難道只要拍照、只要講
普通話就都要被打？」
參與活動的李先生說，《環時》記者被打後，

有媒體竟然千方百計將責任推給該受害者，各種
沒有事實基礎的指控，甚至說他持刀混入示威
者，「你可以不報道，但不能抹黑受害者。」他
說，作為沉默的普通市民，真的不希望作為第四
權的媒體如此罔顧專業素養與道德。
參加活動的黃女士則表示，記者應有專業

素養，秉持客觀中立原則，將事實的真相報道
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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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縣警察局退役
警官李明成介紹，美國賦予公民言論

自由的權利，但必須以和平方式表達。總體
而言，倘抗議示威持續升級，警方會使用手
段驅散示威人群，如果反覆口頭規勸無效，
可能動用騎警，並使用水炮、防護盾、煙幕
彈等工具進行強制驅散。
如果警方仍然控制不了局勢，州政府和聯
邦政府會介入，派國民警衛隊來協助管控形
勢，宣佈進入宵禁狀態。一旦進入宵禁，無
關人員在宵禁期間不得在外活動，否則會被
抓捕。這樣形勢很快會得到控制。

讚處理暴動時保持克制
李明成說，香港警方在處理暴動時保持了
最大限度的冷靜、理智和克制，只使用了最
低的武力去應對。在美國，如果示威者毆打
警察，警察會開槍警示，旨在立即停止傷害
行為，保護公眾和警察的生命安全。如果暴
徒使用磚頭等工具砸警察，會被視為重罪。

他希望香港局勢能盡快穩定，相信香港警方
能維護香港的法治基礎和社會安寧。

擲磚縱火在美可重囚30年
美國紐約警察總局前副局長莫虎說，在紐

約，如果出現有人故意攔截地鐵、公路，會
立刻遭到警方逮捕；如果有人對警察動手，
哪怕用手推一下，警察就可以使用警棍，並
馬上給襲擊者戴上手銬；如果在遊行過程中
出現類似丟擲磚頭、瓶罐甚至縱火等行為，
造成後果嚴重者可被判30年徒刑；如果造
成了警察受傷，會被視為「加重攻擊罪」。
他並介紹，紐約警方會在一定範圍內將遊

行示威者包圍，不讓他們打「游擊戰」，設
幾個出入口，如果有人想加入遊行，警方會
在出入口搜查包裹，任何有攻擊性的物品，
諸如雨傘、棍棒以及鋼帽等一律不准帶入遊
行區域。
莫虎認為，香港的遊行示威已經完全背離

了和平的軌道，香港警方表現得極為克制。

不過，警方還應該更加強硬，使用更加多
樣化的手段，守住底線，不能讓局面失
控。
他形容，有許多對社會不滿的人趁亂湊

熱鬧，看到遊行聲勢浩大，如果警方保持
克制，就會「小貓裝老虎」，「如果警方
逮捕1,000人，其他9,000人就會立刻消
失。」

倡增情報收集決策等訓練
美國康涅狄格州警政廳前廳長、有「神

探」之稱的李昌鈺表示，在美國，一般小
型的暴力遊行集會由地方警察處理，攝影
取證，事後逮捕；大的暴力遊行集會由州
警出動處理，消防車沖水驅散，用防暴車
分離示威者和群眾，現場逮捕領頭人或襲
警人員；如果規模更大、事態更嚴重，將由
國民警衛隊出動，使用煙幕彈、催淚彈等，
宣佈緊急命令、宵禁等。
李昌鈺認為，香港警方已經做得很不錯。

香港警方可以在以下方面多加訓練：一、情
報收集；二、情況研判決策；三、暴徒的隔
離和驅散。
曾於1976年至1991年在香港警隊任職的

英國人安迪．庫爾德雷克說，如果警方不運
用法律，那就意味着騷亂發生地將變為無政
府主義狀態。那些向警察扔磚頭、投擲汽油
彈的暴力分子必須被逮捕，繩之以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美國、法國、英國等國家的一些現役或退役警察指出，西方國家警方在處理

類似香港近期激進示威活動時通常採取立場強硬、果斷執法的方式，以盡快控制局勢。香港警方在處理暴動時

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冷靜、理智和克制，只使用了最低的武力去應對，但香港的遊行示威已經完全背離了和平的

軌道，警方應該更加強硬，必須將那些向警察扔磚頭、投擲汽油彈的暴力分子繩之以法，以免局面失控。他們

又相信，香港警方能維護香港的法治基礎和社會安寧。

香港文匯報訊 13日晚間至14日凌
晨，大量示威者於香港國際機場非法
集結，並禁錮、欺凌及毆打一名內地
旅客及一名內地記者。據中通社綜合
報道，中國多家官媒昨日就此發出評
論指出，毆打記者，等待香港暴徒的
是法律嚴懲。
人民網發表評論指出，從向警察投
擲汽油彈，到傷害內地遊客，再到毆
打記者……香港暴徒一次次迷信暴
力，得寸進尺，無法無天；其行為罔
顧法紀，令人髮指，是可忍孰不可
忍。該網評強調，圍毆記者，決不可
寬宥，這是對新聞倫理的踐踏，是對
公民權利的踐踏，也是對法律法規的
踐踏；暴行完全突破了道德和法律的
底線，暴徒必須受到法律制裁。
人民網評還說，正義的力量在匯

聚，越來越多的人反對暴力、反抗暴
徒，向一切犯罪行為說不，向一切暴
力分子說不！暴徒的惡劣行徑，嚇不
倒有正義感的世人，更阻擋不了維護
香港安寧的決心。邪不壓正，還香港
朗朗晴空！
《人民日報》發表「人民銳評」

說，此起事件迅速「輻射」，之所以
讓人愕然而震驚，不僅在於暴徒又一
次踐踏了法治精神，更在於暴力行徑
傳遞了令人不安的危險信號。如果說
此前向警察投擲汽油彈，侵犯的是警
察執法權，戕害的是社會穩定，那麼
此次傷害手無寸鐵的旅客，特別是圍
毆記者，無疑更瘋狂，也更觸及社會
承受度，再次突破了道德和法律的底
線。
「人民銳評」指出，這種行徑如不

依法規束，後果將不堪設想。暴力與
法治社會不「兼容」，安寧是當下香
港的最「剛需」。基於此，暴徒越是
猖狂，越是肆無忌憚，越須採取果斷
而有效的手段，向一切犯罪行為說
不，向一切暴力分子說不！人民網評
又重申，「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這是香港當前壓倒一切的最重要最緊
迫的任務。
央視快評批評說，暴徒就在香港機

場這樣的公開場所，明目張膽地禁
錮、毆打內地記者，他們通過自己的
殘暴行徑，再次坐實了暴徒身份，正
在向恐怖主義行徑狂奔！暴徒對內地
記者進行的殘忍攻擊，已經超越了文
明社會的底線。「如果還有誰為暴徒
撐腰，還稱他們為民主人士，那就是
暴徒的幫兇和同謀！」

官媒：等待暴徒的是法律嚴懲

■西方國家的一些現役或退役警察表示，香港警方在處理暴動時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冷靜、
理智和克制，但指遊行示威已背離和平軌道，認為警方應該更加強硬。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暴徒連續兩天癱瘓
香港國際機場，剝奪市民及旅客出入
境自由，更濫用私刑，圍毆內地旅
客，暴行令人髮指！本港教育界人士
昨日出席大公報舉辦的教育座談會
時，強烈譴責暴徒行為，直指是已有
恐怖主義的苗頭出現，呼籲暴徒盡快
自首，政府應加強執法力度，盡快止
暴制亂，揪出暴力事件的幕後黑手，
還社會安寧。

鄧飛籲查「幕後金主」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直言，近
日的激進示威就算「無大台」，但也
有「幕後金主」，他說：「警方的執
法對象不能僅僅面對前面的青年人和
青年大學生，雖然他們做出很多過激
的行為，例如掟燃燒彈，顯然背後有

人出錢為他們添置裝備，而且有人在
現場散貨，這完全超出『自發』的層
面。」他認為，警察執法力度應該首
先放在金主之上。
鄧飛直言，部分青年人的「仇恨
感」並非短時間可以消除，但是可先
解決眼前問題，就是揪出「黑手」，
他說：「既然香港警方的情報單位可
以在荃灣、火炭、天水圍等地準確找
到爆炸物的窩藏點，而潑墨國徽的人
廿四小時就捉到，證明警方並未喪失
情報能力。如果我們真的希望保護青
年人，不再進一步犯錯，應該將執法
的矛頭指向幕後的金主，相信警察一
定可以做得到。」

呂維加憂港隨時被毀
參加座談會的香港大學矯形與創傷

外科學系教授呂維加認為，以反修例
為借口的暴亂早已變質。從前晚的機
場事件來看，已有恐怖主義的苗頭出
現。他形容香港現在就像在懸崖邊
上，隨時都有被摧毀的危險，迫切希
望這場暴亂能靠警力、靠各方面的力
量去制止。
呂維加表示，「看到機場的暴亂，

心裡不是滋味，如果控制不好，隨時
要了香港人的命，令香港跌入深淵，
所以這種環境既要依靠警力，亦要依
靠各方面的力量來盡快平息暴亂。」

鄭利明批部分傳媒偏頗
香港城市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鄭利明

亦直言，完全支持警察立即去清場，因
為不單是內地記者付國豪受害，其他內
地的朋友亦在機場長時間被困。他又譴
責一些報章竟然不提這些血淋淋的事
實，甚至連內地記者被圍毆的照片都不
敢放出來，實在有違公平、客觀、人道
的職業道德。

刑天斥「黃媒」一言堂
香港大學教授刑天表示，暴徒癱瘓機

場當晚手機群組有多達兩百多條未讀信
息，「看到一名內地記者被圍毆，深夜
四點醒來，心情很沉重，就再也睡不着
了。」她承認，香港有很廣闊的言論自
由，特別是縱暴派媒體，「我們香港口
口聲聲說有言論的自由，但現實是看到
媒體的一邊倒和一言堂，這種媒體的野
蠻做法把其他人的自由屏蔽了。」她直
言他們才是被邊緣化的群體，在這個自
由的時代卻被縱暴派媒體剝奪了其應有
的發聲自由。

大公報座談會籲暴徒速自首

■大公報昨舉辦教育座談會，與會者強烈譴責暴徒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