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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和理散」警：無衝就不動武
「紅土」
維園續有堵路毀公物 部分暴徒圖襲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縱暴派與暴民繼

續聯手，以遊行搞亂社會秩序，分別在上周六的
「光復紅土」，及周日所謂「流水式」的維園集
會，再次出現堵塞道路、毀壞公物等惡行。警方昨
日在記者會上指出，周日維園集會時，大批參與者
走出馬路，並向金鐘方向前進，在告士打道以雜物
阻塞道路，令附近地區交通癱瘓，亦有個別衝擊事
件及少數人試圖襲警。由於警方沒有介入，且集會
■17日晚，大批暴徒在街上與警方對峙。

最終亦在和平有序的情況下結束，印證了示威者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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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激進或暴力方式衝擊警方，警方亦不會使用武
力，呼籲市民參與活動時繼續使用和平理性的態
度，不要影響其他市民的生活。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表示，周六紅磡遊行時，有
部分示威者未有按照不反對通知書原定路線，佔據及堵

塞馬路，有示威者更塗污附近建築物外牆及掟雞蛋，其後部分
人集結在旺角警署外，以鐳射光照射警員，並向警員掟雞蛋及
雜物，並將鐵馬及卡板放置路中心，嚴重阻礙交通。
他續說，警方向示威者發出多次警告，卻未受到理會，故別
無他法下在晚上7時作出驅散行動。

謝振中表示，其間有身處行人天橋上的示威者向橋下警車投
擲垃圾桶，擊中警車車頂使其凹陷。他說，當時橋下亦有其他
市民、記者和警員，如果被垃圾桶擲中將會是致命的，因此警
方由橋下向橋上發射一枚布袋彈，及後示威者後退並停止暴
力。他說，當時千鈞一發，根據專業判斷警方須立即制止這種
危險的行為，他認為發射布袋彈的做法是恰當及正確的。
對於警方早前反對遊行，但結果周末並無暴力衝突發生，有
記者質疑警方風險評估是否有問題。謝振中表示，不認為警方
在 8 月 15 日或早前的評估有任何的失誤，原因是過去兩個月周
末經常發生大型公眾活動被騎劫或出現暴力事件，評估亦根據
當刻的情況蒐集，強調是次活動無暴力事件發生不代表警方的
評估有錯失。

近距射椒符安全指引
提及8月11日，警方在太古港鐵站內持「胡椒球發射器」驅
散群眾，警隊行動部警司方志堅指，公開「胡椒球發射器」的
最低及最高射程，將會影響警隊戰術及行動安排，但強調警方
當時是在安全距離下發射胡椒球，且從不同片段可見，當時發
射距離約一兩米，是符合生產商的安全指引。
方志堅解釋，「胡椒球發射器」與一般槍械不同，它即使在
近距離下亦不具穿透性，目的是產生催淚煙的效果，驅散並拘
捕暴力者。
對於8月11日尖沙咀有少女右眼受傷事件，有組織罪案及三
合會調查科高級警司李桂華表示，現時仍未能確認少女受傷的
原因。

■17日晚，有暴徒在旺角堵塞馬路。

資料圖片 ■17日晚，暴徒用激光攻擊警方。

網民煽周六再塞機場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
& 警司江永祥昨日在記者
會上批評，有網民欲計
劃在 8 月 24 日（周六）
當天發起另一次堵塞行
動，企圖妨礙機場運作。警方對此十
分關注，並勸喻市民切勿妨礙旅客往
返機場。
網 民 昨 日 發 起 所 謂 「8． 24 和 你
塞」行動，聲稱以「最和平、不分
化、不受傷、不被捕」，但真正的目
的卻是要令進入或離開機場的交通壓
力急速上升、機組人員因無法進入機
場或遲到而使航班延誤，及煽動示威
者在港鐵青衣至東涌站不落車，「做
成朝9晚6式地鐵」，明顯想要再次重
演癱瘓事件。

警籲勿礙旅客往返
江永祥對此作出批評，並強烈勸喻市
民切勿妨礙旅客往返機場。他指出，根

據香港法例，第四百九十四章 《航空
保安條例》 第十五條，任何人利用任
何器件、物質或武器，或以任何其他方
式，故意在服務國際民航的機場內作出
任何暴力行為，而該暴力行為導致或相
當可能會導致死亡或嚴重人身受傷；及
危害或相當可能會危害該機場的安全運
作或該機場內的人的安全，屬刑事罪
行，可以判囚終生。
上周一（12 日）及周二（13 日），
有黑衣暴民藉口「還眼行動」，連續
兩天非法「佔領」機場客運大樓，並
且粗暴地以行李車、「人盯人」等卑
劣手段，阻止旅客登機，導致機場被
癱瘓，其間更發生黑衣暴民非法禁錮
和毆打內地記者和旅客的惡行。社會
各界對此予以強烈譴責，並要求警方
嚴正執法。警方已於上周五（16 日）
拘捕一名涉案的 19 歲黑衣青年，昨日
再拘捕多一名23歲涉案女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逾 5000 人聯署批記協偏袒暴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批香港新聞
工作者上周末在網上發起強烈譴責香港記者協會
（記協）的聯署行動，不滿記協於過去兩個月，
在反修例風波中屢次持雙重標準、偏袒暴徒。聯
署行動短短三天之內就已經有超過 5,000 人參
與，當中包括約 200 名新聞界人士。目前聯署人
數仍在不斷增加中。

不提兩內地記者遭受暴力
聯署行動發表聲明批評，就近日兩名內地背景
記者遭受暴力對待的事件，記協的聲明對於兩人
遭遇殘暴對待隻字不提，反而以輕描淡寫的措辭
含糊交代事發經過，充分發揮「語言偽術」。同
時，記協又聲言兩名記者沒有佩戴記者證，暗示
兩人行為不當，為暴徒的違法行為製造合理性，
處處顯示出偏袒暴徒的企圖。記協的做法違背了
其自稱維護記者權益、捍衛新聞自由的宗旨。
聲明強調，媒體監督權被列為行政、立法和司法
以外的第四權，記者被稱為無冕之王，由此可見媒
體的重要性和嚴肅性，因此記者的報道務必做到客
觀、公正、中立。記協作為本港媒體工會之一，更

◀▲13 日，大批暴徒圍毆一名內地旅
客，更一度阻止救護員將他送院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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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應該秉持這一理念。但是從記協過去兩個月的表
現可以看出，其立場明顯偏袒，令人不得不懷疑到
底是否一個獨立自主的團體。近年本港媒體水平每
況愈下，記協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資深傳媒人聯會促港台秉持公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資深傳媒
人員聯誼會昨日發出致廣播處長梁家榮公開信，
批評一些新聞從業員忘掉了他們的使命，在報道
新聞時，拋棄事實的全部，只根據自己的立場作
選擇性報道，甚至扭曲真相，「這些從業員也包
括香港電台的一些記者和編輯。」強烈要求廣播
處長正視問題，敦促屬下員工，毋忘傳媒人應秉
持公正立場，全面報道事實真相的原則，「否則
香港電台今日愧對市民，明天將愧對歷史！」
公開信指出，香港電台自香港回歸後的立論偏
頗，早已為廣大有識之士所詬病，雖屢諫而未見
改善，反而變本加厲。在最近的反修例風波及其

所引發的暴亂中，這種歪風尤烈，香港電台不但
對暴亂作選擇性報道，更為反政府分子提供煽惑
市民的平台，甚至有香港電台記者竟聯同暴徒欺
凌不同立場的同行！

屢打斷發言「公審」
特首
信中列舉，近日，代表香港電台出席一個警方
記者會的一名女記者，不斷粗暴打斷副警務處長
鄧炳強的發言；另在兩次特首記者會上，該名女
記者與另一名香港電台的女記者，分別厲聲尖叫
打斷特首的發言，態度極端無禮，完全站在暴徒
那邊。「她們不是作為記者提出問題，而是充當

發起聯署行動的新聞界同行指出，如果記協繼
續只問立場、不問是非，損害的將是香港傳媒界
整體的利益，將考慮去信國際記者聯盟，要求取
消記協的成員資格。

法官作審判。她們不但欠缺新聞工作者的道德操
守，甚至連對人的基本尊重也欠奉，如此行為的
記者，讓我們這一群服務新聞業數十年的傳媒人
為之目瞪口呆，深感震驚。她們的宣示是否代表
香港電台作出立場聲明？而公然喝罵特首，是否
為反對派撐腰打氣？」
公開信又指，香港電台是花費公帑的政府電
台，不應扮演反政府、反警隊的角色，但在這場
風波中，有個別港台記者竟美化暴力，為暴徒撐
腰打氣，這是不可容忍的。香港電台應撥亂反
正，回歸正途。
公開信強烈要求廣播處長正視問題，敦促屬下
員工，毋忘傳媒人應秉持公正立場，全面報道事
實真相的原則，「期盼梁家榮先生就我們的關注
作出回應。」

警：維園集會無「喬裝警」

橋上擲垃圾桶毀警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對於網上有片段
流傳指，警察在 18 日港島
區的民陣集會中「喬裝示
威者」，亦有傳言指有警
察子女「被綁架」等謠
言，警方昨日舉行記者
會，澄清該批傳言不實，
呼籲市民切勿相信網傳謠
言，批評散佈謠言者別有
用心。
近日網上流傳片段指，
十幾名身穿黑衣的人士，
自行開啟灣仔警察總部外
「水馬」閘門，之後疑進
入警署對開範圍。有網民
懷疑片中的黑衣人為警
察，並聲言再有警員「喬
裝成示威者」、「混入集
會」中。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
司江永祥表示，當晚 10 時
40 分 左 右 ， 一 批 穿 深 色
衫、當夜更的警員正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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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但由於附近交通繁
忙，他們下車後徒步行入
警署。他說，昨日維園集
會並無派出「喬裝警
員」。

謠傳警子女遭綁架
江永祥亦澄清多個網上
傳言，有傳「警察子女被
綁架，高層刻意隱瞞」，
他強調絕無此事，並批評
散佈謠言者別有用心，呼
籲市民切勿相信。
另外，網上有傳警方從
速遞公司搜出數千萬元用
作支援示威活動的現金，
江永祥表示，警方從沒有
接報亦未有處理過該些案
件。
至於網上有呼籲捐款幫
助警員購買裝備，他指警
隊或職方協會從沒有籌款
購買防激光眼鏡等裝備，
籲市民不要誤信。

醫護黑口罩示立場
葛珮帆促醫局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多間公立醫院的醫護近日
在院內集會，不單大肆抹黑警
方執法行動，有到伊利沙伯醫
院求醫的市民還反映，部分醫
護人員當值時也戴着黑口罩、
黑絲帶工作，令人感到不安，
遂向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作出投
訴。葛珮帆已去信醫院管理局
主席梁智仁促請醫管局訂立指
引，醫護人員不應在工作崗位
上展示其政治立場，並向病人
提供一視同仁的服務。
葛珮帆在信中指，有市民在
伊利沙伯醫院求醫時，看到有
醫護人員戴着黑口罩和黑絲帶
值班，令求診的市民甚感不

安；早前更有醫護人員被發
現，在網上發表仇警言論，另
外部分醫護人員無視病人、警
員及警員家屬的情緒，在醫院
設置「連儂牆」，將政治問題
帶入醫院範圍，使病人和警員
家屬擔憂到醫院求診時，會否
因政見不同，而無法獲得適切
治療。
葛珮帆就上述事件去信梁智
仁，要求醫管局跟進事件，盡
快訂立相關指引，以確保醫護
人員不會再在工作崗位上展示
其政治立場，從而釋除病人及
警員家屬的不安情緒，並確保
以病人福祉為先，向病人提供
一視同仁的服務。

副校監胡懷中：
仁大生勿參與暴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
韻）反修例事件越演越烈，走
上街頭的不少更是大專學生。
樹仁大學副校監胡懷中昨日發
出公開信，明確表示暴力從來
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呼籲學
生不要參與其中。
胡懷中昨日就反修例風波
事宜，向全校教職員及學生
發信，形容本年暑假「漫長
及煎熬」。他在信中表示，
暴力從來不是解決問題的方

法，堅決反對任何群體作出
任何形式及程度的暴力行
為，並強烈呼籲學生，不要
置身於暴力之中。
胡懷中又提到，面對社會紛
爭，校方已經成立由管理層組
成的危機小組，並會對受影響
學生作出支援。至於有組織呼
籲開學罷課，他強調仁大老師
將會繼續授課，教職員會緊守
崗位，堅持不懈，讓同學在學
業知識上持續有所增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