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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被稱為「無冕之王」，行使輿論監督第四權，
是深受社會尊重的職業。但在過去幾個月的連串違法
暴力衝擊中，現場有不少真假難辨的記者，經常隔在
警方和暴徒之間，不是全面記錄事件過程，而是將鏡
頭對準警方，千方百計找警方執法的錯漏；更有穿記
者黃背心的人，有意無意間阻延警方執法。一位資深
行家睇唔過眼，直言：「報道真相是記者天職，但同
時都要尊重警方、消防等紀律部隊執行任務的責任，
不能名為採訪、實為阻差辦公，更不能替暴徒打掩
護。要知道，天職不等同特權，記者犯法同樣要受

法律懲處。真記者絕對支持警方捉拿、依
法懲處假記者。我們不

想假記者魚目混珠、胡作非為，把記者的名聲搞
臭。」
在剛剛過去的周六日，暴徒四處縱火、破壞港鐵，
暴力進一步升級。警方在制止暴徒的過程中，與前線
記者發生一些摩擦，記者的角色再受關注。資深行家
分析：「警員與記者之間的問題揮之不去，原因好
多。首先是有記者不聽勸告，總是站在執法警員面
前，警方勸極都不離開保持距離，增加警方執法的難
度，也增加記者被波及的風險；第二，記者真假混
雜，有人用各種假證件扮記者，有些場合直情記者多
過暴徒；第三，警方拘捕暴徒的時候，有在場記者不
斷要示威者大聲讀出自己的姓名和電話號碼，有人
話，咁樣做一來可以通知其他人將被捕者在網上的罪
證刪除，二來可盡快請律師出來協助。這些情況前所
未見。以往記者都不會這麼『零距離』採訪警方執

法，個中原因恐怕阻礙警方執法、攪局多過真

採訪。」
隨着暴力升級，記者阻礙警方執法的情況也愈演愈
烈，資深行家表示：「雖然我都是記者，但我支持警
方秉公執法。記者不應該有特殊待遇，公眾知情權不
是阻礙警察執法權力的理由。根據本港法例，不管記
者、議員，任何人阻礙警方執行職務，都可被控阻差
辦公，一經定罪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6個月，情
節嚴重更可判監兩年，如果推撞警員更可以控以襲
警。」
「至於用假記者證，更涉嫌使用虛假文書和詐騙，

兩罪都可被判最高14年監禁。」資深行家認為：「真
假記者圍堵警方執法的場面，不是今天才有，已經持
續好幾個月。其實香港警察真是好斯文好克制，即使
有記者妨礙執法，警方都無拘捕驅趕，只是勸喻阻礙
執法的記者離開。其實，警方應該揸正來做，這不僅
有利警方執法，也有利減少警方與記

者發生不必要的摩擦，甚至也減少記者受傷的風
險。」
資深行家指出：「記者有採訪報道的自由，但必須

符合法律。有些記者採訪阻礙警方執法已有違法之
嫌，被人質疑扮演了暴徒的保護傘；產生衝突，這些
記者又指責警方濫用武力、打壓新聞自由，這恐怕對
警方也不公
平。香港是法
治社會，總而
言之，記者採
訪、警方執法
都應依法辦
事，不要讓局
勢 亂 上 加
亂。」

假「記者」之名行阻差之實 應受法律懲處

縱暴派文宣謠言滿天飛，所述的「版本」更是「五
時花六時變」，常透過facebook在網上分享所謂

「獨家消息」（見表），令謠言愈傳愈烈。縱暴派的
如意算盤是，把矛頭直指警方，然後藉着一些子虛烏
有的謠言，作煽動市民上街的籌碼，以達到其預設的
政治目的。

梁志祥：看清如何勾外力
全國政協委員、新社聯會長梁志祥批評，縱暴派的

虛假文宣攻勢，已非近期的事情，之前早見於各級選
舉。縱暴派議員之前在立法會反對政府政策時，也常
以各式各樣的文宣，將議案拖垮。今次縱暴派的文宣
攻勢，只是在外國勢力撐腰下，力度較過往急增而
已。市民應該清楚縱暴派的真面目，看清楚他們如何
與外國勢力勾結，不要再被縱暴派誤導。

郭偉強：圖損警方權威性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認為，從種種證據顯示，

縱暴派一直將矛頭對準警方，不斷製造海量的虛假文
宣抹黑，企圖打擊警方執法權威性，令市民產生仇警
情緒，目的就是為暴徒的嚴重暴力行為開脫，及達到
縱暴派不可告人的政治陰謀，完全是不折不扣的政棍
行為。

顏汶羽：市民應明辨是非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就指出，今次連場暴亂事件

中，縱暴派一直透過網上平台，不斷發放大量的虛假
文宣散播仇警，誤導公眾。市民應該全面掌握資訊，
明辨是非，揭穿縱暴派背後的目的。政府亦需要對謠
言盡快作出澄清，杜絕假消息的傳播。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在持續3

個月的暴亂事件中，

縱暴派以海量的虛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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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斷誣捏及抹黑

警方，讓暴徒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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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煽風點火，引發

連日圍堵太子港鐵站

和旺角警署的暴亂場

面；而立法會「議會

陣線」范國威，未經

「fact check （ 查

證）」就將女警搜查

女示威者，說成男警

搜查，極盡抹黑之能

事。多名立法會議員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一直以

來 ， 縱 暴 派 常 以 誇

張 、 斷 章 取 義 的 手

法，誤導公眾，並以

各種洗腦方式，讓市

民「先入為主」，手

段相當惡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
暴力衝擊持續3個月，香港面臨回
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社會的最大
公約數。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
梁愛詩日前接受央視採訪時強
調，港人要團結一心、反對暴
力，否則暴徒就會像「魔笛手」
一樣，帶着香港跌下深淵、斷送
香港前途。
梁愛詩直言，在香港，市民按
照基本法享有言論、集會和結社
的自由，有充分表達訴求的機
會，充分體現了「一國兩制」。
但是，「無論你對政府如何不
滿，請你先發聲止暴，關心身邊
的親人和朋友，疏導他們的誤
解。他們合理的要求，代向政府
表達。香港社會要團結起來，積

極發聲反對暴力，凝聚正能量，
讓香港盡快回復秩序。」
她表示，香港若是再繼續被

「搞亂」，就是被「魔笛手」帶
着一直跑到原野、跌下深淵，斷
送香港前途，大家一定要警醒。
「中央說，對香港特區有信心，
讓我們用自己的能力去解決這次
風波。」
梁愛詩認為，政府擔當政府的

工作，警方亦已盡其所能執法、
拘捕犯法者，全港市民亦要團結
起來，積極發聲反對暴力，凝聚
正能量，讓香港盡快回復秩序。

止暴制亂才能改善施政
她又指，特首林鄭月娥已多次

表示自己會走入社區、聽取民
意，並繼續邀請社會領袖、專家

學者等組成委員會，研究及檢視
社會深層次的問題，如住房置業
的困難、貧富懸殊、青年人往上
流動等。她坦言，在一個暴亂的
社會裡，無法開始研究、討論深
層次問題，所以要首先止暴制
亂，然後特區政府才能從各方面
改善施政，亦可以給市民有表達
其意見的渠道。

詩姐批暴徒像「魔笛手」
帶港墮深淵斷送前途

倘「港人權法案」通過
馬恩國料「一國兩制」不變

縱暴派假文宣呃人
虛假文宣

公民黨譚文豪

有一男子手持鎅刀指罵文理
書院學生，譚指警察永遠不
會拉藍絲的施暴者。
對於周日的大規模暴亂行
為，譚卻指強行取消集會，
強行驅散，向旅遊區、民居
有理無理狂放催淚彈，然後
話完全無影響。

專業會議莫乃光

屈人暴動、亂打學生個頭、
拗斷人手指之後，仲要虐待
年輕人用被警察打斷手指隻
手進食？變態人魔？

在「8．11」當日，被捕人
脫骹及骨折需鑲金屬片及螺
絲。

議會陣線范國威

9月2日，有女示威者窒息求
饒，但警方沒有理會，再踩
她手腕。

男警負責搜查女示威者，借
機抽水。
中大開學日，范聲稱一名內
地生支持罷課、「光復香
港」。

8月31日晚太子站有6名示
威者被警察打死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事實真相

警方已即時到場處理，初步
調查，列作傷人案。

事實上，周日的遊行，暴徒
四處破壞，縱火、打爛多個
地鐵站的設施。

警方在記者會表示，該名男
子是其中一名在現場逃跑的
人士，現場警員一直喝令他
不要跑，並上前制服他，以
非法集結罪名拘捕他。

一直只是縱暴派聲稱，未有
拿出實質證據。

警方已澄清，當日場面混
亂，警員知悉踩到女事主，
已立即縮腳，並用合理方式
作出驅暴。
警方證實，由女警負責搜
查。
實為該名內地生不滿學生宣
「獨」，並撕掉宣「獨」標
語。
醫管局：送院者無人死於廣
華醫院，經核實殮房記錄，
無任何遺體涉及8月31日集
會事件，網上消息並不正
確。

■警方指引規定須由同性警員搜身。圖為警方早前在觀塘站搜查多名男女。 資料圖片

■梁愛詩強調，港人要團結一
心、反對暴力。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國會將於當地時間9日復會，
一些議員此前曾敦促將《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提上
議程進行辯論和表決。有媒體擔憂，一旦法案通過，
除了北京必然反制，中美對抗會更激烈外，香港也被
綁上風火輪，當縱暴派、賣港派及暴徒受到鼓舞繼續
向前衝，加上外國勢力的介入，香港的「一國兩制」
可能提前變為「一國一制」。對此，香港法學交流基
金會主席馬恩國認為：「中央政府是信守承諾的，也
是尊重『一國兩制』的，不會因為美國的一個法案就
貿貿然結束『一國兩制』。」

美沽空恒指失敗必報復
據中通社報道，馬恩國大律師昨日在接受該社訪問

時分析指：「美國總統特朗普現在營造出一種氣氛，
令共和、民主兩黨都將矛頭指向中國。加上前幾天美
方原想沽空恒指，卻失敗了，沒能在香港政治不穩定
的情況下大賺一筆，他們絕對是懷恨在心的，必會加
以報復，所以此次法案通過的機會較大。」
在剛過去的周日，本港有數以千計的示威者舉着美

國旗，遊行至美國駐港總領事館附近，促請美國國會
通過該法案。有媒體形容，香港激進示威者請求美國

制裁香港，如同找人來拆自家的房子。這對香港的負
面影響有多大？馬恩國指出：「對於香港來說，首當
其衝的是在美國有資產、生意的官員或社會精英，他
們為了止損，必須從美國撤資。」

港製造業少出口影響微
該法案還要求美國國務院每年對香港自治狀態進

行認證，從而決定是否維持香港目前所享有的特殊
地位和待遇，包括獨立關稅區地位等。馬恩國認
為：「這或許會影響到香港『免稅港』的地位，例
如香港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可能要被徵稅。但問題
是，香港目前製造業所剩不多，主要依靠旅遊、金
融、零售等本土服務業及專業服務業，對出口的影
響應該不太大。」
對於美國國會推進涉港議案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日前已經清楚表明，美國國內的一些人執迷不悟、
是非不分，威脅推動有關涉港議案，對香港事務說三
道四，粗暴地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和堅
決反對。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前日也對此表示遺憾，
重申外國議會不應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內部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