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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抗日烈士 無知更無良
暴徒塗污紀念碑 建制斥行為野蠻泯滅良知

香港文匯報訊 民建聯主
席李慧琼、副主席周浩鼎昨
日與美國駐港總領事史墨客
會面。李慧琼在會後表示，
美國國會討論的所謂《香港
民主與人權法案》屬過度反
應和沒有必要，一旦法案通
過，中央和特區政府或會採
取相關的反制措施。
李慧琼和周浩鼎在與史墨
客會面期間，就有關《香港
民主與人權法案》表達意
見。李慧琼在會後指出，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已公開表示
會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
訂草案，故因修例而引發的
疑慮已不存在，討論所謂
《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屬
不必要。
她批評，美國嘗試以其本

地法例去影響及干預其他司
法管轄區的內部事務，並不
恰當，亦非國際社會慣常的
做法，特別是在中美關係緊
張之際，美國貿然通過此法
案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只會
加深中美雙方的不信任，令
中美關係更緊張，也不利兩
國民間交流和全球經濟的發
展。
李慧琼說，史墨客已答應
將昨日的會面情況轉達給美

國國會和政府，民建聯將視乎具體情
況，決定相關後續跟進措施。

周浩鼎：美利益同受損
周浩鼎表示，美國國會一旦通過有
關法案，不排除中央政府或香港特區
政府會作出相應的回應或反制措施，
此舉對各方沒有好處，特別是香港與
美國的經貿往來密切，倘若美國輕率
地通過法案，以至動搖香港與美國的
關係，美國方面的利益，亦會受到一
定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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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公
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在聯合國人
權理事會上以謠言當證據，對警方
作出種種「指控」，警方前晚深夜
發稿對其言論表示非常遺憾，指面
對暴徒目無法紀的違法行為，警方
一直保持高度克制，並就陳淑莊聲
稱「警察令『爆眼女』失明」、
「警察施暴羞辱」等種種肆意抹黑
作出嚴正回應。
陳淑莊「隨口噏、當秘笈」地在

國際上抹黑香港警察，警方前晚發
稿逐一回應有關謠傳的「指控」。

指尊重被拘留者權利
就陳淑莊在發言中提及警方的羈

留搜查程序以及被拘留者的權利，
警方重申，一向尊重被拘留者的權
利，在不會對調查工作或司法程序
造成很可能出現的不合理延誤或阻
礙的情況下，警方會盡快安排被拘
留者與親友及律師聯絡。
同時，警方在醫院調查任何個案

或進行任何行動時，並不會阻礙任
何人接受治療，同時絕對尊重病人
私隱，以及任何人應有的其他權

利。
至於陳淑莊繪影繪聲稱有女被捕

人被「無理脫衣搜身」，警方強調
對就羈留搜查有既定的程序及指
引，必定要有合理原因才會考慮進
行脫衣搜身，搜身時亦只會安排與
被搜身者為同一性別的警務人員進
行。

籲有證據者應舉報
警方強調︰「至於陳議員指有被

捕者被警察施暴及羞辱，警方已多
次澄清，沒有收過任何正式的報案
或投訴。警方對於此等無證據的嚴
重指控非常重視，亦對該等消息來
源存疑。警方再次呼籲任何人若有
真憑實據，必須作出舉報，讓警方
可以跟進調查。」
就被指暴眼的女暴徒一事，雖然

早前已有媒體報道該女子並無失
明，但陳淑莊仍聲稱警方「以布袋
彈射向一名女子，令其一隻眼失去
視力」，警方嚴正指出，有關個案
仍在調查中，並正牽涉一項法庭程
序，「故在未有調查結果前，任何
人也不應對事件妄下結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早前展示極大誠意，邀請全港
區議員出席今日舉行的「對話會」，惟煽
暴派拒絕溝通。繼公民黨後，民主黨日前
亦發表聲明，稱該黨全體區議員不會出席
會議，並以「回應」五大訴求作為對話前
提條件。多名區議會副主席、議員昨日回
應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民主黨以所謂
破壞法治精神的「五大訴求」為對話前提
條件，反映其毫無溝通之意，為一己私利
不惜放棄尋找當下困局出路的機會。
一直「樂於」與外國勢力「溝通」、

乞求對方干預香港事務的煽暴派，一直拒
絕與特區政府溝通。民主黨日前發表聲
明，稱該黨全體區議員決定不會出席「對
話會」，並聲言「五大訴求，缺一不
可」，若林鄭月娥不「回應」相關「訴
求」，則「不需要對話」云云。
該黨更將拒絕為社會尋找出路的責任

無端推諉給特區政府，聲稱「對話會純粹
是公關策略」，「看不到實際意義和特區
政府的誠意」云云。

黎榮浩：執己見無助突破
黃大仙區議會副主席黎榮浩批評民主

黨缺乏溝通誠意，認為政治就是協商的藝

術，並質問暴亂事件已經拖了數個月，是
否還要繼續「撐」下去，令事情僵持不
下？
他認為繼續喊出空蕩蕩的口號，或是
各執一詞都不切實際，不如大家開心見
誠，提出實際具體意見，從中找出一個突
破點，再尋找解決方式。

譚榮勳：「五大訴求」難接受
大埔區議員、新社聯總監譚榮勳亦認

為，民主黨毫無溝通之意，提出所謂「五
大訴求、缺一不可」的口號，令人感到是
要求特區政府「先跪低」，公然向特區政
府施下馬威。他強調，所謂「五大訴求」
的內容，部分違反法例，不能為一己私利
而違反法治精神，無論特區政府還是大部
分市民均不能接受。

陳學鋒：應棄成見解難題
中西區區議會副主席陳學鋒認為，作

為民選議員，有責任代市民反映各種意
見，而相信市民除了政治訴求外，還有很
多民生問題，既然特首已經伸出橄欖枝，
就應該放下成見，把握機會，坐下來直接
向特首提出訴求，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方
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縱暴派
昨日繼續炒作 8 月 31 日太子站有 3 人
「死亡」的謠言。公民黨黨魁楊岳橋
（戇橋）昨日召開記者會，聲稱取得一
份消防處記錄，顯示有3名傷者「突然
從記錄中消失」，又邀請了3個報稱為
消防處職員的人「解讀」，誓要三人成
虎。消防處昨日回應事件一一釐清誤
解，指消防通訊中心的行動記錄及相關
文件涉及大量專門用語及行動資料，並
批評有自稱消防處人員在不熟悉有關運
作、當晚的行動細節及事故背景下片面
解讀行動記錄是不負責任。該處嚴厲批
評再有內部資料外洩及有關人等的行
為，並對此表示極度遺憾。

片面「解讀內部資料」

楊岳橋昨日煞有介事舉行記者會，聲稱
取得了一份8月31日晚至9月1日凌晨的消
防處個案記錄（Incident Log），並邀請了
3個戴帽、戴墨鏡、戴口罩，與暴徒同款打
扮但聲稱為消防處職員的人去「解讀」。
楊岳橋等人稱，記錄顯示，當日最初的
傷者記錄為9人，其後改為10人，但在26
分鐘後又被改為7人，質疑有3人「突然
從記錄中消失」，但就不曾質疑記錄中一
度多出一人。他們並稱，記錄中有26分鐘
的「空白時間」，而記錄在9月3日和9月
10日曾被更改，質疑在事發數日後才更改
記錄是「罕見」、「不尋常」云云。

消防重申事後已核實資料
消防處昨日回應時指，事故記錄（In-

cident Log）載有事故的相關資料，包括
現場主管與消防通訊中心聯絡的訊息。
由於在處理事故期間，一般需要在短時
間內處理大量訊息，所以在記錄上可能
有些不清楚的地方。同時，在處理事件
過程中亦很多時以電話對話方式與通訊
中心聯絡。故此，為確保事故記錄反映
真正實況，在完成行動後，消防通訊中
心會於有需要時與現場主管再核實資料
及翻聽錄音，以補充或修正事故記錄，
「此舉為消防通訊中心一貫做法，特別
在大型事故中常見，而並非有人在一知
半解的情況下指為罕見。」
就處理8月31日太子站事件而言，消防
處指，通訊中心人員當晚多次與現場救護
主管核實港鐵太子站的傷者人數及資料，

「為確保我們就該事件所提供資料的準確
性，本處人員連日來翻聽超過700條的相
關錄音，亦再三與現場主管核實所有行動
過程，並把相關資料補充在行動記錄，務
求更準確地整理有關事件的事故記錄。」
消防處強調，消防通訊中心的行動記錄及

相關文件涉及大量專門用語及行動資料，
「有自稱本處人員在不熟悉有關運作、當晚
的行動細節及事故背景等情況下片面解讀行
動記錄，實在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同時亦很
容易會混淆或錯誤解讀某些訊息，而引起更
加多不必要的猜測或誤會。」
「對於再有本處內部資料外洩及上述人

士的行為，引起公眾對消防處誠信及當晚
處理事故人員作出質疑，本處對此作出嚴
厲批評，亦表示極度遺憾。」消防處指。

烏蛟騰抗日烈士紀念碑是為了紀念東江
縱隊港九大隊先烈為抗擊日本侵略者

所設。1941年香港淪陷，進入三年零八個
月的日佔時期，當時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
東江縱隊曾派出精英成立東江縱隊港九大
隊，烏蛟騰就是此隊的重要基地。
1942年農曆8月16日，日軍包圍烏蛟騰
村，強逼村民繳械，並且供出游擊隊隊員
的身份，村長李國藩與多名村民堅拒妥
協，終被日軍折磨致死。至香港重光後，
村民在烏蛟騰一處山坡樹立紀念碑，緬懷
犧牲烈士。後來村民認為該地方太偏僻，
遂遷至現址。

陳克勤：毫不尊重先人
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昨日在fb上載多張
照片，顯示烏蛟騰抗日烈士紀念碑多處被
塗鴉。他狠批，不知道塗污者的腦袋到底
裝些什麼，「但我肯定知道他對香港的歷

史毫無認識、對烈士先人毫不尊重！」
陳克勤指出，香港被日本佔領時期，就

是東江縱隊從事抗日游擊戰。當時不少隊
員都住在烏蛟騰村，那裡是東江縱隊的重
要基地。其後該村遭到日軍圍攻，很多村
民慘被殺害，於是立碑紀念。
對有人竟塗污紀念碑，陳克勤怒斥︰
「這種野蠻的、良知泯滅的破壞行為，已
經令我無法理解。」他表示，表達訴求從
來都是沒有問題的，但要用到這種方式去
宣洩對國家民族的不滿，一般人絕對不會
接受，「這不禁令我想起汪精衛，年輕時
是革命黨的頭號『義士』，後來變成頭號
大漢奸。多讀歷史，還是真有需要。」

葛珮帆：應予嚴懲譴責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對有人塗污破

壞抗日烈士紀念碑感到十分憤怒，「不論
什麼原因，都不應侮辱為國家及後人的安

定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抗日先烈
們！……這種對先烈大不敬的行為應受到
嚴厲譴責及懲罰。」

郭偉強：是否連道德都放棄？
工聯會議員郭偉強說，塗污紀念碑者
的行為缺乏表達訴求的基本素養，更是
違法的，「那些是抗日烈士，與現在他
們講的所謂『義士』，完全是兩回
事。」
他指出，當年抗日烈士面對的威脅和處

境都十分慘烈，是毫無爭議的歷史內容，
如果他們現在連這些重要史實的紀念碑都
塗污，足以看出他們對歷史極不尊重，
「這班人究竟是否真的為了政治訴求連道
德都放棄？」
郭偉強指出，現在暴徒和縱暴派所堅持

的訴求是缺乏理性的，更以打擊香港整體
利益為大前提，對香港的傷害很大，「大

家都認同坐在同一條船，就容易點解決問
題了，如果有人特意想要沉船，只是對話
是無法解決問題的。」

吳永嘉：對烈士大不敬
立法會工業界（第二）議員吳永嘉就表

示，紀念碑所紀念的人是為國家和香港做
了很多事，「我們應該為他們驕傲，他們
犧牲了生命，為了民族做了這麼多事情，
對他們不敬，是不可以接受的。」他認
為，作為中國的香港人，是應該要向烈士
致敬，而這些人以表達訴求為借口，卻對
為香港犧牲的烈士不敬，必須給予強烈譴
責。
吳永嘉續指，現時特區政府已經邁出第

一步，也盡力回應了訴求，「如果還繼續
破壞社會安寧，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吳永嘉強調，即使表達訴求亦應該保持理
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在「九一八事變」的前

一天，香港唯一一個國家級

抗戰紀念設施—烏蛟騰抗

日烈士紀念碑多處地方被噴

塗上「反送中」、「反送中

『列士』」等字樣。多名建

制派議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批評，這種破壞行為

是野蠻的、泯滅良知的，

「那些是抗日烈士，與現在

他們講的所謂『義士』，完

全是兩回事。」

警重申高度克制
批評陳淑莊隨口噏

戇橋死咬「8．31」死人 消防譴責誤導公眾

鴿黨「落閘」拒對話
區議員批為私忘公

■紀念碑遭噴上「反送中」字句。陳克勤fb圖片

■李慧琼及周浩鼎昨晤史墨
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紀念碑遭暴徒破壞。 陳克勤fb圖片 ■門牌同遭黑手破壞。 陳克勤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