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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嚴厲警告：搶槍後果自負
員佐協：若有人謀奪「第二生命」警員「別無選擇必作出唯一決定」

董建華：港陷危急邊緣 市民應撐警撐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政協副主席
董建華昨日就近月於香港各處發生的示威情況發表
聲明，指出香港已到危急邊緣，少數激進暴徒以各
類違法暴力行為，企圖挑戰法治、癱瘓政府。他對
此感到憤怒、痛心和憂慮，呼籲關心香港的人認清
現實，反對暴力，支持政府和警隊採取措施恢復社
會秩序。
聲明全文如下：

持續三個多月的政治風暴，已將香港推到
危急邊緣。 少數激進暴徒

利用社會的寬容，以堵路、縱火、毆鬥等違法暴力
行為，企圖挑戰法治、癱瘓政府。 我感到極度憤
怒，非常痛心，萬分憂慮。

我憤怒，是因為看到極端激進分子多次公然污
損、踐踏、焚燒國旗。 這不但觸犯了《國旗及國
徽條例》，更是對國家尊嚴的公開挑釁，是對「一
國兩制」原則底線的肆意踐踏，是對全國14億人民
感情的嚴重傷害！

我痛心，是因為近日連串侮辱國旗及暴力衝擊事
件，都有不少年輕人的身影，部分被捕青年只有十

二三歲。 年輕人受到煽惑，成為一些別有用心之
人謀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做出極之愚昧的行動，自
當承受法律制裁，這是何等悲哀的社會景況！

我憂慮，是因為連串事件，不但會斷送年輕人的
個人前程，甚至可能賠上全港700萬人的集體前
途。 假如任由違法暴力事件升級蔓延，任由小部
分害群之馬繼續綁架香港，繼續喪心病狂地製造恐
慌，「一國兩制」將何去何從？ 港人原有的生活
方式和享有的各項權利，又可以靠什麼保障？

我衷心希望，所有真正關心香港、愛護香港的人

都能夠深刻認清當前的危機，在關乎香港前途命運
的大是大非面前，以理智拒絕荒謬，以正義戰勝黑
暗，勇敢地站出來，堅定地喝止暴力，支持特區政
府和警隊採取必要而果斷的措施，捍衛法治尊嚴，
恢復社會秩序。

我衷心希望，在事件平息之後，政府和社會各界
能正視國民教育的重要性，加強青少年對中國歷史
文化與今日中國的認識，認真培育年青一代的國家
觀念，讓年輕人成為守護「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的中堅力量。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昨日在警
方記者會上指出，暴徒的暴力行為全

面升級，上周六進行大肆破壞，堵塞交通，
目無法紀，更有人意圖搶奪警員佩槍，指
「搶警槍」已由網上討論演變成實際行為，
警方對此作出最嚴厲警告，並表明若任何人
企圖搶去警察裝備或佩槍，警員必定會使用
相應武力制止，暴徒後果自負。

首重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
被問到若警員被搶槍會否開槍，警方行動
部警司方志堅表示，警員會盡量制止暴力事
件，但最重要是保障警員自身及其他人的安
全。警員若被搶警槍，會視乎當時情況使用
相應武力應對，並會按專業判斷，決定使用

哪種武力。
林志偉昨日向會員發信，批評暴徒假借追
求自由民主的旗號，極盡違法暴力破壞之能
事，令香港滿目瘡痍，直指暴徒的膽子愈壯
愈大，行動已徹底失去底線，上周末竟有暴
徒被拍攝到圖謀搶奪警察佩槍，令他忽覺香
港變得很陌生，自己彷彿身處一個無法治可
言的第三世界地方。

林志偉：佩槍如警第二生命
他表示，早已聽聞網上有惡徒煽動他人搶
去警槍以傷害甚至殺死警員，他反問：「知
道搶警槍意味什麼嗎？我告訴你，警槍是
（警員）執勤的第二生命，如果警槍被搶
走，意味生命也就不保，因警察從入職之

初，便知道必須盡一切方法保護自己的警
槍。」他警告暴徒：「只要你踏出這一
步，我們（警員）將在別無選擇下做出唯
一且必須的決定。」
對於暴徒早有預謀地追擊及包圍虐打持

不同意見的市民，聲言要私下了斷，林志
偉直指，這些襲擊手法與謀殺無異，兇殘程
度有如野獸，令人難以相信暴徒曾與市民生
活在同一社會內。「當初有人聲稱因為害怕
被滅聲和失去民主自由而要抗爭，如今卻用
盡方法去消滅異己者的聲音，以暴力和破壞
剝奪其他人的民主自由，實在耐人尋味。」
他又提到，儘管暴徒無惡不作，社會上仍

有不少公眾人物開腔支持，卻只有政府最高
層、警隊及少數議員對暴徒作出譴責，他再

反問：「難道其他議員、社會人士、傳媒機
構，政府各部門之中，已不存在有良心、有
承擔、有風骨的人站出來，堅決向違法的暴
力與破壞行為說不嗎？」

籲港人站出來與警同行
他強調，正義感驅使他與同袍堅守崗位，

站出來守護香港，但他們都是人，會疲倦、會
感到無力、會有被孤立的感覺，故他懇請所有

理性的香港人，尤其公眾人士打破沉默，讓他
們知道正義的人不是孤單的，亦讓暴徒知道：
香港不是他們可以橫行霸道的地方！
他最後指出，羅馬非一天建成，香港的穩

定繁榮亦然，憑藉幾代人的努力，打造成世
界上其中一顆最璀璨奪目的明珠，但持續的
動盪已將明珠玷污，變得黯然失色。他作為
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實在痛心疾
首，希望港人以行動珍惜香港這個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準
律師朱承曄在網上發表「黑警死全
家」等仇警言論，被投訴行為不
當，並冀律政司拒絕其律師資格動
議申請，該動議申請昨在高等法院
處理。朱稱有關仇警言論是其女友
借用他的facebook戶口發表，女友
亦已撰信致歉。高院法官陸啟康信
納其解釋，批准他正式宣誓成為律
師，又指事件演變成涉及公眾利益
並引起傳媒關注，相信朱會得到教
訓，明白自己衝動地行使言論自由
時亦需付出代價。
基於公眾利益，律政司昨日特別

派員到庭，律政司收到相關解釋
後，亦表示不反對朱成為律師的申
請，並重申律政司司長有責任在收
到對法律人員投訴時，協助法庭作
出調查。

女方已撰信致歉
高院法官陸啟康指，朱承曄解釋
有關言論實是女友借用他的face-
book 賬戶發表，並非他個人意
見，他知道後已即時刪除相關言論
及永久移除相關賬戶。朱的女友亦
已撰信解釋並表悔意，多名朋友亦
寫信證明他品格良好，不會作出相
關言論。
律政司及香港律師會研究事件後

信納朱承曄的解釋，故不反對其準
律師執業認許，香港律師會因應
《實習律師規則》亦發出符合資格
獲律師認許證明書。陸官表示，律
師會及律政司已接納朱的解釋為真
確，法庭亦不好作進一步查問，但
若有人誤導法庭，或他真有作出相
關言論，法庭必定會深究。

法官囑謹言慎行
陸官強調，有關仇警言論令人反

感及煽動仇恨，亦屬對警方及警員
無辜的家人咒罵及威脅，故遠超正
常對警隊的理性批評，屬極之無禮
且不當的言論。朱身為律師有責任
小心管理自己的社交平台賬戶，以
免惹人誤會，今次事件在社會上發
酵，就是他本人的責任，寄語日後
要小心謹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剛過
去的周六及周日，黑衣暴徒一連兩天在
多區暴亂，踐踏燒毀國旗，大肆破壞輕
鐵站，毆打無辜市民，向警車投擲燃燒
彈，更企圖搶槍。香港各界人士昨日繼
續強烈譴責暴力，希望所有愛護香港的
市民不要再沉默，要以實際行動向暴力
說不。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

唐英年強烈譴責暴徒的嚴重暴力行為。
他指出，暴徒肆意攻擊警務人員及警
車、毆打不同政見的市民，是公然挑戰
香港法治，擾亂社會秩序，絕對不能接
受，焚燒國旗的暴行亦是對國家主權的
挑釁和侮辱。他表示，全力支持特區政
府止暴制亂，特區警方全力執法，把暴
徒繩之以法。
全國政協常委林建岳表示，暴力衝
擊事件讓商界的正常經營受到打擊，
香港良好的法治社會秩序亦面臨嚴重
衝擊。他強調，法治及秩序不斷被破
壞，香港未必會「死」，但肯定會
「受內傷」，未來一段長時間都很難

恢復。香港百年基業若毀於一旦，則
香港未來沒有前途，青年更加沒有前
途。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

任、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德表
示，上周末暴徒的暴力手段不斷升級，
行為已恐怖主義化。他譴責暴徒和極端
分子罔顧社會秩序，危害他人安全，進
一步擴大暴力傷害的對象和範圍，將香
港推向極危險境地。
全國政協委員黃錦輝譴責暴力行為愈
演愈烈，縱暴派及暴徒為求達到自己政
治目的，而罔顧香港市民的安寧生活、
和平自由。
全國政協委員張學修強調，依法執
法、止暴制亂是香港的當務之急，暴力
示威不斷升級，早已遠遠超越「和理
非」原則，更升級至海、陸、空全方位
暴亂。他呼籲引用《緊急法》止暴制
亂，並立即通過《反蒙面法》，讓暴徒
無所遁形。
全國政協委員黎棟國嚴厲譴責上周末
暴徒的暴行，決不能接受公然踐踏、焚

燒國旗等挑戰國家主權的行為。
他呼籲香港市民，支持特區政府採取

切實可行的手段和方案，保護國旗威
嚴、維護法紀。
全國政協委員鄧竟成表示，暴力行為
嚴重危害市民大眾和警員的安全，對香
港的整體繁榮穩定、營商環境等均造成
極大負面影響。他呼籲全體香港市民都
堅決反對一切破壞香港的暴力行為。
全國政協委員劉與量表示，暴徒肆意
堵路、投擲燃燒彈、圍毆市民，又滋擾
商戶，甚至踐踏國旗，完全置法律於無
形，令人氣憤。他奉勸年輕人及時收
手，不要執迷不悟地試探政府和警方的
底線。
全國政協委員佘德聰表示，暴徒目無
法紀的暴力行為已完全脫離了「表達意
見」的本意，而是赤裸裸地打砸搶燒，
這在任何國家、任何地區、任何法律制
度下都是絕不允許的。
全國政協委員霍啟剛表示，黑衣暴徒
連續兩日目無法紀的暴力衝擊，失心瘋
般破壞社會秩序，踐踏法治和玷辱國家

尊嚴，完全是對文明的羞辱，扭曲「自
由」二字。
全國政協委員施維雄表示，暴徒於元
朗的嚴重違法犯罪行為踐踏香港法治，
破壞社會秩序，損害香港根本利益，性
質嚴重，影響惡劣，是絕對不能容忍
的。
全國政協委員朱銘泉表示，對一小撮
的暴徒將暴力升級、大肆破壞公共設
施、投擲汽油彈、試圖搶奪槍支的暴行
深表憤慨並強烈譴責。
另外，昨日多個團體，包括九龍婦

女聯會等27個香港婦女組織、滬港經
濟發展協會、蘇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香港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香港快遞
貨運從業員總會、粵港澳大灣區青年
總會、香港僑界社團聯會等，一致譴
責暴徒行為，堅决支持警隊嚴正執
法，止暴制亂、嚴懲暴徒。
各團體呼籲全港市民向暴徒惡行說

不，向恐怖主義行徑說不，向踐踏文明
社會基本道德和法治底線，反人類、反
社會的暴行說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暴力衝擊
至今逾3個月，暴徒肆意到處縱火、行
兇、破壞公共設施，行動愈演愈烈，社會
上一直有聲音認為，暴徒之所以這麼明目
張膽，皆因有蒙面之保護。昨日有團體到
政府總部抗議，強烈要求特區政府盡早訂
立禁蒙面法及啟動緊急法，止暴制亂、守
護法治，還香港安寧。
「支持訂立禁蒙面法關注群組」約數十名

代表昨日和「我們受夠了」的一群市民，先
後手持「蒙面只利犯罪，不利執法」、「速
緝拿暴徒，還香港安寧」、「訂立禁蒙面
法，刻不容緩」等橫額和標語，遊行到政總
抗議，並將抗議信交予政府職員。
其中「支持訂立禁蒙面法關注群組」發

言人陳小姐指出，近期蒙面暴徒到處縱
火、破壞公共設施、侮辱國旗，甚至搶
槍、搶犯，無差別攻擊無辜市民，蒙面變
成了他們行兇的通行證，蒙着面就可以無
法無天，目無法紀，因此他們強烈要求政
府盡快訂立「禁蒙面法」和啟動緊急法，
緝拿暴徒，阻止暴力和破壞繼續發生。
「我們受夠了」的代表楊先生亦指，暴

徒在蒙面的保護下，就有了僥倖心理，認
為被認出的機會很低，即使上了法庭，也
很難證明是同一個人，可以輕易躲過法律
的制裁，因此暴力衝擊時便無所畏懼。他
認為，只有立法禁止蒙面，才能讓暴徒沒
有僥倖心理，並讓他們為自己的所作所為
付出應有的法律代價。

團體促立禁蒙面法止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肆虐香港逾3個月的暴徒愈來愈無法無

天！上周六屯門非法遊行再次演變成警民衝突，有暴徒更企圖搶奪警槍，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對搶槍行為作出最嚴厲警告，表明警方將使

用相應武力制止有關行徑，暴徒後果自負；至於會否開槍制服，則要視乎

情況而定。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也表示，警槍是警員執勤的

第二生命，若有人「踏出這一步」，警員將「在別無選擇下做出唯一且必

須的決定」。他又暗批，部分議員、社會人士，甚至政府部門，未有本着

良心、承擔和風骨站出來，堅決向暴力與破壞行為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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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盼市民「動起來」向暴力說不

■「支持訂立禁蒙面法關注群組」約數十名代表昨日到政總請願，要求政府盡早訂立
禁蒙面法。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攝

■一名暴徒企圖搶奪警員身上的手槍（紅圈示）。 視頻截圖

■謝振中對搶槍行為作出嚴厲警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