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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an 11 year old Chinese Canadian boy who lives in Canada.
We visit our friends and relatives in Hong Kong every year, so Hong
Kong is my second home. One of my favorite movies is Yip Man.
That movie made m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about Chinese history and
it made me proud to be Chinese. I also like Stephen Chow movies!

Recently, I've been watching lots of videos and news from Hong
Kong with my mom and she interprets them into English for me. I
may not understand everything that is going on but I know that vio-
lence is not the answer to anything. I saw rioters throwing bricks and
Molotov cocktails at policemen, they vandalized the city and have tak-
en the freedoms away from people. I also heard that some policemen
have serious injuries, they can't take any vacation time, they work long
hours and their families are being bullied. I feel very sorry for them.

My mom told me she saw a video of a man from mainland China
who brought snacks to a police station for the Hong Kong police. I
asked my mom if we could do the same from Canada. I have some
money in my bank account, so I asked her to use some of it to buy
some snacks and send it to the policemen and police women in Hong
Kong. With the help of my aunt and uncle, we shipped a big box of
snacks we got from Costco.

I just want the policemen in Hong Kong to know that although we
don't live in Hong Kong, we appreciate them keeping my relatives safe
in Hong Kong.

中文翻譯：
我是一個住在加拿大的11歲的加籍華裔男孩。我們每年都會

回香港探親訪友，所以香港是我的第二故鄉。我最喜歡的電影
是《葉問》。這套戲激發了我對中國歷史的興趣，也令我為自
己是一個中國人感到驕傲。我也喜歡周星馳的電影！

最近我和媽媽經常一起看關於香港的新聞，她會翻譯給我
聽。雖然我不太完全明白目前在香港發生什麼事，但我清楚暴
力完全解決不了任何事情。我看到暴徒對着警察扔磚和汽油
彈，他們破壞城市，而且剝奪了其他人的自由，我也看到有些
警察受了重傷，他們不能放假，他們要長時間工作，家人受到
欺凌。我感到非常難過。

我媽媽告訴我，她看到一個視頻是一位國內的男士帶了些食
品去警署慰問香港警察。我問媽媽是否我們也可以從加拿大寄
慰問品。我的銀行戶口裡有我攢的零用錢，我想用這些錢買點
東西送給警察。我買了一大盒零食送去香港，在我阿姨和叔叔
的幫助下，幫我轉交給香港警察。

我想讓香港警察知道，雖然我們不在香港居住，我們都很感
激他們保護我在香港親人的安全。

寫給香港警察的信

香港警察可謂是目前社會的一道最堅韌的防線，無論在
新聞抑或社交媒體中，市民屢屢可見這群高大的身影

不懈地守衛家園。11歲加籍華裔男孩Brian的媽媽，5歲
就在加拿大居住，在大學修讀國際關係，特別研究中國
近代歷史、經濟和政治。

寄差館被退 託親友轉送
月前，她的兒子Brian在媒體新聞報道
中看到香港的暴力場面，問她為什

麼香港會有這樣的暴徒，媽
媽就由鴉片戰爭開

始 說 給 他
聽。

他看見暴徒對警察的行為很不忿，直白地說：「警察只是上
班，但是又要被罵，又不能對罵，暴徒要殺他們，但他們又
不能殺暴徒。」
Brian看到網上有內地同胞送點小吃給警察表示支持，自己

也想用自己的零用去買。媽媽看他有這份正義和愛國的心就
想成全他。而Brian的零用錢部分是他替迪士尼的電影配音賺
回來的，他買了大箱補給食物連同一封自己寫的信，由加拿
大寄快遞到香港警察局，但這樣警方不方便收，被退回，於
是媽媽只好輾轉拜託在香港的親戚轉送包裹去警察局。

港警受鼓舞 回贈紀念品
香港警察收到遠從加拿大寄來的一些主要以補給食物為主

的慰問品和一封感人的信，特別感謝這個加籍華裔男孩這份

漂洋過海送來的一份純真愛心，為他的明理、愛國心倍感
鼓舞，瞬即為男孩寄去模型警車、水晶、紀念郵票及
少年警察的紀念品等等以表感激。男孩昨日在加國
收到香港警察的感謝信，和警察的紀念品，非
常開心拿着拍照。他沒想過他關心支持警察
叔叔，警察叔叔會回贈他紀念品。實在
是一件美事。
「可嘆的是，一些不想做中

國人的中國人，讓更多中
國 人 更 愛 做 中 國
人。」Brian媽
媽感慨地
說。

煽暴派屈男警強闖產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暴
徒無所不用其極地抹黑警務人員，
近日有人在社交媒體散播謠言指，
有男警「闖入」產房看守一名早前
被捕的孕婦；《蘋果日報》更加鹽
加醋「老作」指，男警「直闖」產
房，引起產房內其他產婦受驚，嚴
重侵犯她們的私隱云云。警方昨日
澄清，所謂「直闖」的指控子虛烏
有，警方當時派出一男一女警員在
被捕孕婦留醫的病房外看守，從無
進入病房內，其後應其他女病人的

關注，安排女警接替該名男警。

實企產前病房外
本周一，全港各區爆發暴亂，屯
門港鐵兆康站有人非法集結及毀壞
車站設施，防暴警察到場拘捕多
人，包括一名19歲孕婦，其後這名
腹大便便的被捕者被帶返屯門醫院
扣查，入住「產前病房」。有煽暴派
和暴徒隨即發放假消息，聲稱有男警
「闖入」產房，《蘋果日報》亦「老
作」指，男警「直闖」產房。不過，

根據他們上載的照片，當時男警明
顯是在產房外，且與大門有一段距
離。
警方發言人昨日確認，被捕孕婦

涉及一宗「非法集結」及「刑事毀
壞」案件。由於她被捕後表示不
適，要求送院，並於「產前病房」
留醫，由一男一女警員看守。
警方強調，當時，被捕人身處一

間可容納8名病人的房間，兩名警員
一直在房間外看守，其間並無進入
該房間。房間外的地方，亦有其他

男性家屬通過。其後，有其他留院
「產前病房」的孕婦表示關注有男
性警務人員出現，警方亦已即時安
排女性警務人員接替。
警方重申，警方有既定程序看守被

捕人，警方一直尊重個人私隱，在醫
院調查任何個案或進行任何行動時，
並不會影響醫院運作和病人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煽
暴派的文宣攻勢持續，周二（8日）
起網上流傳一段視頻，顯示有蒙面黑
衣人在已拉閘的上水港鐵站內，網民
根據他們手上的強光電筒、疑似胡
椒噴劑等，推測他們是警務人員。
有暴徒及煽暴派即上綱上線，聲稱
有警員假扮成暴徒破壞站內設施，
企圖「插贜嫁禍」云云。警方昨日
發聲明指，當時接報有暴徒在上水
站破壞，曾派便裝警員到場執行任
務，並強調便裝警員絕對不會作出任
何違法行為。有關視頻的拍攝者在接

受傳媒訪問時亦指，他並無見到蒙面
人作出破壞站內設施的行為。
根據該網傳的視頻可見，一名黑
衣蒙面男子在已關閉的上水站內向
外探望，見有人持手機走近拍攝
時，即指着拍攝者大叫：「咩事呀
先生，行開！」惟拍攝者未有理
會，只問道：「點解你會蒙晒面喺
入面？」站內的蒙面男隨即掏出強
光電筒，用閃頻模式照向拍攝者的
鏡頭。拍攝者再提問：「點解咁似
警察用的電筒？我落嚟食飯咋，經
過咋，好刺眼呀！」蒙面男續再次

叫「行開！」片段可見，閘內另有
多名黑衣蒙面人士遊走於站內。

朱凱廸等惡意播謠
另一條視頻則見站外已聚集愈來

愈多「市民」並指罵黑衣蒙面人是
「黑警」。閘內的蒙面人就舉起一
支懷疑胡椒噴劑，指向閘外的聚集
者。但有人仍隔着閘繼續指罵及要
求開閘出來，其間亦有持長棍的蒙
面黑衣人在站外快速跑過，而閘內
黑衣蒙面人最終沒有施放懷疑胡椒
噴劑，並在站內失去蹤影。

由始至終，拍攝者也沒有拍到站內
蒙面人有破壞行為，但暴徒及煽暴派
文宣卻無底線老作，企圖將暴徒的破
壞惡行嫁禍是警員所為。與暴徒「同
聲同氣」的「自決派」立法會議員朱
凱廸等，即刻在fb上傳播這段惡意
「抹黑」警察的視頻，居心叵測。
警方昨日表示，留意到有人在社

交媒體散播謠言，聲稱前晚有警員
假扮暴徒，進入港鐵上水站內破壞
設施，因而必須作出澄清。警方重
申會繼續按實際需要，採用不同方
式打擊罪案，防止設施被人破壞。
港鐵在回覆傳媒查詢時則指，前晚

曾有便衣警員在上水站關閉後到車站
視察，當時站內有多名保安員駐守。

便衣上水站調查 拍片者證無破壞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蕭景源）煽暴派
以各種謠言抹黑警
方，連死人都不放過。前日下午，一名身穿黑衣的年
輕女子被發現浮屍在香港仔海怡半島對開海面。警方
翻查附近閉路電視，證實事主是獨自蹈海溺斃。證據
確鑿的一宗遇溺案，卻被煽暴派利用作造謠伎倆，聲
稱死者是國慶日被捕女子黎詠琳，是「被自殺」。警
方昨日澄清，網民所指的國慶日被捕女子人已獲釋，
與被發現的女死者毫無關連，並希望公眾尊重死者，
不要胡亂相信未經證實的傳言。
前日下午5時許，警方接獲一名途人報案，指在海
怡半島怡翠閣對開有人形物體載浮載沉，消防輪到場
撈起一名年約20至30歲，無呼吸、脈搏，身穿灰色外
套、黑色背心、黑褲、黑鞋的女子，經送瑪麗醫院證
實不治。警方事後經查看現場附近的閉路電視，證實
事主在當日下午約4時半左右，獨自在上址跳海，認
為無可疑，但仍需時確認死者身份。

煽暴派抽水煽人「路祭」
當晚即有「有心人」在網上貼文，將女事主被救起
時的照片，與10月1日參與示威被捕的黎詠琳的相片
作對照，聲稱懷疑兩者為同一人，更聲言女事主是
「被自殺」。居住事發地點附近的「香港眾志」秘書
長黃之鋒當晚即乘機「抽水」在facebook貼文表示，
住了十多年，從未聽聞同類事情，情況實在「相當特
殊」和「嚴重」，更上載多張街坊「路祭」的照片。
警方當晚深夜11時左右在警務處facebook專頁貼文
題為《造謠容易闢謠難．女浮屍是示威者？》，澄清
該女死者並非該被捕女示威者，「經查證後，警方已
經確定該名被捕人士已經獲准保釋，亦已確定其人身
安全，希望公眾不要胡亂相信未經證實的傳言。」文
末還註明「請顧及死者家屬感受」。
連煽暴派的所謂「612人道支援基金」昨日亦發
帖，轉述所謂「被自殺」的黎詠琳的說話：「本人安
好，並非海怡死者。」狠狠摑了造謠者一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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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謠者將無關圖片與浮
屍圖拼接一起，意圖煽動公
眾情緒。 網上截圖

■照片顯示當時男警站在產房外，
且與大門有一段距離。

■■BrianBrian用零用錢買來補用零用錢買來補
給食物給食物，，通過親友轉交給通過親友轉交給
香港警察致以慰問香港警察致以慰問。。

▶Brian 收到香港警
察的回信以及回贈的
禮物，十分開心。

■香港警察回贈給Brian的紀念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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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聲越洋送暖童聲越洋送暖：：
謝謝警察護我親人謝謝警察護我親人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焯羚）對一個

地方，一種信仰，一種價值

觀的認同，都是發自內心的，一

份單純而真誠的關心和愛更為珍

貴。數月來，香港發生的示威活動暴

力程度逐步升級，香港警察每天執法

時面對暴力分子的攻擊，承受的風險和

壓力愈來愈大，工作時間很長，工作期

間飲食和休息的條件都不好。汗水、血

水、疲憊的連續工作，令香港市民既感

欣慰之餘，亦十分心痛，身在海外的

華僑看得更為揪心。不少港人主動用

不同的方式慰問警察，一位遠隔重

洋的11歲加籍華裔男孩Brian(化

名)，更利用自己的零用錢買

了大箱零食寄到香港，以

示慰問和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