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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皮警頂住錐心痛語同袍團結 籲優化前線防護裝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近 4 個多月來黑衣魔發
起近400場大小騷亂，造成近300名警員受傷。煽暴派大
肆播謠抹黑警隊濫用武力，卻無視黑衣魔對警員造成的
嚴重傷害，甚至落井下石。10 月 1 日在屯門被黑衣魔用
水槍噴射鏹水、身體逾一成皮膚三級燒傷的警員，昨日
在警隊內部群組透過語音和文字信息，向同袍講述接受
植皮手術所經歷的撕心之痛，「活生生地看見就是我自
己的血肉、淋巴水液和正在發炎的血肉組織。」他冀警
隊面對暴徒不斷升級的暴力，能提供更優質的防暴裝備
保護同事，並寄語同袍要展現「功不分，禍不計，苦不
言」的男兒本色 ，繼續堅守香港法治的最後一道防線。

月1日，一名參與快速應變大隊防
10暴行動的屯門警區刑事部警員，

在屯門政府合署對開驅散暴徒時，遭黑
衣魔用水槍射鏹水，身體逾一成皮膚三
級燒傷，其手臂要接受植皮手術。當
日，另一名防暴警亦遭鏹水彈襲擊受
傷，連防暴服也被燒穿。

手術痛到癲 起碼捱四次
需要接受植皮手術的警員，繼早前在
警隊內部群組講述入院情況後，昨日又
透過語音信息，向同袍講述他接受植皮
手術時皮肉分離的錐心之痛。
他在語音信息中的聲音顫抖、沙啞，
幾乎是在哽咽地訴說：「真係好痛好痛

植皮後

■ 10 月 1
日在屯門被
黑衣魔用水
槍噴射鏹
水、身體逾
一成皮膚三
級燒傷，至
今已完成植
皮手術。

好痛……痛到癲，大佬你知道我有多痛
嗎？我真的很痛很痛很痛……我人生從
來未試過如此的痛。這種煎皮拆骨嘅痛
令我頭皮也麻痹。」
他透露，在手術室醫生將釘在他身上
兩星期的人造植皮撕開，身上數百粒金
屬釘一粒一粒地拔出來，「活生生地看
見就是我自己的血肉、淋巴水液和正在
發炎的血肉組織。」
他說，這個血肉模糊的場面，再加上
皮肉再被撕開的痛楚，令他幾乎忍受不
了，並坦言自己曾因極度痛楚而大喊大
叫，但手術仍未完成，這種痛楚還要再
經歷最少四次。
該名接受植皮手術的警員，和另一名

須當機立斷 減同事損傷
他們兩人均表示，雖然未能與各位同
袍一起上陣，但在醫院基本上每天都留
意着電視新聞、網絡平台等資訊，希望
可以緊貼同袍的現況以及「踏浪者行
動」的動向，並藉此機會向近日急速分

發防鎅頸裝備予前線同事的長官道謝，
認為長官們當機立斷增發保護裝備，令
現時站在最前線的同事們得到較安全的
保障。
他們又在文中說，雖然現在是傷兵，
但並無意志消退，更想透過僅餘的力
量，與同袍共同進退，也希望前線同袍
花一兩分鐘時間，對現時各戰線、前線
或行動中需要的裝備或裝備優化等問題
有所建言，因為在兩人受傷期間，管方
探訪時也表示不忍亦不希望再有同事受
傷，亦希望更多了解前線裝備等問題，
務求加快裝備分發和研製更強保護裝
備，因為優質的防暴裝備可以更好地保
護同事，也因為「生命無Take two」！

植皮後

植皮前

■
「祥哥」
遇襲時右頸傷口近
4 厘米長，經手術及留醫多
日後，昨日他在同袍群組報
平安：
「終於可以出院喇！」

頻挨刀砸燒鏹蝕 前線嘆裝備不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
景源）暴徒針對防暴警掀起一
波又一波血雨腥風，有前線警員
在探望受傷同袍後在網上發表感
言，對近月同袍以血肉之驅抵擋刀
刺、棍打、火燒、鏹蝕……感到痛心
和憂心，並認為警隊是時候考慮加強警
員的保護裝備。
面對暴徒不斷升級的暴力、不斷改良
的致命武器，不斷地有同袍受傷流血，
甚至命懸一線，但擺在面前的殘酷現實
是，面對招招攞命的兇殘暴徒時，就算
發射布袋彈、催淚彈等，也不能阻擋暴
徒埋身攻擊，在大部分情況下，警員僅
憑手上一根短短的警棍、一面薄薄的盾
牌，還有盛載量有限的胡椒噴霧抵擋。
有前線警員在社交網站發帖指，現在
的防暴裝備很沉重，且不靈活，在追捕
暴徒時消耗體力，但在防線的另一邊，
卻是身穿輕裝護甲的暴徒。他們手上有
汽油彈、彈弓、鐵錘、士巴拿、弓弩、
鏹水彈、棍棒、尖矛、取之不盡的磚
頭，還有就地取材的鐵欄和任何物件，
「當這些武器向我們襲來時，我們甚至
沒有還手的餘地，鏹水潑到身上時我們
甚至來不及脫掉衣服，磚頭飛來時，那
面盾牌擋得住嗎？」

裝備不夠用 休班遇襲更危

「當我們下班時被暴徒認出來，對方
拿着汽油彈、錘子、木棍像雨點一般砸
過來時，難道我手裡那根警棍可以擋下
這一切？」該名警員強調，防護裝備對
前線警員實在太重要，警隊是時候考慮
加強保護裝備：「有沒有人能夠明白我
們的裝備真的不夠用呢？」
該警員在文中寫到，在探望過被鏹水
重創同袍後，被他們的堅強意志和不屈
不撓的精神所感動，也對受傷和前線同
袍的一腔熱血、威武不屈感到振奮。迎
着烈火，面對利刃，香港警察雖被百般刁難，仍
忍辱負重，哪怕被鏹水腐蝕肌膚也依然無懼無
畏。他說：「我一雙眼睛本可容得下世界，這一
刻卻容不下兩行眼淚，鼻頭一酸我也哭了。」

▲▼有警員用利器測試「防割護脖」的保護能力。

警隊於 8 月購買的 500 套新保護裝備

捐 8500 護脖撐警 市民暖意驅
「黑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上周日
（10月13日）在觀塘遭黑衣魔鎅刀割頸的
防暴警長，與死神擦身而過，經救治和手
術後昨日出院，他在通訊群組向同袍報平
安說：「我會好好療養，早日歸隊。」

挨刀
「祥哥」
盼早日歸隊
但黑衣狂魔對警員割頸施襲已對警員性
命敲響警報，針對警員的防暴裝備對頸部
保護不足，警方早前計劃採購一萬件「防
割護脖」，惟黑衣魔隨時發起致命攻擊，
警員保命刻不容緩，近日有熱心市民出錢
出力，捐贈 8,500 套「防割護脖」給警
隊。有分配到該裝備的警員指，「好似寒
冬中送來一股暖流，反映市民不僅內心反
對暴徒破壞社會安寧，更以實際行動支持

警隊嚴正執法。」
遭黑衣魔割頸險死的43歲警長
「祥哥」
，
傷及頸部靜脈及神經，在聯合醫院接受手
術，其後再轉往私家醫院，經過一周的治
療，昨日經醫生批准出院休養，但仍須繼續
休養一段時間，完全康復之路仍非常漫長。
祥哥昨日透過whatsapp群組向同袍報平
安：「好多謝大家喺我受傷入院以來對我
嘅關心，今日（昨日）醫生檢查完我嘅傷
勢之後，話我進展良好，我終於可以出院
喇！喺度向大家報個平安……大家唔使擔
心，我會好好療養，早日歸隊。」祥哥又
感謝替他做手術的醫生，以及兩間醫院的
醫護悉心照顧，令他傷勢得到妥善處理。
不過，這宗割頸血案加上煽暴文宣煽動
「一刀殺警」，防暴警的人身安全已亮起

「無味神探」
母贈金龍 寄意鎮警署降黑魔
屢破大案、有「無味神
& 探」稱號的高級督察陳思祺
雖已離世，但他對警隊及同
袍的忠誠和熱愛仍深深影響
其家人。近期頻爆暴亂、黑衣魔對警員施毒
手，令陳思祺的年邁母親感到痛心。眼見黑
衣魔常針對旺角警署頻頻施襲圍攻，她無法
再視而不見，特意親摺一條紙金龍送給旺角
警署，祈望金龍能「鎮館降魔」。
陳媽媽日前到旺角警署送上該份禮物，
這是一件她親手摺出來的精緻龍形紙製裝
飾，外面有一個透明膠罩，透明錦盒上寫有
「支持香港警察」，亦代表陳媽媽的心聲。
她表示，近日亡子的同袍們為保香港平

中鏹彈受傷的警員，昨日又透過同袍將
其口述的心聲寫成文字信息，發佈在警
隊內部群組。文中稱，「我們是 10 月 1
日被腐蝕性液體淋中身體的兩位前線同
事，雖然我們仍在接受治療，但我們並
無一刻鬆懈，猶如各位一樣至今仍然堅
守着香港最後一道防線，香港，是我們
的家！」

■陳思祺母親贈送金龍給旺角警署。
安穩定獻盡心力，但旺角警署竟成為黑衣暴
徒針對目標，經常圍堵施襲，她極為心痛，
遂特意獻上一份心意，祈望金龍能為旺角警

署「鎮館降魔」。
屢破大案的幹探陳思祺於1983年加入警
隊，憑着英勇拚搏表現，短短4年已由普通
警員擢升為督察。1992 年 4 月，時任東九
龍總區重案組高級督察的陳思祺，率同袍到
大角咀利得街唐樓剿悍匪。槍匪持衝鋒槍掃
射突圍，陳與部分隊員退至大廈鐵閘外，但
他為拯救樓上同袍，不顧危險折返，與悍匪
短兵相接，被對方開槍擊中眉心，重創送院
後撿回性命，從此喪失味覺及嗅覺，被冠以
「無味神探」稱號。陳後半生不斷與病魔戰
鬥，2012年證實患上末期肺癌，與病魔搏
鬥3年終與世長辭，終年51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紅燈。據了解，警方管理層亦意識到危
機，擬購萬件防割頸箍。

防割護脖高質 莊 Sir 讚好
但有熱心市民行動更快速，已發起募捐
購買一批
「防割護脖」
，日前有警員拿到樣
本時，表現雀躍，用利器測試，發現防護
功能良好，連防暴大隊指揮官莊定賢總警
司也大加讚許。
據了解，市民送贈總數約 8,500 套有防
刺防割功能的
「防割護脖」
，近日已運送贈
警隊，陸續分發到前線警員。有警員感謝
有心人對他們的支持和愛錫，也反映市民
肯定警隊過去 4 個多月對捍衛法治的貢
獻。昨日繼續有網民響應支持警察的行
動，查問購買和捐贈
「防割護脖」
的渠道。

據了解，警隊在接受社會捐贈時一向要
遵守相關規例，以免有利益衝突。根據
《警察通例》，警務人員不得以公職或私
人身份，直接或間接索取或收受任何酬
金、禮物、捐助或獎狀／紀念品，但根據
《2010 年接受利益（行政長官許可）公
告》（該公告）獲得一般許可則除外。
在沒有取得該公告的一般許可下索取或
接受利益，須根據
《程序手冊》
第六條至第
三十二條，向保安局常任秘書長或警務處
處長申請特別許可。 除非該公告或通例准
許，否則警務人員不得接受任何人士或機
構金錢上的恩惠。另
《警察通例》
亦列明，
有關的主要單位指揮官在考慮申請時，應
確保不會發生利益衝突
（實際或可能出現的
衝突）
，或不會對警隊及政府造成尷尬。

市民痛心亂象 林鄭籲攜手復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暴徒逾4個
月來對香港的肆意破壞，令市民極為反感。
紀律部隊家屬伍先生昨日在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參與的電台節目發表意見，哽咽說自己看
到香港的現狀十分心痛，希望特首能多做些
事。林鄭月娥在回應時亦一度哽咽，表示自
己亦非常痛心，希望能與大家一起，盡快走
出困局，讓香港重現互相尊重、包容的社會
氣氛。
伍先生表示，自己是聖公會教友，也是紀
律部隊的家屬。他讚揚林鄭月娥很有愛心、
做事有決心，每日都為她祈禱，並坦言目前
社會撕裂的情況讓他非常心痛，不知為何香
港社會會變成這樣。

他強調，暴力不能解決問題，對暴徒破壞
基礎設施等暴行一定要嚴厲譴責，又提到警
隊如今面臨很大壓力，希望特首能多做些
事。
林鄭月娥亦哽咽回應道：「我心都好
痛。」她強調，香港是很好的城市，香港人
也很可愛，一直相信香港人可以和衷共濟、
互相包容，但這次的修例風波讓好多人都好
傷心，許多人此時可能都會懷疑，「我哋可
唔可以返番去以前嘅香港？」
她並鼓勵伍先生道，今年的施政報告是以
「珍惜香港」為題，大家要有信心，一同盡
快走出困局、重建香港，重拾互相包容的氛
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