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遊戲渲暴離譜

模擬堵路掟火彈漂白暴衝 謀Steam上架後添暴力襲警內容

遊戲醜化警察 煽暴美化罪行
有煽暴派在「連登」大肆

催谷這款模擬香港近期暴力
活動的遊戲，極有可能會再
次刺激社會的暴力氣氛。而

坊間亦有近似的涉暴遊戲，內容大多主張
用暴力來解決問題，有遊戲更可以隨手得
到槍械等武器去進行暴力活動，對於香港
近月有很多年輕人參與暴亂，其實也有一
定程度的影響。
含暴力傾向的遊戲眾多，其中一款由外

國製作已經出了五代的經典模擬犯罪遊
戲，遊戲內容暴力至極，玩家在遊戲中可
以扮演成罪犯，除了可以無條件地隨便對

他人使用武力外，更可以隨便破壞路邊的
店舖和公共設施。而遊戲的其中一大賣點
是可以攻擊甚至殺害警察，這款遊戲更可
以任意使用棍狀、利器甚至汽油彈等極具
殺傷力的武器進行暴力行為，遊戲亦會以
「英雄化」手法去美化此等犯罪行為。

文宣用遊戲術語誘人「玩」
雖然這款遊戲充滿血腥暴力，卻是遊戲

界中的一個經典著作，包括「光復香港」
等不少遊戲都有以這款遊戲作藍本，受到
不少年輕人追捧。有鑑於此，不少遊戲廠
家大肆製作各種暴力遊戲，這類遊戲大多

將警察醜化成「大奸大惡」角色，並透過
任務要求玩家向警察進行攻擊，向年輕人
灌輸錯誤觀念。
在「反修例」風波初期，煽暴者不停在

網上以遊戲方式煽動年輕人上街參與暴力
「抗爭」，文宣亦製作成跟遊戲一樣，矇
騙年輕人以為只是參與一場遊戲。而一些

遊戲常用術語，如「打Boss」、「火
魔法」、「打副本」（特定任務）、
「香城Online」、「召喚師」等也成為暴徒
常用的暗語。
香港文匯報記者多次在暴亂現場觀察，

很多黑衣人最初都是抱着玩遊戲心態參
與，完全沒有考慮到此舉的嚴重後果及要
承擔的法律責任，最終卻賠上了自己的前
途。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據悉，該款暴力遊戲預計11月初在遊戲平台
「Steam」推出，分成普通版及VR版，普

通版免費下載，VR版定價約100元，遊戲製作
團隊在接受訪問時稱，如果不能在「Steam」上
架，會考慮直接釋出下載連結。製作團隊在其專
頁說，「光復香港」是一款模擬「抗爭」遊戲，
「玩家以第一身視點走進抗爭最前線」，並上載
了數段遊戲片段。
專頁及遊戲片段曝光後，煽暴派隨即在「連
登」大力催谷，不足3個小時，便有逾千「連登
仔」留言紛紛表示支持，並指「一定會課金（購
買）」。有「連登仔」要求製作團隊加入更多暴力元
素，包括「打狗」、「用汽油彈攻擊警察」等。而
製作團隊則故弄玄虛，一方面宣稱「未來可能會
有」，但為順利上架，所以初版會傾向防守。

「咇屎聰」直播試玩
為更有效向學生推銷這款遊戲，製作團隊更在

上星期邀請了早前因「暴雪事件」被「連登」熱
捧的「咇屎聰」（blitzchung），就在遊戲軟件
影音串流平台「Twitch」開台直播，試玩該款遊
戲，玩家一開始便穿上標準「暴徒裝」在香港街
頭，與數十名暴徒同黨在馬路中心用鐵馬及垃圾
桶堵路，馬路中更有燃燒中的雜物，阻礙警察推
進，站在路障後的則是「假想敵」警察。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觀察，遊戲開始後，畫面右

上角會出現不同顏色的警察旗，玩家要根據旗的
內容應變，如黑旗時警察會投放催淚彈，玩家便
要上前拾起催淚彈向警察還擊，橙色旗警察會使
用橡膠彈，現家便要即時蹲下避子彈。在執行任
務期間，如果太近警察防線，警察便會上前追
捕。
「咇屎聰」試玩時情緒非常亢奮，表示要「捉

啲狗打」，被警察追捕時更興奮大叫。大批支持
者亦留言表示覺得遊戲十分逼真，除可體驗更可
當成「抗爭」訓練，供新手練習。據了解，製作
團隊正計劃在遊戲成功上架後會更新版本，加入
更多暴力情節，並考慮可以網上對打，以吸引更
多追求刺激的青少年加入暴動。
自稱開發該款遊戲的林姓男子日前在接受外媒
訪問時稱，希望藉該款遊戲「能喚起國際關注」
及「讓人體驗抗爭」，聲言該款遊戲「比新聞更
真實」。

知情者：圖推更多學生上前線
有知情者對香港文匯報表示，煽暴派在此刻突
然大力催谷暴力遊戲，明顯就是企圖借此為暴力
衝擊添加更多新血，推更多尋求刺激的學生上前
線，將暴力事件延續。
有了解遊戲製作的業內人士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對於涉及暴力的遊戲他們一向是甚為小心。
「尤其是香港正處於暴力未止時刻，就更加應減
少這種暴力遊戲，以免刺激更多心智未成熟年輕
人參與社會暴力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暴力襲
港近5個月，《禁止蒙面規例》亦已訂
立，惟仍有蒙面暴徒大肆破壞香港。「全
球反港獨暴徒志願者聯盟」及「守護香港
志願者聯盟」日前成立「香港暴徒網」，
懸賞徵集暴徒信息，並提交給警方，日後
還會將相關信息上傳至區塊鏈存證。
「香港暴徒網」主要分為「撕面罩」、
「曝光牆」、「暴徒罪證」、「懺悔
牆」、「藍絲導航」等板塊。其中

「撕面罩」將日前在非法遊行中使用暴
力、持有武器、縱火等的蒙面暴徒照片上
載，向市民懸賞徵集暴徒身份信息。網站
顯示，至今有51人撕下面罩，即查實身
份，還有16名暴徒的面罩尚未「摘除」。
網站主辦方指，暴徒塞地鐵、塞機場、
封馬路，圍政總、抹黑警員，破壞公司財
物，侮辱國旗國徽，攻擊記者同遊客，
「為非作歹、破壞香港、人神共憤！肆意
曝光警員及其家庭成員之隱私，無法無

天！」他們要「向暴徒宣戰！向暴力宣
戰！向亂港勢力宣戰！」

信息只止暴 禍不及妻兒
主辦方透露，目前已經收到大量市民發來
的暴徒信息，雖然很多人支持以牙還牙曝光
暴徒及其家人信息，但強調自己不會好像暴
徒「老豆搵仔」一樣肆意曝光警員及其家庭成
員私隱。主辦方表示，若暴徒懺悔，則會
刪除相關資料，否則會將信息提交給香港警
方和內地警方。此外，「聯盟」技術組日後亦
會將所有信息上傳到區塊鏈存證。

主辦方日前發聲明指，除提交給警方
調查的收集來的暴徒隱私資料外，其餘披露
的暴徒信息均來自facebook、Twitter等互
聯網公開渠道，若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並非本意，希望相關人士提出並溝通。
主辦方指，每時每刻都有人諮詢捐款渠
道，但強調網站的存在意義不是為募集資
金，只為喚醒良知與公義，聯盟不會接受
個人以任何形式進行捐款資助，歡迎正義
之士繼續提供暴徒線索，並期盼社會各界
一起抵制暴力犯罪，希望香港能早日回歸
寧靜，回歸法制。

「香港暴徒網」上線 懸賞收料助滅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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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模擬暴亂中與警察對峙的情況。 網上截圖

■開發者揚言會加入更暴
力內容。 路透社

持續逾4個月的暴力衝擊活動時至今日

雖然依然此起彼伏，但參與的人數有明顯

下降趨勢。不過，有煽暴者為延續暴力氣

氛，計劃於近日推出模擬一款名為「光復

香港」（Liberate Hong Kong）的遊

戲，企圖吸引更多青少年參與暴力活動，

延續這場香港全社會都深受其害的暴亂。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該款遊戲通過模

擬畫面和特殊音效，刻意美化黑衣魔如何

破壞香港社會秩序，包括阻塞道路、大肆

縱火的景象，遊戲的簡介更公然宣稱要

「以血肉之軀抵抗暴政」，就是要遊戲操

作者如何應對警察及衝擊警方防線。有業

內人士指出，在香港目前暴力活動依然猖

狂的情況下，應禁止這種公然渲染暴力、

特別是以香港暴亂為場景的遊戲在網上出

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齊正之

沙田區有區議會候選人曾公然發
表違憲言論，但仍獲選舉主任確認
參選資格，泛暴派如獲至寶，以此
作為攻擊DQ黃之鋒是「政治審查」
的理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
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憲法
規定的中國憲政體制，有關反共言
論抵觸國家憲法，挑戰香港憲制秩
序。持反共立場的區議會參選人在
回答選舉主任查詢時的言論荒謬絕
倫，根本不能信納為擁護基本法，
選舉主任竟然確認該參選人的參選
資格，明顯喪失把關職能，這一錯
誤必須依法糾正。有關當局應提出
選舉呈請或司法覆核，依法不准公
然發表違反國家憲法及基本法言論
的人企圖進入建制架構。

曾提「天滅中共、全黨死清光」主
張的沙田區烏溪沙區議會候選人蔡佳
鏗，竟獲選舉主任陳婉雯批准「入
閘」參加區選，引起各界嘩然。蔡佳
鏗在回答選舉主任的查問時辯稱，有
關言論是「宗教信仰的譴責詞」，荒
謬絕倫。

蔡佳鏗的反共言論明顯違背基本
法，挑戰香港憲制秩序。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第一條即寫明：「中華人民
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
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
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
度。」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人民
共和國，顯然抵觸憲法規定。香港基
本法序言指出，基本法是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制定的，基本法第一條寫明：「香港
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
離的部分。」基本法源自憲法，區議
會參選人應明白，公開發表反共言論
抵觸憲法，自然亦是違背基本法，完
全不容於建制。區議會是本港建制一
環，怎可以容許持違背基本法立場的
人進入建制架構？

選舉主任在判定區議會參選人是否
真心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政府時，
不僅要看他是否擁護基本法的表態，
更要完整檢視他的所有言論和行為，
讓發表污衊、詛咒共和國執政黨言論
的參選人「入閘」，顯示選舉主任判
斷錯誤，未有履行其法定責任嚴格把
關。本港有識之士提出，現在可提出
選舉呈請，或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依法推翻有關選舉主任的錯誤決定。
這是政府正視問題的應有舉措，以向
社會發放不容挑戰國家憲制秩序的明
確信息。

反共言論抵觸憲法 選舉主任錯誤應糾正
本港過去四個多月的違法暴力運動中，肩負報道真

相責任的記者亦備受關注。在暴力衝擊與警方執法最
前線，既有盡力全面客觀報道事態的記者，也有一些
人以記者身份阻礙警員執行職務，甚至被懷疑協助暴
徒，令暴亂現場亂上加亂。作為一個備受尊重的職
業，記者頭頂的「無冕之王」光環，必須有與之相稱
的專業素養、專業操守和專業規範，才能名副其實、
不負眾望，而香港幾乎「無王管」的傳媒業界生態，
與記者職業的神聖性背道而馳。香港社會充斥是非不
分、黑白顛倒的劣質傳播，與記者隊伍良莠不齊、監
管真空有極大的關係，特區政府必須負起責任，認真
檢討現行制度漏洞，不能任由記協之類組織獨斷專
行。

日前的一個警方記者會上，一名自稱記者的女性突
然發難，打斷警方發言，並拿出手電筒照射講台上的
警方代表。據悉，這名女性人士用以登記進場的所謂
「記者證」，只是記協編號F200的會員證，根本不是
傳媒機構的工作證和記者證。事實真相是，任何人不
需要有任何傳媒機構的固定工作，只要自稱freelance
（業餘兼職），都可以以記者名義去暴力衝突現場近距
離阻擋警員執法，甚至高調地去警察總部聲大夾惡攪
局。

香港一直以來沒有受監管的記者證簽發制度，各傳
媒機構可以自行簽發記者證，基本靠傳媒自律。但良
好的秩序一定要靠法治來監管，不存在沒有管理的天
生的秩序。隨着反中亂港勢力和境外反華勢力勾結，
在本港策動有「顏色革命」性質的暴力衝擊活動，記

者「無王管」的問題就凸顯出來，集中爆發。
有人提出互聯網時代有所謂「公民

記者」的概念，但這是指在網上發發貼文、照片，談
談觀點評論，只要不抵觸法律，屬於個人言論自由。
但這些所謂「公民記者」，與傳統意義上服務於傳媒
機構，代公眾行使知情權，被稱為「無冕之王」的傳
統記者，是有本質區別的。如果人人自稱「公民記
者」，就個個都可以以「記者」名義去暴力衝擊現場
干擾執法，就個個都可以去警方或政府記者招待會攪
局，這正正阻礙了正規傳媒機構記者執行職務，而且
玷污了「記者」的名聲。

真正的記者，必須符合相當的職業要求、具備相關
的專業操守，這就要求政府應該有一套嚴格的資格認
證制度。在標榜民主自由的美國，各政府部門或國會
的一些重要活動，主辦方都會發放他們的「記者
證」，只會允許持證者進入指定採訪場地。紐約、洛
杉磯等城市的警察部門，都有向全職或兼職記者發放
記者證，只有擁有警方記者證的記者才可進入警方封
鎖線範圍採訪。

記者是行使公眾知情權的主角，但不應成為阻礙警
方和政府部門執行職務的角色，更不能站在公眾利益
的對立面。因此，社會大眾有權要求對記者的資格認
定指定規範。以時常被詬病的記協為例，如果記協會
員證可作為身份證明的話，記協本身就必須要有嚴格
的認證規範，並且要得到社會的認可，否則那只是其
組織內部的一張會員證明，不應等同記者證。

連月的暴力示威衝擊，凸顯了本港的一些制度缺
陷，需要盡快修補。面對當前止暴制亂的急務，特區
政府應該認真思考特事特辦，對示威衝突現場的採訪
報道制訂規範，只允許經過事先登記的真實傳媒機構
的記者，才可在事發現場採訪。對於魚目混珠的人應
追究其阻差辦公或其他相關責任。

消除記者監管真空 勿讓記協獨斷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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