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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責任編輯：鄧逸明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警：點解暴徒砸店你哋唔鬧？
駁「警不出現就不亂」謬論 指須入商場阻店舖遭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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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萬米（約 40 公
里，相當於由尖沙
咀至上水的距離）

上周末（2日）銅鑼灣維園的非
法集會，有逾130名煽暴派區

議會候選人參與，假借進行「選舉
聚會」，最終演變成港九多區暴
亂，四處燒砸破壞，當中位於灣仔
皇后大道東的新華社香港分社辦公
大樓亦遭到砸毀玻璃門縱火。警察
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不禁質
問：「究竟是誰在打壓新聞自
由？」
至於周日（3日）的「七區行

街」非法集會，暴徒亦在全港多區
的主要商場內進行破壞。謝振中
指，周日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初時
有示威者唱歌、叫口號，警方沒干
預，但其後有大批蒙面暴徒在商場
破壞店舖及港鐵站，警方才進入驅
散，若不是警方第一時間制止，相
信沙田站會再一次遭到嚴重破壞。

若非警制亂 更多店當災
他又舉例，同日在太古城商場亦
有大批示威者築人鏈，警方未干
預，過去數個月示威者中午吃飯在
商場聚集唱歌、叫口號，警方亦從
未介入。不過前天有蒙面暴徒破
壞、搗亂，向兩間餐廳噴油漆，警
方才進入商場執法，並在遭破壞的
餐廳制服一名男子，若非警察第一
時間介入，不知又有多少店舖遭到

進一步破壞？「點解蒙面暴徒入商
場破壞你哋唔鬧？而警察入商場制
止暴徒繼續破壞其他商店，就要追
住鬧？」
前日同在太古城商場，警員完成

該宗刑事毀壞的案件拘捕後，即時
撤離商場，但半小時後在商場門口
發生一宗嚴重刑事案。事件中警方
拘捕3名施襲者，警方表示將全力
調查案件，務必將所有施襲者繩之
以法。
惟事後有人卻故意「串連」發生

該宗嚴重暴力事件，指是因為警方
介入商場引起，挑動在場者情緒。
對此謝振中反駁指，第一，案件於
警方離開商場後半小時才發生；第
二，警方拘捕疑犯地點與案發地點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地方，「大纜都
扯唔埋」。

籲市民勿對暴力麻木
另在過去三天的非法集會及暴亂

中，執行私刑的「私了」情況仍然
嚴重。謝振中直言如今「我們的城
市因為這些暴徒的惡行，失去了免
於恐懼的言論自由，令人心寒。」
他感嘆「呢幾個月來，香港窮得只
剩下暴力」。他呼籲市民：「不要
對暴力麻木，不要讓暴力成為香港
生活的一部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以反修例作藉口的煽暴之

亂在過去的上周五至本周日，繼續在全港包括中環、金鐘、

灣仔、銅鑼灣、旺角、沙田、大埔、屯門及將軍澳等多區肆

虐，警方一共拘捕325人，當中年紀最小者僅得14歲。警方

昨指暴徒企圖利用商場及私人屋苑作為罪犯的避風塘並不能

得逞，重申任何人犯法，警方就會執法，並有權進入執法；

又反駁「警察不出現就不會亂」的詭辯，指如果警察不是第

一時間進入商場執法，不知商場會有多少商舖遭暴徒破壞，

反問「點解蒙面暴徒進入商場破壞的時候，你哋唔鬧？警察

進入商場制止暴徒繼續破壞其他的商店，就要追住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昨日
透過facebook直播記者會，消防處代表亦有
出席，並總結過去的周末、周日全港共接獲
近 130宗與暴亂有關的火警及緊急救護服
務，黑衣魔除堵路、縱火、擲汽油彈、破壞
商店及港鐵站等公共設施、投擲腐蝕性液體
傷及途人，甚至兩度阻撓消防車及消防員救
火救人，批評暴徒的行為直接影響消防處及
警方提供滅火、救護及緊急求助服務，對市
民生命財產構成嚴重威脅，再次予以嚴厲譴
責。

兩日接近130宗相關事故
消防處副消防總長（總部）陳慶勇表示，

上周六（11月2日）暴徒持續在港九多區堵
路、縱火，亦有投擲汽油彈，破壞商店及公
共設施，其中包括灣仔新華社遭破壞及大堂
入口被縱火，另外中環、銅鑼灣、旺角等多
個港鐵站出入口被堵塞及縱火，消防處全日
接獲與示威及聚眾活動有關的火警達40宗、
緊急救護服務有30宗。
周日（11月3日）消防處共接獲12宗火警
及45宗緊急救護服務，其中在元朗阜財街有
人從高處投擲腐蝕性液體落街，一名男途人
走避不及腳部被濺中受傷送院治理。
陳慶勇指出，過去兩日發現仍然有阻礙消

防處提供緊急服務的情況；其中一宗發生在
上周六下午約5時46分，消防奉召到灣仔軒

尼詩道近天樂里交界處理一宗火警時，有暴
徒拒絕讓路予消防車及消防人員前往，導致
消防處需要派遣另一消防車到現場處理，最
後消防車在下午6時15分才可到場處理有關
火警。
另一宗發生在前日下午約4時41分，消防

處調派一輛救護車到沙田新城市廣場處理一
宗緊急救護服務，當救護人員連同傷者乘搭
升降機離開商場時，一名男子突然衝入升降
機內，多名市民則阻止升降機關門並向該名
男子投擲雜物，一名救護人員在升降機門口
不斷作出勸喻，但仍然有人向升降機內潑水
及潑中救護員，救護員全程保持克制，最後

終獲放行將傷者送院治理。
陳慶勇強調消防處救火及緊急救護服務是

分秒必爭、刻不容緩，對於任何阻礙消防處
執行職務的行為，再次予以強烈譴責。
此外，陳慶勇特別澄清上周六在中環區

發生警方催淚彈誤中消防車事件。他指
出，當日下午約6時15分，消防處調派一
輛消防車處理在港鐵中環站C出口的一宗
一級火警，當車輛主管與隊員到場後，隨
即進入站內處理有關火警，車長則留在車
上作後勤支援；其間遇上警方驅散行動，
催淚煙進入駕駛艙令車長受影響，他隨後
落車向附近執勤的警員表達不滿，雙方言
語上曾有誤會及發生推撞，但雙方在現場
經溝通後已解決事件。

重申與警口角消防無被「照肺」
消防處獲悉事件後，即派人向該名消防員

了解情況，確定他無受傷可以繼續執行職
務，亦明白他當時的感受及困難。陳慶勇強
調，一切指稱該消防員已經被警方拘捕、回
局後被消防處高層「照肺」和會被追究、紀
律處分或對升遷受阻的消息，全部均是捏
造，與事實完全不符，消防處對於有人惡意
散播虛假消息及分化消防處人員表示極度遺
憾；重申警方與消防處管理層已經就事件作
出溝通，並互相闡述前線人員當時工作情
況，雙方表示理解和尊重彼此的工作。

黑魔潑水阻救人 堵路礙消防救火
■黑衣魔屢闖商場破壞，圖為上月中銀分行遭砸毀。 資料圖片

■防暴警察上周末在灣仔拘捕多名黑衣暴徒。
資料圖片

■警方昨在社交平台直播記者會。 fb截圖

昨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海會見了出席第二
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特首林鄭月娥。習主席
在會見中，表達了中央政府對特首的高度信任，
對特首和管治團隊的工作充分肯定，有利穩定人
心，鼓舞士氣。習主席指出香港當前最重要的任
務仍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同時政府要做好與
社會各界對話和改善民生等工作，反映中央對香
港的情況了然於胸，表達了對特首和政府的高度
期望，也為香港未來的工作和發展指路引航。香
港各界應按照習主席的指示和要求，團結一致，
全力以赴，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繼續迎難而上、
止暴制亂，令香港重回發展正軌，不負習主席和
中央政府的殷切期望。

反修例風波持續近五個月，在內外反中亂港勢
力的干擾衝擊下，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面臨前所
未見的嚴峻挑戰，香港的法治、管治承受巨大壓
力，有關特首辭職、換人的謠言甚囂塵上。在此
關鍵時刻，習主席會見林鄭月娥，對特首和特區
政府作出「高度信任」「充分肯定」的評價，充
分顯示習主席和中央依然堅定不移支持林鄭月
娥，所有謠言不攻自破，所有炒作、散播謠言離
間中央和香港關係、打擊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管
治威信的企圖徹底破產；也令纏繞香港社會的各
種猜疑、不安情緒一掃而光，給香港穩定服下定
心丸。相信在習主席和中央政府的肯定和支持
下，包括林鄭月娥、管治團隊、警隊更會上下一
心，士氣高昂，竭盡所能妥善應對、克服目前的
困難，與全港市民共同努力突破困局。

習主席指出，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仍然是香港
當前最重要的任務。依法制止和懲治暴力活動就

是維護香港廣大民眾的福祉，要堅定不
移。這準確抓住了解決香

港當前問題的關鍵，對當前特區政府工作提出具
有高度針對性的明確要求。暴力運動令香港社會
極度撕裂，法治和管治陷於危險邊緣，經濟民生
發展停滯不前。止暴制亂、恢復有效管治是當務
之急，是所有發展的前提條件。習主席的指示和
要求，是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提升施政成效、重
建管治威信的方向和動力，即使目前面對的挑戰
和阻力不容低估，相信林鄭月娥會更有信心帶領
政府和警隊頂住壓力，各部門精誠合作、加強配
合，採取更嚴厲、更有力的法律手段止暴制亂，
恢復法治安定的社會環境。

發生反修例風波，並演變成持續的暴亂，長期
困擾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是重要因素。習主席要求
香港首先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同時提醒，要做
好與社會各界對話和改善民生等工作，為香港解
決深層次矛盾、確保長治久安指明方向。以對話
代替對抗、通過溝通彌合撕裂，是香港恢復理性
和諧的必由之路。政府和民間保持良性互動，求
同存異、解開心結，有利政府準確把握民意，才
能對症下藥，制定想民所民、急民所急的政策，
在土地房屋、安老扶貧、創業就業等方面不斷取
得突破，讓年輕人看到希望，引領港人積極地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分享到更多發展的紅利，從而
鞏固市民對特首和特區政府的支持。

香港要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不能僅靠特首和
特區政府，社會各界作為香港一分子，同樣責無
旁貸。習主席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全面準確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齊心協力，共
同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是七百萬市民共同
的家，建制派、社會各界都要以實際行動響應習
主席和中央的期盼和要求，義不容辭為特首和政
府有效施政護航，抵制各種干擾，共同推動香港
局勢積極好轉。

習主席為特首和香港鼓勁指路
暴力、私刑近期更趨頻密並升級，日前

更發生有人被精神病患者咬甩耳仔的血腥
事件。有心理學家指出，連月暴亂非常影
響情緒病患者，成為社區隱藏炸彈。香港
這個法治文明的國際城市，如今變成「暴
力之城」，煽暴派、縱暴派政客正是罪魁
禍首，他們煽動、包庇、縱容、利用暴力
歪風，製造挑戰「一國兩制」、癱瘓特區
政府管治的政治能量，增加區議會選舉的
勝算，逐步奪取香港管治權。這種為一黨
一己私利把香港和港人福祉綁上暴力戰車
的惡行，嚴重傷害本港和諧和睦的社會情
緒，政治道德淪喪，必定會遭受選民、市
民的唾棄和懲罰。

暴力運動持續近 5 個月，語言、肢體暴
力無日無之，昔日法治安定的環境蕩然無
存，社會高度撕裂、對立，普羅大眾普遍
缺乏安全感，情緒困擾成為普遍現象，社
會充滿不知所措的焦慮，而不少原本已罹
患精神疾患的人士，在這種社會氣氛下病
情很可能進一步惡化。有精神病專科醫生
表示，暴力衝擊蔓延各區令大量市民深受
其害，有人因政見問題而被襲擊，從而患
上「壓力創傷後遺症」(PTSD)，出現抑鬱
及焦慮等情緒問題，原本已經受精神問題
困擾的病人在示威浪潮下可能病情惡化。
暴力衝擊為港人埋下「都市炸彈」。

香港長期以來是全球最安全、最自由的
國際城市，造成如今不堪的局面，完全拜
煽暴派、縱暴派所賜。為了達到反中亂港
的政治目的，他們將所謂的「和理非非」
「非暴力抗爭」的遮羞布完全撕下。從衝
擊佔領立法會、攻擊機場港鐵，到破壞商

舖，對不同政見市民、記者動輒圍毆襲
擊、血腥「私了」，不斷升級的暴力已經
逾越了社會的法律道德界線，引起社會公
憤，但縱暴派、煽暴派始終不與暴力割
席，反而和暴徒稱兄道弟，將暴徒美化為
「勇士」「義士」，為暴徒提供包括法律
援助等協助，包庇縱容暴力。

是非黑白顛倒，暴力更加有恃無恐。暴
徒將暴力衝擊視作常事，甚至光天化日在
大街之上向途人施襲，日前有中年男子遭
黑衣魔毆至重傷昏迷倒地，黑衣魔仍「意
猶未盡」，喪心病狂將男子衣服全部扯脫
以羞辱他。法治文明的香港，如今令人髮
指的暴行司空見慣，玷污人類良心，踐踏
基本人權，超越人性底線，煽暴派、縱暴
派政棍須負上全部責任。

令人擔憂的是，這股反民主、反人類的
暴力歪風，正在入侵區議會選舉。目前干
擾選舉的暴力事件層出不窮。上百個建制
派議員辦事處遭到嚴重破壞，不少建制派
參選人、助選義工被起底恐嚇，街站被騷
擾；在暴力淫威下，商戶只敢張貼支持暴
力候選人的宣傳海報，支持建制派的選
民、義工擔心安全，被迫選擇沉默，甚至
退縮；有知名電台主播公然教唆煽動阻礙
長者投票，網絡上教唆阻止特定人士投票
的言論不絕。香港法治、民主、理性的核
心價值觀被動搖，選舉公平公正不保，港
人肯定是最大受害者。因此，廣大市民更
應支持政府徹底止暴制亂、恢復正常秩
序，對香港負責，對自己負責。

香港患暴力焦慮症 煽暴派是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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