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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責任編輯：陳啟恒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多個社團發表聲明，
指黑衣魔連月暴行，旨在奪取香港管治權。
面對暴力沒完沒了，香港社會各界應堅定不
移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運用
一切必要的手段止暴制亂，包括成立跨部門
危機處理小組，並呼籲香港各界上下一心，
全民抗暴。

僑界聯會：堅定撐警才能平亂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發表聲明，指前日在香
港歷史而言是「瘋狂的一天」。這5個月
來，香港經歷了慘痛的「黑暗歲月」，在
「黑色恐怖」下市民人人自危，大批黑衣魔
瘋狂破壞港鐵及商舖，瘋狂 「私了」（毒
打）平民，瘋狂侮辱象徵國家主權的國旗、
國徽及新華社大樓，一次又一次挑戰法治的
底線。街坊、商戶、打工仔，飽受暴力侵
擾，已是苦不堪言。
聯會指出，嚴峻的事實告訴我們，黑色暴

亂志不在反修例，而在奪取香港管治權。從

黑衣暴徒刻意侮辱國旗、國徽、中聯辦大
樓、新華社大樓、對自認中國人的市民及旅
客行私刑，足證這場「顏色革命」衝着國家
主權而來，是 「港獨」 活動，不僅挑戰法
治與道德的底線，也踐踏了「一國兩制」的
底線。
聯會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的命

運始終與祖國相連。香港是法治社會，是文
明社會。香港是700多萬市民的家園，香港
的未來就在香港700多萬市民的手中，拯救
香港是每位市民義不容辭的責任。「面對暴
力沒完沒了，各方面必須放棄幻想，只有堅
定不移支持警方執法，堅定不移支持行政長
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運用一切必要的手
段止暴制亂，香港才能盡快結束亂局。」

統促會批暴行傷無辜市民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統促會）

昨日在聲明中批評極端分子的暴亂不斷升
級，連續多日攻擊交通工具和設施，隨時可

以釀成重大安全事故，傷害大批無辜市民的
生命，已帶有明顯的恐怖襲擊特徵。
全國政協委員、統促會香港總會會長姚志

勝表示，恐怖主義氾濫，會將香港推入動盪
的萬丈深淵，香港社會各界必須高度警惕，
對恐怖主義行徑予以嚴厲譴責，並促請特區
政府引用緊急法。「政府需要成立跨部門危
機處理小組，集合政府資源和力量，進一步
加大力度止暴制亂。」
港區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昨日亦發表聲

明，強烈譴責黑衣魔的惡行。該會指，暴徒
手段殘忍、喪心病狂，而持續不斷的極端暴
力活動已經嚴重破壞了香港的繁榮穩定，令
所有愛香港的人痛心不已。
該會強烈呼籲特區政府果斷採取一切必要

措施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強烈呼籲香港立
法、司法機關密切配合，切實承擔止暴制亂
的共同責任；強烈呼籲香港社會各界攜手齊
心，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止暴制亂，支持警隊
嚴正執法，令社會盡快重回正軌。

暴徒謀奪權 社團籲各界挺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黑

衣魔肆意傷害普通市民，馬鞍山
周一就發生有持不同意見的市民
被淋上易燃液體並點火。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EQ）等昨日
探訪被暴徒放火燒傷的李先生家
人，並轉述李太在事發後一直十
分擔心，難以入睡，而家中因此
頓失經濟支柱，更令她對未來感
到迷惘。
黑衣魔喪心病狂火燒不同意見

者，不少市民都很關心傷者及其家
屬的情況。葛珮帆昨日與民建聯副
主席陳勇等探訪李先生家人。

失經濟支柱 妻感迷惘
葛珮帆說，與李太傾談得知，

李先生一家是普通的基層市民，
「李生平時在地盤打散工，現時
李生在深切治療部留醫，未過危
險期，手停口停，一家人頓失經
濟支柱，李太表示事件發生後一
直十分擔心難以入睡，對未來感
到迷惘。」
在得悉李太的擔憂與傷心後，

她希望對方一定要堅強，「家庭
的重擔落在她身上，要照顧李生
和屋企人，要保重自己身體。我
們也轉達了民建聯仝人及香港很
多熱心市民的關心及祝福。」

「803基金」懸紅30萬緝兇
還幸，多個團體和組織都紛紛

向李先生一家伸出援手。「803基
金」正懸紅30萬元就事件緝兇，
呼籲知情市民報料，將兇徒繩之
以法。
「守護香港大聯盟」亦已籌款

幫李先生一家人渡過難關。葛珮
帆引述李太感謝大家的關心及支
持。
「香港政研會」昨日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亦表示，該團體
中人十分關心李先生的事件，並
發起了籌款活動，短短一日已募
得約4萬元善款，冀能為李先生一
家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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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六宗教

領袖，包括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寬運法師、
天主教香港教區宗座署理湯漢樞機、孔教學

院院長湯恩佳、中華回教博愛社主席薩智
生、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蘇成溢牧師、香
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梁德華道長昨日表示，暴

力不能解決問題，只會令暴力不斷升級，使
自己及他人受到傷害。任何人不應鼓吹以暴
力及破壞行為爭取訴求，並呼籲大眾以善克
服仇恨，仁者愛人，以和為貴，香港人要團
結向暴力說「不」，一同攜手維護香港人的
福祉。

六宗教領袖籲團結向暴力說「不」

警察隊員佐級協會昨日在聲明中批
評，暴徒連日來拆毀鐵路系統、

將大量雜物扔在鐵路路軌及主要幹道，
以汽油彈及其他物件攻擊行駛中的載客
交通工具等，完全漠視其他市民的生命
安全，更對持不同意見者動輒圍毆行使
私刑、大肆破壞商場和商舖等，最令人
髮指是一名指責暴徒的長者，在眾目睽
睽下被暴徒放火焚燒，致身體受嚴重傷
害。警員執法時，有暴徒伺機搶槍、警
車被焚燒、警署被闖入。
協會關注，近日社會上敢於向暴徒表
達不滿，甚至挺而向暴徒作出抵抗的市
民明顯增加，協會擔心這些市民的人身
安全會受到冷血暴徒威脅，一般市民的
日常生活甚至生命財產也長期受到暴徒
威脅，協會再次懇請政府及早思量對策
保障市民安全，免受暴徒襲擊。

滋養暴亂者 必受法律制裁
協會並相信，為暴徒提供金錢、物資
裝備，甚至走入校園引誘青少年犯罪
者，正在滋養暴亂，危害社會安全，必
會受到法律制裁。
協會表示：「現時在社會發生的已不

是一場簡單的暴力事件，協會特此呼籲
各位會員同事認清形勢，務必保護好自
己及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尤其在休班時
亦要提高警覺，協會必定繼續積極與管
理層探討更多保障人員安全的措施方
法。」

燒人無人性 縱火易釀災難
香港消防主任協會在聲明中則指，在
文明的社會，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
訴求是獲得支持和尊重的。可惜，近日

部分暴徒任意縱火、集體毆打不同意見
的人、惡意破壞公共設施，以及在路上
設置足以刺穿車胎的物品，此等行為不
但足以釀成災難性的人命傷亡，也嚴重
影響消防處的滅火救援和緊急救護服
務。
協會批評，暴徒向不同意見的人淋潑

易燃液體，然後點火，導致該名市民至
今仍危殆，完全泯滅人性。暴徒任意向
店舖放火，嚴重影響樓上居民及周邊市
民的生命財產，隨時觸發災難性火警。
「作為守護市民安全的消防人員，豈
可忍心眼見市民隨時陷入火海，豈能接
受市民隨時在路上發生致命的交通意
外。」協會嚴厲譴責任何縱火，惡意破
壞社會秩序的暴力示威者，要求立刻停
止任何違法行為，讓社會盡快回復平
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暴力及破壞浪潮繼續肆虐香港，黑衣魔連日來為求令香港社會停擺，

在各區用極端手法堵路及破壞，以阻止市民上班上學和過正常生活，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昨日發表

聲明，批評有關行徑與恐怖分子無異，嚴重威脅社會及市民安全，暴徒的惡行鐵證如山，警隊定必繼

續堅定執法，並呼籲為暴徒文過飾非，或吶喊助威的人與暴徒割席，還港人安全穩定的家園。香港消

防主任協會亦嚴厲譴責任何縱火、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並強調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消防員將繼續

團結一致履行救火救人的使命。

■葛珮帆探訪被暴徒放火燒傷的李
先生家人（左），並致以深切慰
問。 葛珮帆fb圖片

■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及香港消防主任協會均發表聲明，對暴徒的行為予以嚴厲譴責。圖為多名防暴
警察昨日在中環合力制服滋事暴徒。 路透社

從生於盛世到身處亂世，只是短短 5 個
月，每一個視香港為家的人真是情何以堪！

黑衣魔連續多日發動針對全港市民的暴
行，港鐵、巴士等主要交通服務都被迫停，
無辜市民不僅被剝奪生活工作的基本權利，
連免於恐懼的自由都幾乎喪失殆盡，一個清
理暴力行動殘留垃圾的七旬清潔工更受襲擊
懷疑腦幹死亡。暴力持續氾濫升級，已經激
起相當部分市民的強烈反彈。市民維護自身
生命和權益的正當訴求開始高漲，如果政府
不能順勢而為，任由管治、法治持續失效，
勢必催生以暴易暴的悲慘社會。面對這場向
全港市民宣戰的邪惡戰爭，政府只有以萬民
福祉為念，打破和平時期的常規管治思維，
再啟緊急法實施更強力有效的法律手段全面
止暴，並盡快設立跨部門危機處理小組，集
合政府各部門和社會各界的資源和力量，有
效震懾打擊邪惡暴力，才能保護市民、拯救
香港。

一萬個念想，哪怕是善念，也比不上一個
基於總體情勢的明智判斷。回顧過去 5 個
月，借修例風波發動的暴力衝擊變本加厲，
如今發展到無差別針對無辜平民發動攻擊，
大規模癱瘓交通，普羅市民上班、上學、生
活寸步難行；有分析指，暴徒還將攻擊全港
各區的供電、供水設施，這種風險一旦不幸

成為現實，全港市民基本生活和各行各業正
常運作，將進一步受到嚴重影響。毫無疑
問，這場暴力運動的本質，是一場試圖衝擊
「一國兩制」、奪取香港管治權的邪惡戰
爭，這場戰爭不予制止，最終結果是摧毀香
港的繁榮穩定，令港人安居樂業的生活蕩然
無存。

面對越來越無法無天、喪心病狂的暴力惡
行，市民生命安全和基本權利遭受重大而切
身的威脅，為求自保，越來越多市民不再沉
默，而是奮起反擊，反暴力、護權益的民意
開始出現明顯抬頭，更有聲音倡導建立自衛
組織。這股反暴力的正當民意可以充分理
解，且值得高度珍惜，但要強有力的引導，
以免因為法治失效而演化為以暴易暴。因
為，香港要繼續成為擁有良好法治文明的國
際城市，制止暴力絕對不能靠民間以暴易
暴，止暴制亂始終是政府的權力和責任。政
府更應該明白，要避免以暴易暴，必須強化
管治、充分發揮法治保護普羅大眾的應有效
能。如若不然，香港勢必陷入可怕的內戰狀
態。

部分市民不得已採取自保行動，其中一個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政府止暴制亂至今成效
不彰，部分人開始失去信心和耐心。顯而易
見的是，面對如今的香港已處於準戰爭狀
態，政府仍用和平時期的常規管治思維來應

付，當然難免進退失據、力不從心。
就以警方執法為例，目前警方主要依靠

《公安條例》《警隊條例》進行止暴制亂，
結果處處受掣肘和挑戰，進入大學校園執法
被指控「擅闖私人地方」；警方開槍更遭諸
多非議，有意見堅持警員要在確認生命安全
受到重大危險才能開槍，否則就違反警務守
則。《公安條例》《警隊條例》、警務守則
只是和平時期賦權警方處理治安案件的法
例，而現在香港的暴力呈現無時無刻、「遍
地開花」、大規模群體化的特徵。面對成群
結隊、窮兇極惡的暴徒，面對喪心病狂的致
命攻擊，仍要前線警員墨守處置個案式治安
案件的法例法規，令前線警員執法縛手縛
腳，疲於奔命，更令他們生命安全置於極其
嚴峻的危險之中。

大規模群體暴力與個案式治安案件的分
別，相信政府和不存偏見的市民都能夠分
別。面對暴力心態和程度越來越嚴重惡劣，
警方面臨的危險和挑戰越來越大，香港管
治、法治被全面癱瘓的風險越來越高，政府
對依法授權警方加大執法力度，不能再猶豫
不決、舉棋不定，唯有採取更強力的法律手
段，才能震懾暴力，扭轉局勢。政府已經啟
動緊急法落實了《禁蒙面法》，邁出強力止
暴制亂的第一步。但這遠遠不夠，還需要更
強有力的法律組合拳來支撐迅速有效的執

法、司法。政府根據現實需要，引用緊急法
頒佈一系列緊急規例，包括放寬警權，讓警
方可更多使用武力，逮捕、搜查、封閉場
所，檢控工作更為迅速有效；成立特別法庭
專門審理這次暴動案件；制訂防止煽動性言
論的條例，以利檢查、管制、阻止傳遞暴力
資訊，拆除連登、Telegram通訊軟件等暴力
「大台」，等等。

另外，要應對這場香港特區前所未遇的邪
惡暴力準戰爭，政府更應成立跨部門危機處
理小組。戰爭狀態下，整個政府必須改變各
自為政、各掃門前雪的思維、態度和工作模
式，讓各部門和政府人員都充分明白，面對
止暴制亂的生死責任，政府上下無人能置身
事外。問責官員和高級公務員都應該責無旁
貸地站出來，發聲譴責暴力、譴責恐怖襲
擊。每個部門都要認真思考，如何能在自己
的職責範圍內，做一些平時沒有做、如今戰
時應該做的工作，以利止暴制亂，比如負責
發佈政府資訊的部門，在傳遞真確資訊、揭
穿暴力本質、消除謠言謊言方面能做什麼？
主責香港電台的部門，能為制約、切除這顆
「毒瘤」做什麼？市民都可以自發清除路
障，負責路政的部門能不能比平時多行一
步？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為政者請擔起
歷史責任吧！

面對一場邪惡的戰爭，政府真的束手無策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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