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嫂：差一點點，兩孩子就沒了爸爸
遭黑魔割頸警剖白心底話 康復後願回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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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星期天，黑衣暴徒在香港多處肆意破壞。阿力與同事奉命到港鐵觀塘站處
理一宗刑事毀壞案件。他們準備離開時，一群黑
衣人尾隨叫囂。人群中突然伸出一隻持刀的手，
直刺阿力頸部。
阿力回憶稱，發覺右後方有人戳了一下他的頸
部，回頭看見一隻拿着武器的手，於是上前制服
那個人。那一刻，他沒覺得痛，更不知道自己傷
得嚴重。直到將襲擊者制服，他才發現地上有很
多血，他的上衣也被血浸濕。
看到身邊的同事表現緊張，阿力猜想自己傷勢
嚴重。到了醫院，醫生的診斷證實這一點：他的
右頸被割開一道深5厘米的傷口，頸靜脈和迷走
神經切斷。

「差一點點就傷到大動脈」
事發時，阿梅正在家準備晚餐，突然接到另一
名警嫂來電，得知阿力所在衝鋒隊一名警長受
傷。她立即給丈夫打電話，沒人接聽；發信息，
沒有回覆。
10分鐘後，阿梅接到丈夫同事的電話，證實丈
夫受傷，正送往醫院，頓覺頭腦「一片空白」。
「我當天沒有看新聞，不知道什麼情況，只知
道他頸部受傷。」她說，她請母親幫忙照顧孩
子，自己匆忙收拾丈夫可能需要的東西，慌亂中
「不知道收拾什麼好」。
趕到醫院，阿梅看到丈夫被多名醫生圍住，等
待手術。「他望向我，想跟我說話，但是聲音很
小。」回想那一刻，阿梅聲音顫抖。
手術成功，靜脈和神經線重新接上。此後幾
天，阿力待在重症監護室，感受到從未有過的痛
楚。
他回憶：「我雙手被綁住，因為醫護人員擔心

我會抓到傷口。醫生用嗎啡幫我止痛。藥效過
後，那種痛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經歷痛楚，阿力仍說自己「好彩」（意為「幸

運」）。「醫生說靜脈、動脈和迷走神經是一
組，慶幸的是我只是靜脈和迷走神經斷了。如果
連動脈也斷掉，傷勢會更嚴重。」
如果頸動脈割斷，性命可能難保。這樣的「如
果」，阿梅不敢想。她說：「醫生說過，差一點
點就傷到大動脈……現在是不幸中的大幸。」

「要確保隊員齊齊整整離開」
阿力從警20多年，不是沒遇到過險情，但這次
成為一名仇警中學生暴力襲擊的目標，出乎他意
料。
他說：「我遇襲前，覺得香港不會發生這樣的

事，因為警察就應該維持治安、執法，無關政
治。對這次襲擊，我感到無言。」
對於襲擊他的那名18歲男子，阿力說，他不覺
得憤怒，只是不明白對方為什麼要這樣做。「這

幾個月，有些大學生、中學生用很暴力的手段襲
擊警察、市民，破壞商舖。我覺得香港的教育出
了問題。」
在他看來，很多污衊警方的謠言猶如「天方夜
譚」，而有些年輕人竟會相信。「一個接受了這
麼多教育的人，應該有獨立分析能力。我不明白
有人會相信這些。現在香港社會出現太多歪理，
而且有傳播力，這是不好的風氣。」
仇警歪理持續滋長數月，香港不時出現落單警

察遭暴徒圍攻的情況。作為衝鋒隊的一名警長，
阿力每次帶隊出勤都擔心有同事因掉隊而遇襲，
因此通常安排同事先行，自己殿後。
「我要確保我的隊員齊齊整整地離開，所以我
要留守到最後。」他說，即使自己受到襲擊，但
如果讓他重新選擇，他仍會這樣做。

「相信很多人支持我們警察」
出院後，阿力每兩三個星期要去覆診，還需接
受至少半年言語治療。由於控制聲帶肌肉的迷走
神經損傷，他的右側聲帶可能再也無法如常振
動。目前他只能依靠左側聲帶說話，聲音沙啞無
力，不時咳嗽。
「他現在不能大聲或長時間說話，有時想大點

聲訓孩子都會走音。」阿梅苦笑道，他很想跟孩
子聊天，但聲音太小，孩子經常聽不清。
說起孩子，阿力眼眶泛紅。
「我對家人有點內疚。」他說，這次受傷，不

僅影響了他與家人的日常溝通，還讓他陪伴孩子
的時間減少。他習慣一有時間就接送孩子上學，
但這次事件後，他擔心被「起底」，不得不「低
調」。
修例風波發生後，警察成為暴徒攻擊和網絡暴

力的主要目標。香港警方最新數據顯示，6月至
今，共有483名警務人員在相關行動中受傷，數
以千計警員及家屬個人信息遭惡意洩露。
「我害怕子女因我而受到欺凌。」阿力說，

「但我不認為做警察，或者這次受傷，是一件不
光彩的事。」
阿力本是正面樂觀的人。他說，這次受傷後，

他得到警隊很大支持，受到醫護人員專業細緻的
照顧，更收到大量來自市民的慰問卡。「我相信
還是有很多人支持我們警察維持治安和執法。」
阿梅說，丈夫受傷之初，她覺得很徬徨，幸虧

有親友幫助，「最艱難的時候已經過去」。
阿梅問過丈夫，康復後是否打算返回前線，得

到肯定答覆。她知道丈夫是一個「坐不定」的
人，還想與前線同事一起工作，而她會尊重他的
決定，支持他繼續做喜歡的工作。
現在丈夫每次覆診，阿梅都會盡量陪伴。「他

說話吃力，我擔心他跟醫生講不清楚，出門也不
方便。我能做的，就幫他做。」她說，「夫妻本
就應該互相鼓勵支持。」 新華社香港12月2日電

「其實差一點點，我的兩個孩子就沒了爸爸。」警嫂阿梅說這話時，丈夫阿力

（Alex）遭暴徒割頸的事已過去一個半月，但她仍止不住後怕，強忍眼淚。「我怎

麼也想不通，他（施襲暴徒）為什麼要這樣傷害一個人。我先生身為執法者，只是

去做應該要做的工作。」

警方昨日披露至今
共有約5,900人被捕，
當中近四成、2,345人
為學生，而傷害Alex
的疑兇也是一名18歲

青年，Alex接受央視旗下中國國際電
視台（CGTN）訪問時，表示認同年
輕人以和平的手法表達訴求，但不論
他身為一名市民抑或一名警員，也不
認同以任何暴力作為表達的方法。他
續說，任何一名警務人員在執法時看
到這麼年輕的示威者，也不忍使用過
分武力，「我的感受是很心痛，但以
我的職業，不論對方是什麼人、有什
麼訴求，我都要執行法律。」

煽暴派一直渲染所謂「警暴」，但
Alex強調，警方採取多少程度的武
力，視乎受到多大暴力程度的襲擊，
他並不認同警方在過去數月的修例風
波上使用了過大武力去處理事件，
「雖然我受了傷，但從電視上看到有
人用汽油彈、磚頭及弓箭去襲擊警
員，這些全部都是致命的暴力襲擊，
警察都是用上一些相對較低層次的武
力去處理事件。」
他重申，警察是一名執法者，並不

涉及任何爭執，「只要有人違法，便
去執法。」

「只有犯罪的人才不喜歡警察」

對於有調查顯示部分人不認同警
隊，Alex則指，相信警隊上上下下均
希望得到市民的認同，但他們的職責
是捍衛香港的法律與維持社會治安，
「某程度上只有干犯罪行的人，才會
不喜歡警察。」
被問到對警察的工作有否動搖時，

Alex斬釘截鐵地說：「沒有。」那麼
會否支持子女長大後當警察？他同樣
肯定地說：「會！」但他之後有點感
觸，停頓了數秒才吐出：「我覺得我
做這份職業是幫到人，是有責任與使
命感，如我的小孩也認同，我會很開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阿力Sir：心痛學生被煽動
 &

■ 阿力說：「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人支持我們警察維持治安和
執法。」 新華社

■警嫂阿梅（背向者）表示，會尊重丈夫康復後返回前
線工作的決定，支持他繼續做喜歡的工作。 新華社

■ 阿力當天被黑衣魔用鎅刀割傷頸部，傷口至今仍清
晰可見。 新華社

■事發當天，阿力遭黑衣魔用鎅刀割頸後，頸部血流如注，鮮
血染污制服。 資料圖片

■當天涉嫌
用鎅刀割傷
警員頸部的
青年，即場
被防暴警員
制服拘捕。
資料圖片

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近日宣
佈，從明年1月1日起，港澳台居民可
在內地參加社保。內地社保與眾多民
生政策掛鈎，港人可以在內地參加社
保，等於在養老、醫療、失業保障，
乃至置業、子女就學等方面，享受與
內地居民同等待遇。國家積極回應港
人關切，不斷推出看得見、摸得着、
享受得到的惠港民生舉措，再度顯示
國家愛港真真切切，真心實意為港人
謀福祉。面對美國借人權法案搞亂香
港、將香港作為遏華棋子，港人要認
真思量，分辨清楚究竟誰是真正愛港
挺港，誰在禍港害港。

新公佈的《香港澳門台灣居民在內
地（大陸）參加社會保險暫行辦法》
規定，用人單位依法聘用、招用的港
澳台居民，應當依法參加職工基本養
老保險、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
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由用人單
位和本人按照規定繳納社會保險費。
新規定在經辦程序、發放社保卡、社
保待遇的享受、財政補助、社保的跨
省轉移等方面，都讓港澳台居民享受
與內地居民同等的待遇。由於內地購
房買車、子女上學、醫療等惠民政策
多與社保掛鈎，因此，港人擁有社保
卡，等於拿到了無障礙融入內地生活
的通行證。

中央在短短一個多月之內，相繼推
出幾波惠港措施。先在 11 月 6 日推出
「惠港 16 條」，便利香港居民在 9 個
大灣區內地城市購買房屋，港人子女
可享有內地居民子女同等教育安排等

等，以實際行動支持港人尤其是年輕
人解決住屋、就業問題；接着，11 月
21日簽署CEPA服務貿易協議的修訂協
議，支持香港優質服務業進軍內地發
展；如今又讓港人可在內地參加社
保，惠港、挺港、助港的政策舉措陸
續有來，充分顯示中央注重推出讓港
人看得見、摸得、享受得到的優惠
政策，成熟一項，推出一項，為港人
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讓香港的年輕
人看到希望，引領港人更積極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

借修例風波發動的持續5個多月的暴
力運動，令香港百業凋零、社會嚴重
撕裂、極度政治化。泛暴派與英美反
華勢力互相勾結，發動具有「顏色革
命」本質的暴力運動，企圖奪取管治
權，把香港變成顛覆國家的基地。近
期美國總統特朗普更將所謂《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簽署成法，替香港暴
徒撐腰，令暴力變本加厲，香港更趨
動盪不安。

中央堅定支持香港落實「一國兩
制」、持續出台惠港政策，鼓勵港人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分享國家發展紅
利，顯示國家始終是香港的堅強後
盾，是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保障、活
力之源。國家實實在在支持香港、關
愛香港，美國煽暴縱暴、損害港人根
本利益。兩相對比，到底誰在真正愛
護香港，誰在利用香港禍亂香港，相
信港人會看得更加清楚明白。

港人同享社保待遇 國家挺港情真意切
中國就美國通過及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採

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宣佈暫停審批美軍艦機赴港休整
申請，並且制裁多個美國非政府組織，包括美國國家
民主基金會等。中國政府對美國「長臂管轄」、搞亂
香港、遏制中國發展的惡行絕不坐視不理和妥協退
讓，採取斷然措施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捍衛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在國家支持下，特區政府更應
大膽作為，理直氣壯，依法斬斷伸向香港的外部「黑
手」，包括引用《社團條例》、應用緊急法等法律手
段取消反中亂港團體的註冊，堵截黑金來源，提升止
暴制亂的力度。

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簽署生效後，中國
將如何回應備受關注。有一種意見猜測，在中美貿易
談判進入達成首階段協議的關鍵時刻，中國充其量只
作出口頭反對，表表態而已，不會有具體行動。這種
揣測顯然低估了中國捍衛國家核心利益的決心。持續
近兩年的中美貿易戰中，中國用實際行動表明，任何
極限施壓對中國都沒用，中國反制說到做到，既回應
了美國的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更堅決捍衛國家
和人民利益。此次中國宣佈的制裁措施，是向美國敲
響警鐘，清晰表明香港不能成為美國要挾中國的棋
子，若美國不知所進退，一意孤行，中國更強有力的
反制還將陸續有來。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巴西利亞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
議時指出，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
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
移。 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特區政府責任重大，更應
迎難而上，主動肩負起抵制外部勢力干預、維護國家
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的重任。

其實，此次外交部宣佈制裁的多個美國非政府組
織，其中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就

是「掛羊頭賣狗肉」的NGO，

是臭名昭著的在全球製造動亂的幕後推手。NED多年
來通過「禍港四人幫」之首黎智英等向反對派組織和
人物提供大筆資助，金額數以千萬計，為激進反中亂
港之徒輸血；NED不僅與李柱銘、黎智英、李卓人等
亂港頭目過從甚密，更培養了黃之鋒、羅冠聰等新一
代賣港卒子。

除了掛NGO招牌的策動動亂機構，過去5個多月
的暴力運動中，還有facebook、WhatsApp等美國知名
社交媒體，持雙重標準，對揭露暴力亂港真相的正義
媒體惡意滅聲，包括取消點新聞fb註冊、封鎖警隊澄
清真相賬戶等等；但對抹黑香港警隊、建制派的謠言
就視若無睹，任其氾濫傳播。至於連登和Telegram等
網絡平台，在此次反修例風波扮演指揮平台的角色，
是暴力亂局的「策源地」，成為止暴制亂的盲區。

這些NGO、商業機構、網絡平台，打支持香港
「人權、民主」、捍衛「新聞資訊自由」等冠冕堂皇
的旗號，無所不用其極煽動暴力、衝擊法治、癱瘓管
治。對此，特區政府絕不能視而不見，不出手制止。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特區政府應該加大力度調查取
證，引用《社團條例》取締違法亂港的美國NGO、
商業機制，追查這些機構有否干犯《刑事罪行條
例》，追究機構負責人的刑責；還應該考慮啟用緊急
法，徹查美國的相關組織在香港的金錢交易是否用來
資助暴動，查明屬實，則應凍結資產，斬斷暴力的資
金、技術支援；政府還可對來港目的是資助、煽動、
參與或指揮暴動的美國人員，不發簽證；宣佈禁止大
力推動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美國數名為首
政客入境香港，向美國還以顏色。

事實已經並且將不斷證明，向外部勢力退縮，外部
勢力就會得寸進尺，香港的暴徒就會更有恃無恐。有
中央政府和包括港人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作後盾，特
區政府應該更有底氣強硬反制外部勢力干預，不容外
部勢力搞亂香港。

政府應更有底氣斬斷外部勢力「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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