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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過去近 7 個月受到連
場暴力衝擊，警務人員工作
壓力大增，不少警員更因而
受傷。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

任、前香港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近日以香港
市民身份到警署慰問警隊。曾偉雄不但為
警員的英勇行為鼓掌，亦為警員身處險境
感到擔憂。他讚揚警員無私，所做的一切
都是為了捍衛香港的法治，並勸勉警員毋
須懼怕一些刻薄、尖銳和不公的批評。

在該段長近3分鐘的視頻中，曾偉雄表
示，過去近7個月，香港出現前所未見的暴
力情況，「好似撞邪一樣。」不少暴徒和黑
衣人做出的種種暴力行為，對市民的生命財
產和警員的安全均造成很大威脅。

他續說，大家都非常明白警員在過去7個月
的艱難：「每一次在網絡上看到關於你們英
勇行為的短片，都會鼓掌；每一次在網絡上
看到你們身處險境，都為大家非常擔憂。」

曾偉雄讚揚警員在這7個月所做的每一件
事都是為香港而做，非常無私，不單是自己

精神、體力的奉獻，還有家人要承受的壓
力，子女受到的種種騷擾，市民都非常明
白。

他提到，自己在（任警隊一哥）退休前許
願，其中一個願望就是不希望再有非法「佔
中」這種情況出現，但現在的修例風波可能
是香港開埠170年以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他
認為，身為一個警察、一個執法者，「其實
不是為誰而做，而是為香港的法律而做！」

讚無私奉獻 勉捍衛法治
曾偉雄指出，有很多人說一些刻薄、尖

銳、不公道的批評說話，「但我想大家記
得，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了捍衛香港的
法治。如果有一些法律界人士仍滿口胡言，
說些無謂說話，你可以正視他們，只要用雙
眼盯着他們，就會發覺他們的目光會遊走，
因為他們知道是誰在說假話。」

曾偉雄最後表示：「作為一個市民，我
也是市民，表達對大家多謝的心聲，再次多
謝大家！」他拍掌道謝，在場人士也一起鼓
掌。

不少網民對曾偉雄這段講話深有共鳴。
「Chau Ki Chau 」說：「曾 Sir 說得非常
好，感謝你說出了我們的心聲，說警察不好
的，是滅了自己的良知，難道他們不明白警
察對社會的重要？」「Kingyou Wong」表
示：「全力堅定支持香港警察，您們的所有
制亂反暴力行動，令我們安心，令我們才能
安坐家中，多謝香港警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曾偉雄近
日前往警署
慰問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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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偉雄赴警署慰問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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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一心》歌詞
原曲 :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編曲 : wilson
填詞 : wilson
主唱 : wilson

同行共你心相連
此刻四處負面
心堅未會理街外閒言
你我心照不宣

心酸 此際看似孤獨
幾多鬱結未平復
撫心問你我 看當前亂局
始終不可退縮

求同存異你我尊重
即使政見西與東
豈可攻擊我 我會忍辱負重
卑躬屈膝亦心痛

儘管面對百般挑釁
深呼一口氣 別恨
拋開一切去解除怒憤
真心 為未來安穩

同僚勿氣餒守本分
頂得起 這重任
堅守深信 這關定能過
彼此豁達一生
振作上下一心

總督察作歌明志：除怒憤守本分
修例風波半年來，香港警

隊終始站在止暴制亂、維護
法紀的第一線，然而面對泛
暴仇警派的污衊、抹黑和中

傷，每名警員不但流血流汗，內心也在流血
淌淚。眼見同袍的滿腹委屈仍堅守崗位，有
「警隊歌王」之稱的總督察譚威信，月前為
執行「踏浪者行動」的同袍改編創作《同
行、一心》一歌，為守護香港的同袍送上心
靈雞湯， 唱出同袍的心聲和吶喊，正如歌
詞寫到：「我會忍辱負重 」、 「儘管面對
百般挑釁」、「解除怒憤」、「勿氣餒 、
守本分」。

洋名Wilson的譚威信總督察，現駐守東
九龍總區重案組，他自幼喜愛音樂和唱歌，
是兒童合唱團出身，加入警隊後也常參加警
隊的創作歌唱比賽，被同袍稱為「警隊靚
聲」和「警隊陳奕迅」，因此唱歌鼓舞士氣
也成為譚威信表達警隊忠誠、英毅的另類
「武器」。

他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2014年警方
在處理非法「佔中」事件時，有一個場面令
他有感而發，就是駐守政總的同袍遭激進示
威者辱罵圍攻，示威者甚至阻撓飯盒送入政
總，於是他改編創作了《無怨的信念》為同
袍打氣。

譚威信說，今次創作《同行、一心》的
觸發點是6月中黑衣魔圍攻警總，大肆破
壞及對警隊百般侮辱。他說：「我當警察
廿多年，為何社會變成咁？我們是為正義

而戰的。」

曲調風格雄壯悲愴
深感社會對警察的中傷、抹黑令同袍深

受傷害，但仍堅定意志維護法紀，激發他創
作《同行、一心》，用了幾天便寫成歌詞，
但在曲調風格上，新作比上首歌的激昂奮發
更添雄壯悲愴。

譚威信說，這幾個月看到對警察的不公
平和惡意中傷，是對同袍的傷害，不要說在
前線，就連下班後也會被追打。多年來，香
港警察為市民付出很多，也使香港成為世界
聞名的安全城市，但在短短幾個月內，這個
金漆招牌突然間被抹煞掉，變成很多市民不
相信警隊，他非常痛心。

「我們作為警察，除了工作角色，我們也
是香港人、中國人，也是我媽媽的兒子，我
太太的丈夫，我兒子的父親，警察也是人，
人是有情緒的，需要一些方法抒發情緒。」
他認為，音樂是其中一種抒發情緒的方法，
希望藉音樂幫到同袍，也幫到他自己：「希
望憑着這首歌，你可以聽到的旋律，可以聽
到歌詞，可以感受下我們警察的無奈，和希
望可以做到最好、堅持不懈的那種精神。」

譚威信表示，最近剛寫好第三首歌，曲
詞都是他原創的，旋律較輕快、充滿希望，
有幾句歌詞是「香港人始終美善，艷陽定會
出現，這個艷陽可踢走陰天，我們是為正義
而戰的。」他希望抽時間盡快錄製推出新
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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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昨日開會討論2019/20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根據保

安局提交文件顯示，由今年6月至今，香港有超過

900宗示威、遊行、集會，甚至暴力違法行為，令每

月平均有約1.1萬名警員須逾時工作，須「補水」9.5

億元，情況嚴峻。不過，煽暴派立法會議員未有體諒

警員，反聲言要抽起警員的薪酬調整作個別審議和表

決，繼續拖延有關議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昨

日回應指，有關要求偏離既定機制，針對警員的做法

更不合理，希望立法會議員不要將公務員薪酬調整政

治化，盡快審議並通過撥款，令全體公務員可以盡快

出新糧和追補薪金。

煽暴派玩針對 公僕加薪再拖
警隊半年加班費9.5億 議員糾纏「加薪另議」2019年12月14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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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香港運動保衛香港運動」」向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向立法會議員葛珮帆、、黃定黃定
光等遞交請願信光等遞交請願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衛香港運
動 」昨日舉行「支持警隊加薪」遊行，嚴厲譴責
煽暴派在修例風波中抹黑警隊、煽動民眾違法，
今次更想借公務員薪酬調整來打擊警隊士氣，企圖
摧毀守護香港的最後防線。
「保衛香港運動」昨日約50人遊行到立法會，

向立法會議員遞交請願信，要求立法會財委會審議
2019/2020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時，盡快完成警隊
加薪程序，並要求政府給予警隊更多資源，以示對
每位警員在過去幾個月裡堅守崗位、流血流汗、忍

辱負重、守護香港的感激和讚賞。

應得嘉獎 促增資源
團體表示，香港警察是名副其實的香港英雄，應

該得到來自特區政府與市民的肯定與嘉獎，「因
此，我們『保衛香港運動』更希望立法會除了加警
察人工之外，應該調動更多資源和加大撥款去支持
警務工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黃定光，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麥美娟等到場接收請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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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
蘭）煽暴派聲言會全力阻止
警員加班補水，甚至揚言要
「重組警隊」云云。多名建
制派立法會議員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強調，
有關做法於理不合，並批評
泛暴派惡意抹黑警隊，更通
過有如「爛仔」的拉布拖延
全體公務員加薪，對全體公
務員不公平，更拖慢大量經
濟民生議案的審議，將影響
香港的發展。

指拒付加班費不合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表

示，自今年6月起有賴香港警
察維持治安、恢復秩序、止暴
制亂，努力付出有目共睹，泛
暴派聲言要阻止警員加班補水
是於理不合的。
他並強調，公務員薪酬調

整議案自今年7月拖延至今，
對所有辛勤的公職人員來說
絕不公道。今屆立法會會期
只剩下最後幾個月時間，議
會上仍囤積大量有關經濟民

生的議案尚待審議或通過，香港實在沒
有任何的本錢和時間再給泛暴派拉布。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批評，煽暴

派將一切問題政治化，更對警察存有偏
見，惡意抹黑整個警隊，並直言即使有
個別警察有問題，都不可以偏概全，好
比即使有大學生參與暴動做出違法行
為，都不能撤銷整間大學撥款。
他強調，公務員今次並非大幅加薪，

而只是追回通脹升幅，本應七月審理的
加薪議案拖延至今，對所有公務員都不
公平。泛暴派拉布這種「爛仔」行徑，
結果只會拖累了香港的發展，寄望香港
市民都看清泛暴派本性，及早醒覺。

團體請願 挺警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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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委會昨日討論2019/20年
度公務員薪酬調整，包括

在今年4月1日起，將首長級
和高層薪金級別的薪點的金額
上調4.75%，中層和低層薪金
級 別 的 薪 點 的 金 額 上 調
5.26%，及相應調整撥付予資
助學校、廉政公署及資助機構
的款項。
為炒作仇警情緒，煽暴派立
法會議員對議程橫加阻撓，包
括聲言要抽起警務人員的薪酬
調整作個別審議和表決，無視
多個公務員團體已去信財委會
提出反對。
民主黨議員許智峯更即場動
用會議程序第十九段，要求傳
召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出席財委
會「作供」，令市民知道警方
是否「值得加薪」云云。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反對有關
動議，批評煽暴派針對警隊，
其黨友周浩鼎亦批評煽暴派
「擺明搞警隊」。

羅智光：針對警方不公道
羅智光在會上回應指，薪酬
調整是既定機制，已運作多
年，受公務員信賴，並批評有
議員將警隊執法問題無限放
大，在薪酬調整機制上刻意針
對警方，「無道理，亦不公
道。」
他強調，是次撥款只涉及公務
員薪級表調整，部門和職系的表
現並非調整公務員薪酬的考慮因
素，故毋須其他局或部門的代表
出席財委會解說。議員若對個別
部門表現有意見，有很多其他渠
道可跟進，但現時情況是將民生
議題政治化，公務員會感到失望

及受到影響。

不接受兩建議 鄭松泰發難
由於財委會是首次動用相關

程序傳召官員作供，財委會主
席陳健波一度宣佈休會作研
究，並於下午續會，最後建議
兩個方法處理有關問題，一是
參考會議程序第三十七A段，
即毋須經預告而動議一項議
案，將該套程序應用於處理會
議程序第十九段的議案；二是
先休會再另外舉行特別會議，
及先由財委會制訂一套處理第
十九段議案的程序再作討論，
惟估計有關做法需時，農曆新
年前或不能通過公務員薪酬調
整項目。
不過，煽暴派議員對兩項建

議均不同意，稱前者「無法律
約束力」，而「熱血公民」議
員鄭松泰更乘機再提出剔出警
員加薪的部分。
最後，財委會在爭拗下未能

取得共識，陳健波於傍晚6時
許宣佈結束會議，先讓委員就
有關建議「沉澱」。
公務員事務局其後再回應事

件時表示，希望立法會議員尊
重公務員的意見和既定機制，
不要將公務員薪酬調整政治
化。當局冀財委會盡快審議並
通過撥款，令全體公務員可以
盡快出新糧和追補薪金，「亦
可讓我們盡快向資助學校、不
同的資助機構包括醫院管理
局、獲社會福利署資助的非政
府社福機構等發放經調整的資
助款項，使有關機構亦能夠按
照既定安排調整員工的薪
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