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煽暴「獨人」劉頴匡前天發起的中區遮打花

園集會，在主辦單位連串煽惑仇警言論下，終

演變成暴亂，重現燒、砸、堵破壞社會安寧場

面。警民關係組4名成員進入會場要求劉頴匡

終止集會，惟被故意刁難及煽動群眾情緒，終

致遭受大批黑衣暴徒用伸縮棍及磚塊襲擊，頭

破血流。劉事後被以違反《公安條例》拘捕。

警方港島總區高級警司吳樂俊昨接受電台節目

訪問指，劉頴匡由始至終都沒宣佈腰斬集會，

態度不合作，至於遇襲的4名警民關係組成

員，仍有兩人分告手指和額頭骨折留醫。

劉頴匡涉煽惑累警受傷
警批煽暴「獨人」故意刁難 由始至終無宣佈腰斬集會

A4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常 樂

20202020年年11月月2121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0年1月21日（星期二）

2020年1月21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
席林志偉昨向會員發信，嚴厲
譴責前日中環集會的主辦單
位，單方面破壞與警民關係組
的合作和互信關係，視誠信為
無物，事後更將警民關係組成
員受襲的責任推諉至警方，行
為無恥，卑劣至極。
林志偉指出，警民關係組人

員會到活動現場附近，當面與
公眾活動主辦單位聯絡，故此
主辦單位理應能夠辨認該組成

員，甚至認識進行相關工作的
警員。但前日中環集會主辦單
位卻向參與者指，受襲的警民
關係組人員身份成疑，並挑動
在場示威者的情緒，令警員最
終受襲。
林志偉促請支持反修例示

威活動和自稱「和理非」的
人，要認清那些所謂「和平
集會」的本質。他又質疑主
辦單位是無能力維持集會和
平進行，抑或是不希望集會
和平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蕭 景
源）黑衣魔繼前
日騎劫公眾集會
引發騷亂後，昨
日再以金紫荊廣
場為目標，肆意
用噴漆塗鴉旗杆
及金紫荊雕塑底
座後逃遁，由保
安員發現報警；
警方列作「刑事
毀壞」案處理，正追緝涉案在逃
黑衣魔下落。

升旗儀式被迫取消
消息稱，昨晨近8時，保安員巡

邏期間發現金紫荊廣場遭人潛入
惡意破壞，其中兩支旗杆、旗杆
底座及金紫荊雕塑下紅色花崗岩

底座，遭人以黑色噴漆塗鴉，於
是報警。警員到場調查及翻查附
近閉路電視片段，鎖定一名穿黑
衫及黑長褲的黑衣魔涉案，交由
灣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跟
進。由於金紫荊廣場遭刑毀需要
維修，原定昨晨8時舉行的升旗儀
式宣佈暫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7月有人鼓
動「九龍大遊行」，最終在旺角區演變成騷亂，
其間前立法會議員區諾軒在警方防線前以「大聲
公」大叫粗口及辱警，致警司高振邦耳朵不適，
並以「大聲公」敲打警盾，區諾軒被控兩項襲警
罪，案件昨於九龍城裁判法院由梁嘉琪裁判官主
審。醫療報告指高振邦被診斷為急性聽力損失，
高振邦供稱當時曾要求區諾軒安靜，惟對方用
「大聲公」以粗口回應：「我×你呀！」
32歲被告區諾軒被控兩項襲警罪，指他於去

年7月8日午夜零時30分，在油麻地彌敦道與登
打士街及咸美頓街交界襲擊警員關志豪，並於同
日凌晨相若時分，在彌敦道與咸美頓街交界襲擊
警察公共關係科傳媒關係組警司高振邦。

區用「大聲公」辱警 追住嚟嗌
控方在庭上讀出兩份醫療報告，稍後或會傳

召醫生作供。報告指高振邦案發翌日求診，稱工
作時被俗稱「大聲公」的手提式擴音器的巨大聲

浪損害右耳聽力。醫生檢查證實其耳鼓膜完好，
未有發炎，但對手指摩擦聲反應減弱，遂轉介至
耳鼻喉科。
高振邦其後到東區醫院職康中心求診，報稱

因間歇出現耳鳴及「霹拍聲」而影響睡眠，並感
煩躁不安。初步被診斷為急性聽力損失，最近一
次覆診指其右耳痛楚及短暫聽力損失症狀有緩
解，未有殘餘損害。
控方播出警方拍攝的影片，可見區諾軒數次

用「大聲公」大罵「死黑警」、「毅進仔」，並
用「大聲公」敲打警員長盾。高振邦曾叫勿把
「大聲公」放近他耳邊，區回應「你聽唔到我說
話？」高作供指，曾着對方安靜，惟對方以粗口
回應：「我×你呀！」高振邦遂用手將「大聲
公」推開並警告，但對方仍「追住我嚟嗌」。他
今日會繼續作供。

指區刻意針對 警員錯愕
另外，警員關志豪作供稱，當時手持長盾牌

站在區諾軒前方，與同僚要求在場記者、立法會
議員譚文豪及區諾軒返回行人路未果，更被區以
「大聲公」激動指罵，且三度用「大聲公」大力
敲打其長盾。關認為區刻意針對他而感驚慌及錯
愕，「完全估唔到一個議員會咁做，擔心佢會提
高武力衝擊防線。」他惟有緊握長盾，以防防線
崩潰。
控方又傳召高級督察劉嘉昇作供。劉稱當時

警方正清場，區諾軒及譚文豪的出現引來大批記
者圍訪，警方一度停止推進，勸告他們離開馬
路，及後警方再次推進，譚文豪及記者緩緩退
後，但區繼續喝罵警員，又用「大聲公」數次撞
向關志豪的長盾。

區諾軒被控襲警 警司證聽力受損

員佐級協批主辦方毀互信

黑魔塗污金紫荊底座旗杆

吳樂俊高級警司指，主辦單位在集會進行時
雖有安排糾察維持秩序，但不久即有蒙面

黑衣暴徒進行堵路和破壞附近的閉路電視，由
於主辦單位已無法控制在場者，警方遂派出一
直有與主辦單位聯絡的警民關係組人員進入會
場接觸劉頴匡要求終止集會，但劉態度不合
作，又要求便衣警員出示委任證，相隔不到半
分鐘，即有多名蒙面黑衣人衝前向警員施襲，
吳樂俊認為劉是故意煽動群眾情緒及刁難警
方，最終導致警員被襲。

警曾出示委任證仍遇襲
翻查前天下午4時許的現場錄影片段，當時黃之

鋒在台上發言，劉頴匡則在台下跟警員理論，要求
警員出示委任證，吸引大批示威者包圍，其間警員
有出示委任證，但聚集的示威者仍不滿，未幾即有

黑衣人衝前揮手或分持伸縮棍和磚頭襲擊警員，有
人則透過揚聲器呼籲：「我哋唔好搞嗰位便衣，冇
用㗎，大家唔好咁做……」
吳樂俊高級警司續指，遇襲同事其後突圍走到遮

打花園對面的長江中心外躲避，但仍遭暴徒追擊，
以至4名警民關係組人員頭破血流，分告頭皮裂
傷、手指骨折，甚至額頭有骨折，以及手指和身體
有多處腫傷等，經送院救治後，昨日仍有兩人留
醫，案件暫時無人被捕。

警兩罪拘捕劉頴匡
劉頴匡成立的所謂「民間集會團隊」昨在社交網

站指劉頴匡前晚被警方以涉嫌煽惑群眾情緒及違反
不反對通知書條件拘捕，但經律師與劉頴匡見面
後，警方將拘捕罪名改為「阻差辦工」和「違反不
反對通知書條件」。

警方昨晚發新聞稿，指前日下午約4時起，一個
已獲警方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在中區舉行期間，有
示威者拆毀路邊鐵欄、以雜物堵路及破壞交通燈
等。為保障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警方派出警民關
係組人員到集會地點附近與主辦單位溝通，並根據
《公安條例》要求主辦單位終止該集會。惟集會主
辦單位負責人未有適時協助解散有關集會及故意忽
略執行警方命令。
在與主辦單位溝通期間，4名警民關係組人員被

多名示威者以手腳、磚頭及硬物襲擊受傷，須送往
醫院治理。
經調查後，該名26歲姓劉男負責人涉嫌違反香港

法例第二百四十五章公安條例第十七A條被捕，現
仍被扣留調查，由港島總區重案組跟進。翻查資
料，劉頴匡去年8月亦曾發起觀塘遊行，其後被警
方以涉嫌非法集結拘捕。

■ 高 振 邦
（左）到九
龍城裁判法
院作供。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鄧偉明 攝

■兩支旗杆及旗杆底座被黑色噴漆塗鴉，職員需要
暫時用白布遮蓋等候清理。

1.入場對話 2.暴徒施襲 3.按地毆打
■有線電視截圖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快速發展，
截至昨日傍晚6時，內地累計確診病例
217宗，擴散至北京、深圳等地，並確
認能人傳人。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
李克強作出批示，要求把人民群眾生
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疫情
發展對本港防疫工作提出了更高要
求，特區政府必須主動及時了解疫情
最新資訊，及時加強防控措施，並為
本港出現確診個案和應對措施做足預
案。政府越是嚴陣以待、未雨綢繆、
資訊透明，就越有利於疫情的防控，
亦越有利於疏導市民情緒和避免不必
要的恐慌。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雖然絕大部分個
案集中在武漢市，但近日其他地區的
個案也開始增加，與本港一河之隔的
深圳市已出現9宗確診個案。國家主席
習近平昨日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
做好防控工作，尤其是春節期間，人
員大範圍密集流動，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十分緊要，要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安
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
方案，組織各方力量展開防控，採取
切實有效措施，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
頭。總理李克強更要求做好與世界衛
生組織、有關國家和港澳台的溝通協
調。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自去年12月出現
首例後，一直未能找到確切的病毒源
頭，開始時未確認能人傳人，但據國
家呼吸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
任鍾南山分析一些病例，可認定病毒
具備人傳人的能力，即使傳染性和殺
傷力不如沙士，也不能掉以輕心。內
地各大城市都已提升防疫級別，消息

指包括鍾南山和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
教授袁國勇等專家已赴武漢考察。

在此勢頭下，特區衛生部門已即時
加強防控措施，包括從今日凌晨起要
求所有由武漢來港的航班乘客填寫健
康申報表，呈報懷疑個案的準則擴大
至到過湖北省而有病徵的個案。這些
都是防控疫情的必要之舉。一旦除卻
湖北省之外的其他地區疫情快速發
展，政府更有必要參照沙士時的經
驗，將填寫健康申報表等措施擴大至
所有出入境乘客，以求有效和盡速追
蹤與病患有接觸的人士，防止病毒擴
散。另一方面，特區衛生部門要為本
港出現確診個案做足預案，包括準備
好隔離中心，理順醫院的隔離通報制
度。特區政府更應設立跨部門工作小
組，專責做好新型冠狀病毒的防疫工
作，尤其須未雨綢繆地制定好調動私
營醫療系統資源的具體方案，確保有
足夠資源應對疫情。

由於疫情傳播範圍已經不再局限於
武漢市，人傳人風險幾近確定，正如
食衛局局長陳肇始所言：「香港可能
在下一分鐘會出現一些懷疑甚至確診
個案」。平心而論，病毒本就在不斷
演化，出現新疫情這不足為奇。香港
有良好的醫療衛生條件和富有經驗的
醫護人員，市民只要做好自身防護措
施，無須對疫情過分恐慌。關鍵是政
府要把防控工作做足、把信息公開做
好。只有政府嚴陣以待，把政府工作
做得越充分、越到位、越透明，市民
大眾就越放心、越理性。備足資源、
做好預案、增加透明度，就是政府打
好防疫仗的不二法門。

嚴陣以待 未雨綢繆 防控疫情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

精闢闡述踐行「一國兩制」的「四個始終」，其中
一點是始終築牢「一國兩制」社會政治基礎，為
「一國兩制」實踐穩步前行提供根本保障。香港向
來有良好的愛國愛港傳統，但回歸以來反對派不斷
對國家和「一國兩制」作出妖魔化的政治操作，修
例風波引發的暴亂持續，區議會選舉建制大敗，皆
顯示香港「一國兩制」的政治基礎出了很大問題。
本港教育治理問題再不解決，愛國愛港的傳承就會
成為大問題，「一國兩制」的社會政治基礎就會越
來越薄弱。

駱主任的文章抓住了問題核心，一針見血、振聾
發聵，香港各界尤其是特區政府與教育當局，應該
深刻反省，不失時機地盡快對教育治理工作進行全
面檢視，以增強愛國愛港這個基本政治認同為核
心，以整肅破壞愛國愛港政治基礎的教育界害群之
馬為抓手，以全面檢視課程設置與教材為核心內
容，進一步改革完善香港教育，以適應築牢「一國
兩制」政治基礎的要求。

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香港素有愛國愛港優良傳
統，當年，新界原居民抗擊英軍入侵，抗日戰爭期
間港九獨立大隊在香港肩負起抗擊日軍重任；新中
國成立後，港人與新中國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在
改革開放中為國家作出重大貢獻，更在扶貧救災中
發揮重要作用，無論是華東水災，還是汶川地震，
港人都關心同胞、傾力相助，譜寫了一曲又一曲血
濃於水的愛國愛港篇章；香港回歸祖國時更是全民
參與。正是這種和國家命運與共的血脈聯繫，以及
社會上廣泛的愛國愛港共識，讓香港戰勝一個又一
個挑戰，持續走向繁榮穩定。

但反對派一直以來不斷進行對國家和「一國兩
制」的妖魔化政治操作，近年來愛國愛港更被妖魔
化為一種「原罪」，到這次藉修例風波引發的暴力
運動，愛國愛港力量進一步被針對抹黑、被刻意打
壓，去年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大敗，不是輸在沒有做
好區議會的工作、沒有服務好街坊，而是輸在反對

派對「一國兩制」的妖魔化政治操作，令長期服務
社區的建制派在選舉中大敗。這樣的選舉結果清楚
顯示，香港「一國兩制」的社會政治基礎出了很大
的問題。

回歸後22年，香港的教育生態出現極大問題，一
部分仇視愛國愛港的教師把持了教壇，反對國民教
育、反對中國歷史教育、反對學習中華傳統文化、
反對與內地交流，向青年學子灌輸仇視國家、仇視
中國文化、仇視內地的惡劣政治理念，給青年學子
洗腦。教育治理問題再不解決，愛國愛港的傳承就
成了大問題，「一國兩制」的社會政治基礎就會越
來越薄弱。

要築牢「一國兩制」政治基礎，就必須大力弘揚
愛國愛港傳統，對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加強愛國愛港
教育。正如駱惠寧主任在文章中針對性地指出的，
「愛國愛澳成為全社會的核心價值」，這是習近平
主席充分肯定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一大亮
點，是「一國兩制」和特別行政區制度得以在澳門
順暢運行的社會政治基礎。有了「愛國愛澳」這一
全社會共同堅守的核心價值和社會政治基礎，澳門
特區治理中遇到的一些困難就得以成功克服。習近
平主席視察澳門時指出，「愛國主義教育茲事體
大，希望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部門和學校擔負起主
體責任」，這一點對香港同樣非常重要。

習近平主席2017年視察香港期間指出，要「引領
青年一代繼承好愛國愛港光榮傳統」，香港各界尤
其是特區政府與教育當局，應該深刻反省，不失時
機地盡快對教育治理進行全面的檢視，整肅教育界
的亂象和害群之馬，全面檢視課程設置與教材，在
全社會尤其是青少年中，大力加強憲法和基本法教
育、國情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不斷完
善「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教育治理制度體系，增
強青少年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確保愛國愛港優
良傳統的傳承，築牢香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
社會政治基礎，使「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持
續穩定繁榮。

不失時機推進教育治理 夯實愛國愛港政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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