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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就「起底」包括特務警

察在內的警員及家人的禁令昭示天

下，至今仍然生效。然而臭名昭著

的煽暴及起底警員的Telegram 頻道

「老豆搵仔」近日違反禁令，將聲

稱是法庭審理中一宗案件的警員資

料非法起底，而一眾泛暴區議員和

政棍也同流合污，包括中西區的鄭

麗琼、西貢區的范國威、荃灣區的

岑敖暉，以及社民連吳文遠等在個

人社交平台協助散佈及煽風點火，

此舉涉嫌公然挑戰法紀，藐視法

庭，而仇警網民更揚言要警員「死

全家」。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已向私

隱專員公署投訴，料將轉介律政司

跟進。有網民則呼籲市民向私隱專

員舉報違反禁令的區議員和社交平

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泛暴政棍播警私隱涉違禁令
葛珮帆已向私隱公署投訴 網民籲舉報區員社交平台

疫情無國界 寰球同涼熱

相信全世界都做好了迎接2020年的準備，卻不
料它會以別樣的方式出現，讓所有人都措手不
及。今年開年不久，一場新冠肺炎疫情來襲，讓
很多人要麼把年度計劃暫時收起來放好，要麼悶
在屋子裡推倒重寫。新的一年，相信多數人的最
大感受是「想不到」。

想不到，在中國疫情中堅忍數月的我們，快要
熬過最艱難的歲月，國外的疫情才開始一團糟。
截至本文落筆，國外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遠超中
國。當中國各個省市正在依次發出「清零」的捷
報，其他「重症國家名單」卻在持續增加，意大
利、伊朗、韓國、西班牙、德國、美國……

想不到，原本被國際媒體炮轟的抗擊疫情的中
國方案、中國效率，日益受到世界認可。當中國
的疫情資訊發佈更加及時、更加透明，西方的疫
情資訊卻從燈下走向了陰影，一向以民主和人權
自居的某些西方國家，在疫情面前毅然選擇了
「佛系」。比如常居全球多項排名前列的瑞典，
竟推出了不檢測、不隔離、不收治、不公佈的
「四不」政策；美國疾控中心主任被國會議員一

再質問，才勉強承諾免費為國民提供新冠肺炎檢
測；英國首相約翰遜動情地提醒國民準備好「接
受提早失去至親至愛」。部分西方大國儼然一副
放棄治療的樣子，使世界人民心中陡增許多不
安，以至於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也無奈地
表示：為疫情的傳播程度和嚴重性，以及各國令
人震驚的不作為深感擔憂。

對照外國的這一系列操作，讓見慣了中國效率
的我們很難不感到匪夷所思。我們早已習慣了天
災人禍後的神速「救火」，以為這種中國效率是
理所當然的，卻不知，國家在關鍵時刻的靠譜並
非世界通例，這靠譜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建構
起來的和一眾熱血國民用身軀堆砌出來的。正因
為我們對國家的靠譜習以為常，所以才會驚訝於
外國的全國總動員姍姍來遲，驚訝於國際間的精
誠合作姍姍來遲，驚訝於跨國物資截留、個別國
家領導人諱病忌醫的醜劇反倒先行上演。難怪不
少中國網友大呼「看不懂外國」，正如有些國家
的朋友也看不懂中國如何做到眾人拾柴、同心齊
力地與天災人禍作鬥爭。魯迅說過：人類的悲觀
並不相通。一方的習以為常，對於另外一方卻可
能是天方夜譚。這種世界性的認識「時差」，可
謂弔詭，卻真實存在。

但人類的悲歡又是相通的。誠如毛澤東在《念奴

嬌．昆侖》中期望的：「太平世界，寰球同此涼
熱」。也正像習近平主席說的：「新冠肺炎疫情的
發生再次表明，人類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
體。」在新冠肺炎首發地並未查清的情況下，「中
國病毒」論、「武漢肺炎」說，一度甚囂塵上。國
際 上 有 些 人 恨 不 能 為 新 冠 病 毒 烙 上 「Made
in China」的標記。但中國並未因此意志消沉或反
唇相譏，體現了一個有着五千年歷史大國的文明、
包容和友善。當伊朗疫情驟變，第一個派出援助醫
療隊的是中國朋友；當處於歐洲疫情「風眼」的意
大利向歐盟求助卻無應答，很快在遙遠的東方聽到
回音……在廣闊的地球上，彷彿回蕩着這樣的聲
音：巴基斯坦別怕，江蘇來了！伊朗別怕，上海來
了！伊拉克別怕，廣東來了！意大利別怕，四川來
了！當疫情讓整個世界進入至暗時刻，中國正努力
做好自己的事，向着光明奔跑，同時也帶來光明。
世界別怕，中國來了！

在共抗疫情的國際團結合作中，有一些點滴，
令人動容。當初日本援華醫療物資上，寫有「山川
異域，風月同天」。異曲同工的是，中國援歐醫療
物資上，也寫有意大利著名歌劇《圖蘭朵》的歌詞

「消失吧，黑夜！黎明時我們將獲勝！」伊朗網友
在社交媒體深情寫下「感謝中國朋友」「我愛中
國」。羅馬城的空氣中響起中國國歌，市民的感謝

聲此起彼伏。群眾的口碑是最堅固的豐碑，國際
朋友的「用口投票」是最崇高的禮讚，是對中國推
動世界「拋開區分求共對」的最有力支持。中國
人倡議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從來不是隨便說
說，正通過務實行動讓世界看到中國心意。

病毒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對生命的淡漠
輕視。疫情中的孤立和無助不是最可怕的，最可
怕的是固步自封、以鄰為壑。幸好，在中國疫情
最嚴峻的時刻，世界各地友人紛紛伸出援助之
手，在其他國家最需要幫助的時刻，他們看到迎
面走來的中國朋友。

宣傳文體部 蘇宇翔

■中國派出專家組馳援意大利。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都話「黃絲」俾「黃
絲」圈錢圈到無力反抗。
《蘋果》日前報道有兩名
「黃絲」大學生俾間就執
笠嘅黃店呃，逆市以30萬

元天價去頂間細茶飲店，事後仲要自我安慰
話「其實又不完全是欺騙吧？他的配方也有
價值。」「熱狗」馬啟聰喺facebook發文揶
揄︰「成件事簡直係黃絲嘅完美寫照：奸黃
絲專呃蠢黃絲錢，蠢黃絲被人呃咗錢後唔承
認自己被人呃錢，仲要幫奸黃絲搵理由。結
論：黃絲一係奸，一係蠢。」
兩名「黃絲」大學生話，當時見間黃店

要執笠，佢哋唔想香港少一間黃店，於是
夾錢頂咗嚟做。30萬嘅逆市天價換嚟啲
乜？根據《蘋果》講法，就係「壞的招
牌、壞的雪櫃、破爛的收銀枱、壞掉的冰
機」，但兩個俾人搵笨嘅「黃絲」大學生
冇抱怨，仲話︰「我覺得算是經驗之一，
總會被人欺騙一次。其實又不完全是欺騙
吧？他的配方也有價值。」洋溢蠢得積極
樂觀嘅氣氛。
馬啟聰就貼出單新聞話︰「簡單歸納，

就係一間就嚟執都仲想呃錢嘅黃絲鋪
（舖）頭搵到兩條水魚。呢兩條水魚明明
俾人呃左（咗）30萬，但又唔想承認自己
俾人呃咗，仲要諗埋理由向人解釋，上手
個黃絲老闆都唔係完全呃×佢哋嘅。而兩
條水魚都係黃絲。」
「Kevin Lee」就參透「黃色經濟圈」運

作話︰「唔怕啦，咁樣出新聞，轉頭d
（啲）黃屍（絲）又會一窩蜂去幫襯……一

陣。然後佢兩個又會再轉手俾（畀）人。」

網民：做咩兼職可儲到30萬
「Chi Man Cmjohn Wong」就話，自

己做咗10年全職先儲夠錢開舖，質疑兩名
大學生做咩兼職儲到30萬元咁多，「我會
諗到兼職搵到 30萬嘅工種，只有『鴨
仔』、倫敦金、紙黃金、炒賣股票，仲有
乜野（嘢）可能可以搵到30萬？另外，希
望真係『黄店』，香港人，大家心
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兩學生天價頂黃店
「熱狗」：「黃絲」一係奸一係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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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通真係「黃」就大
晒咩？黃店「基隆茶餐
廳」喺深水埗北河街
「恒貞大押」個位度開
分店，但就無視地區文

化歷史，將呢個處於戰前唐樓嘅舖位油
到黃一黃，核突嚇人兼破壞地區特色，
有「黃絲」竟然仲心心眼話︰「好黃
呀！」有網民就批評︰「面目全非，咁
唔係活化，係破壞緊歷史。」
二戰前嘅唐樓一向係香港特色建築
之一，騎樓支柱更反映舊香港面貌，但
嗰班成日都話要「光復香港」嘅「黃
絲」，獲得歷史建築舖位係點做？就係
二話不說油黃佢。近日，有網民喺
facebook貼出黃店「基隆茶餐廳」喺深
水埗北河街「恒貞大押」個位度開分店
嘅相，餐廳將間舖頭招牌位置油成鮮黃
色，連同喺騎樓嘅「恒貞大押」4字都
被油黃油，真係慘不忍睹。
不過，班「黃絲」就相當興奮，「Kai
Pong Lee」話︰「很黃很暴力，我鍾意。」
有網民就貼出舊相，以往裝修好有

特色，「恒貞大押」個招牌亦非常具歷
史感，「Pauline Lee」坦言︰「我反而
覺得嘥左（咗）。」「Erica Leung」
亦批評︰「面目全非，咁唔係活化，係
破壞緊歷史。」
呢啲言論好快引起「黃衛兵」圍
剿，有人鬧佢哋點解政府拆喜帖街佢哋
唔出聲，直接將不同意見嘅人當做「藍
絲」。「Aki Lo」忍唔住留言反駁︰
「如果連同路人一句批評都接受唔到，
我真係唔知你想『光復』一個點樣既
（嘅）香港。你其實係推走緊同路人，
不過或者你根本唔係想團結，只係想圍
爐吧。是但啦。」
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健吾亦揶揄︰

「好肉酸？唔係呀，『黃』就得啦。黃
店做咩都啱㗎！」唔少人都喺健吾個
post 鬧間黃店嘅裝修肉酸，「Chun
Kit Wong」亦慨嘆︰「殺人放火『黃
絲帶』，遲d（啲）都無問題。」其實
都唔使遲啲，修例風波時班黑衣暴徒又
縱火、又燒人，「黃絲」都當冇嘢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黃店油黃古蹟 核突兼毀歷史

■黃店破壞具有地區歷史特
色嘅舖位。 網上圖片■恒貞大押以往好有特色。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旺

角警署在去年9月7日晚上遭近
200名黑衣人包圍，有人擲雞蛋
及用鐳射筆照射警署，又在附近
堵路，警方在驅散行動中拘捕一
名20歲男學生，搜出汽油彈、打
火機及頭套等，被告昨日在西九
龍裁判法院承認一項在公眾地方
管有攻擊性武器罪，主任裁判官
羅德泉決定將被告還柙至4月8
日再判刑，其間為其索取背景、
勞教中心及教導所報告。辯方則
留待索取報告後始作求情。
男被告梁澤謙（20歲），辯
方透露他是職業訓練局學生，被
控去年9月7日在旺角洗衣街行
人天橋MOKO新世紀廣場的公

眾地方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攜有攻擊
性武器，即一個自製汽油彈。
案情指，案發當日晚上約8時，有近

200名黑衣人在旺角警署外非法集結，他
們除向警署投擲雞蛋及以鐳射筆照射外，
更在附近用雜物設路障堵塞道路。約50
分鐘後，更有示威者在警署外縱火，警方
多次警告無效遂作出驅散行動。其間，防
暴警員截停被告並在其背囊內搜出裝有汽
油的玻璃樽等物品，於是將他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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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澤謙昨日認罪，須還柙至下
月8日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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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緣一名印尼籍女記者去年9月直播警
方平息暴亂時，在灣仔柯布連道行人

天橋，疑被橡膠子彈射傷右眼，該記者其後
提出私人檢控，並向法庭申請要求警方交出
有關警員資料。今年初，代表警方的律師在
庭上表示，調查仍在進行中，暫時只知曾有
警察在現場發射橡膠子彈。不過，若警方將
開槍警的身份給予申請人，便等於承認是那

名警察射傷申請人，可能帶來民事甚至刑事
後果。法官當時指，這只是撰寫請求的字眼
問題，究竟申請人是如何受傷，最終是要由
法庭判斷。

煽暴文宣威嚇警員「死全家」
然而，曾被私隱專員公署點名的Tele-

gram起底警員頻道「老豆搵仔」，在本周
一（23日）已開始起底聲稱是案中警員的個
人資料，包括姓名、相片、職級、駐守部門
及住址，並且公開多張聲稱是該警員執勤時
的相片作對照。而城大學生報也公開自稱其
調查的警員資料及照片，仇警網民和煽暴文
宣在法庭未有定論的前提下，隨之未審先
判，對警員大肆討伐，「咬定」該名警員就
是涉案人，還威嚇要警員「以眼還眼」及
「死全家」，甚至有人暗示替當事人報仇。
不但公然有違法庭禁令，更有藐視法庭、妨
礙司法公正之嫌。
「老豆搵仔」頻道繼續作惡，一班泛暴
區議員則吶喊助威，明剃法庭眼眉，在個
人社交平台圖文並荗發帖散佈警員的起底
資料，其中包括民主黨中西區區議會主席
鄭麗琼、西貢區議員范國威、荃灣區議員
岑敖暉及社民連主席吳文遠等，聲言要

「廣傳」，其中鄭麗琼被踢爆涉違反法庭
禁令後，一度辯稱不知有禁令，其後就
「跪低」鬼祟刪帖。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昨日表示，已向私隱專

員公署投訴中西區區議員鄭麗琼在其個人
facebook公開貼出一則有關披露警務人員身
份的貼文及照片，內容違反高等法院之前頒
佈的禁制令。

網民批欠道德毀法治
另有網民批評，一些在區議會上「不知己

責、濫問警責」的泛暴區議員，縱容、包庇
和協助起警員底，是破壞法治的最壞典型，
況且被起底的警員不一定是當事警員，其做
法非常不負責任，不要說犯法，就連基本道
德都欠缺，呼籲市民將有關人士的社交平台

截圖作證據，並向私隱專員舉報。
去年10月，律政司司長作為公眾利益守護

者及警務處處長作為警務人員代表身份，法
庭申請單方面禁制令（HCA 1957/2019），
以禁制任何人非法地及故意地作出該等行
為。法庭發出臨時禁制令，直至審判或進一
步命令。法庭另於2019年12月10日修訂有
關禁制令，將其保護範圍擴展到特務警察。

■葛珮帆表示，已向私隱專員公署投訴
鄭麗琼在其個人fb公開貼有關披露警
員身份貼文及照片。 葛珮帆fb截圖

■岑敖暉於網上散佈起底警員
資料，有公然藐視法庭之嫌。

岑敖暉fb截圖

■范國威在fb協助煽暴文宣
散佈起底警員的資料。

范國威fb截圖

■吳文遠於fb公然散播煽動起
底警員身份、編號及樣貌。

吳文遠fb截圖

■馬啟聰在fb帖文，揶揄事件簡直係「奸
黃絲專呃蠢黃絲錢」。 馬啟聰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