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2 月班黃醫護話要
「罷工救港」，又嫌三嫌
四話醫管局冇提供足夠支
持，結果全世界面對疫情
都資源緊絀，外國醫護笠

住垃圾膠袋都照上陣，更見呢班香港黃醫
護不知所謂，而佢哋都漸漸潛水，但原來
仍有人不知悔改。日前，facebook 專頁
「HA Secrets」就有黃醫護大大聲聲問罷工
「有咩做錯」，不滿被算賬，仲恐嚇話
「如果我地（哋）8,000人一齊辭職，唔知
你驚定我地（哋）驚呢」。點知網民就反
應踴躍，紛紛留言叫呢啲無品醫護快啲辭
職，唔好害香港人。

罷工被算賬 發晦氣謀「攬炒」
有罷工醫護日前透過「HA Secrets」匿名

出post，話佢哋罷工係「為廣大市民要求
政府封關」，問自己「有咩做錯」，「如
果要清算，『反恐零』（意指醫管局主席

范鴻齡）應該第一個出來引咎辭職，你究
竟做過啲乜，……如果我地（哋）8,000人
一齊辭職，唔知你驚定我地（哋）驚
呢？」

個罷工醫護仲揚言自己唔驚「秋後算
賬」，仲叫醫管局方面「唔好淨係得個講
字，要坐言起行」，又話自己唔信喺香港
會餓死，「冇野（嘢）做最多搵過第二
份，如果冇左（咗）『良知』，就搵一世
都搵唔番（返）。俾（畀）我再揀多 10
次，我都一定會行出嚟罷工。」

講到咁豪氣，咪又係匿名出post。唔少
網民都反應踴躍，不過係恥笑佢囉。
「David Kwok」揶揄佢報大數話︰「8,000
個罷工，噗哈哈哈哈哈。」「Scott Scott」
就支持罷工醫護辭職話︰「你地（哋）一
早應該辭職啦，大把聲音叫你地（哋）一
齊收皮，你失明定失聰？」「W H Wong
William」亦話︰「唔好又『如果』，唔好
又『8,000人』了，你辭咗先啦，唔好做第

7,999個呀！」「Alan Lo」激動表示︰「支
持集體辭職！醫院少一個黑醫護、就多一
份安全！」「Wong Kimmberly」附和︰
「我係土生土長香港人，你真係快d（啲）
辭職啦，有良心就唔會掉低病人唔理走去
罷工啦，你地（哋）要為自己既（嘅）行
為付出代價囉。」「Daniel Wilton」食晒
花生︰「辭咗職先，唔好得個講字，我想
睇邊一邊硬淨啲。」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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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稍為緩和，黑暴又再蠢蠢欲動，直接打擊社會繁榮安穩。42名建制

派立法會議員昨日發表聯署聲明，斥責泛暴派議員縱容暴力，自修例風波以來持續將

黑暴合理化、美化暴力及違法抗爭等行為。建制派議員批評，泛暴派破壞本港法治根

基、助長暴力升級、荼毒青少年、加速與全社會「攬炒」，對此予以最嚴厲譴責。

■■建制派譴責泛暴派破壞本港法治根基建制派譴責泛暴派破壞本港法治根基，，荼毒青少年參與黑荼毒青少年參與黑
暴暴。。圖為一名身穿校服的女學生參與堵路圖為一名身穿校服的女學生參與堵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網民揶揄網民揶揄《《蘋果蘋果》》嗌嗌「「歸歸
隊隊」」猶如猶如「「送頭送頭」。」。 fbfb截圖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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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本港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平
穩，正當香港社會能稍作喘息
之際，泛暴派死心不息，企圖
再煽動市民上街掩護黑衣魔逞
暴，他們的詭計除了會進一步
打殘香港經濟，也存在播毒風
險，害己害人。醫學會傳染病
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表示，
判斷集會的風險，要看參與人
數、現場秩序及會否有肢體衝
突，如果這三項條件都不能保
證受控，在流行病學上則構成
傳播風險。
梁子超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目前本港市民的
生活狀態，例如商場和港鐵等
場合，一般都會出現多於4人以
上的聚集，「這些十幾、二十
人規模的小型聚會，參與者只
要保持秩序及保持至少一米的
社交距離，戴好口罩，問題不
大。」但如果參與集會遊行，
人數眾多，組織者又不能有效

控制現場秩序，甚至可能會與
警方有肢體衝突，則屬高風險
活動。
梁子超解釋，集會現場一旦

發生混亂，警方在維持治安或
驅散過程中，可能會與參與者
有密切接觸，對雙方都構成感
染風險。他又特別提醒，若有
人攜帶酒精參加遊行，則危險
性更大，酒精一旦經過高溫氣
化，便會「搶火」，令火勢一
下子飆升，嚴重時會爆炸或燒
傷全身。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

總監何栢良日前在電台節目中
表示，對在疫情下仍有團體計
劃舉辦遊行有很大保留。他指
本港仍未能中斷病毒傳播鏈，
一般外科口罩的病毒阻隔率有
九成半至九成八，但在急促氣
流下，例如唱歌或叫口號等，
部分飛沫仍可以穿過口罩，加
上有隱形患者可以傳播病毒，
對遊行有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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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叫「歸隊」合唱
被批「送頭」害「手足」

■■ 團體團體「「香港政研會香港政研會」」聯同聯同「「愛國護港愛國護港
101101」」分別分別到商經局及港台請願到商經局及港台請願。。

42議員批荼毒青少年毀法治 加速全社會「攬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港台製
作的多個節目出現立場偏頗的問題，引
發社會強烈不滿。民間團體「香港政研
會」聯同「愛國護港101」昨日派出代
表分別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香港電台
請願，向局長邱騰華遞交請願信，促對
廣播處處長梁家榮問責下台。
港台節目問題多多，《頭條新聞》

用失實內容抹黑警方；《左右紅藍
綠》嘉賓主持、教大講師蔡俊威亦刻
意煽動仇警；《脈搏》在訪問世衛組

織助理總幹事期間，則有違「一個中
國」原則。
團體表示，商經局作為香港電台直

屬上司，應盡快回應市民訴求，懲處
不合格的節目，「令港台能夠撥亂反
正」。商經局派代表出來接信。
請願者亦在香港電台門外叫口號以

示不滿，並指後續會用法律行動控告
港台違反《香港電台約章》中訂明的
公共目的及使命，未能做到增加市民
對「一國兩制」的認識。

兩團體請願促梁家榮問責下台

建制聯署譴責泛暴派禍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港台節
目「左右紅藍綠」去年11月20日播出時，
嘉賓主持、教大講師蔡俊威發佈各種無事
實根據仇警言論，4月20日被通訊事務管
理局發出「嚴重警告」，指出其言論失
實。警隊「一哥」鄧炳強上周五（24日）
去信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要求嚴肅
跟進該校講師蔡俊威在港台節目《左右紅
藍綠》中發表的仇警言論。
鄧炳強在信中說，警方留意到通訊事務管
理局早前接獲大批市民投訴，指香港電台於
2019年11月20日播出的《左右紅藍綠》電
視節目內容偏頗失實，通訊局經詳細審視後
於日前作出裁決。根據通訊局的調查結果，
節目主持蔡俊威的言論不負責任，可視為仇
恨言論，煽動對警隊的仇視，對警方不公
平，以及可能令警方聲譽受損。通訊局認為

有關節目的準確性、煽動仇恨、公平及個人
意見節目中真實資料的投訴成立，並決定向
港台發出「嚴重警告」。

盼張仁良確保教師操守
鄧炳強表示，對於蔡俊威以「教大亞洲

政策研究學系講師」之名發表仇警言論，
警方感到非常遺憾，作為一所專上學府的
校長，期望教大校長張仁良嚴肅跟進，確
保教大講師的專業操守，以保障莘莘學子
的福祉。
香港教育大學在回覆香港文匯報記者查

詢時表示，已接獲警務處的有關信件，該
校將一如以往，按既定機制及程序處理相
關事宜。
通訊管理局4月20日發出的裁決表示，

蔡俊威在該期港台節目中，講述警方處理

暴徒佔領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的事件時，
加入不實資料，措辭強烈，指稱嚴重，言
論不負責任，可視為仇恨言論，煽動對警
隊的仇視，對警方不公，而港台未有把
關，故裁定港台違反《電視節目守則》有
關規定，敦促港台須嚴格遵守守則中的條
文。

講師播仇警論「一哥」促教大跟進

廖長江籲抵制煽暴言行
建制派「班長」廖長江指出，泛暴派立法會議員

持續美化暴力及激烈的違法抗爭行為，導致不少入
世未深、血氣方剛的青少年受到潛移默化，最後泥
足深陷。據悉警方近日拘捕涉及去年華仁書院炸彈
案的大專生，本身涉嫌是暴力抗爭前線組織的成
員，亦即是被英雄化為勇武的「屠龍小隊」成員。
這些青少年本應在學，充實發展潛能，開拓美好人
生，現卻黑白不分誤入歧途，前程盡毀，一眾一直
美化及縱容暴力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實在難辭其
咎。
他又指，泛暴派破壞本港法治根基、助長暴力升

級、荼毒青少年、加速與全社會「攬炒」，此舉只
會將香港進一步推向萬丈深淵。建制派立法會議員
透過此次聯署，對泛暴派予以最嚴厲的譴責，並撕
破他們的假面具。他呼籲每一位港人擦亮眼睛，看
清楚其真面目，抵制任何煽動或助長暴力的言行，
爭取讓每一位浪子回頭，並一起守護法治、下一
代，以及香港的未來。

李慧琼批毀掉青年前途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隨着近日警方破獲的案

件顯示，黑暴有機會再升級，走向恐怖主義。她認

為，暴力無法解決問題，只會令社會走向以暴易
暴，毀掉年輕人前程，對煽動年輕人上街的別有用
心之徒予以譴責。此外，家長也應關心子女，政府
也可透過學校的途徑，聯繫年輕人，解決政治問題
需要理性溝通，「攬炒」無助解決問題。

盧偉國責商場集結播「獨」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表示，街頭暴力不停升級，更

發現軍火庫等，嚴重危害市民的人身安全，情況令
人擔心。他又指，近日有人在商場集結，公然違反
「限聚令」，同時亦有人在現場展示「港獨」標
語，嚴重擾亂社會公共安全。

葉太斥偏頗教材挑仇恨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部分對青年人有影響
力的人，包括教師、編制教材者，所編寫教材的內
容，充滿仇恨，貶損國家，刻意挑動青年人對社會
不滿，這些荼毒青年人之徒，須予以強烈譴責。

郭偉强促警惕泛暴挑釁
工聯會郭偉强表示，「限聚令」是保障公共衛生
及安全，但一些別有用心之徒再煽動太古城商場集
會，刻意挑釁，破壞社會秩序，視法例如無物，並
將與會者推向感染病毒危機，大家應該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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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醫護煽「劈炮」網民：係就快手

■■ 有黃醫護聲言集體有黃醫護聲言集體「「劈炮劈炮」」，，網民促網民促「「先先
辭為敬辭為敬」」。。 fbfb截圖截圖

■■蔡俊威在港台節目散播仇警言論蔡俊威在港台節目散播仇警言論。。
影片截圖影片截圖

泛暴派前日大
力 吹 雞 ， 叫 啲
「黃絲」喺太古
城中心商場「和
你 唱 」 ， 黃 媒

《蘋果日報》更公然喺facebook
叫佢哋「歸隊」。結果呢啲違
反限聚令嘅行為，當然就係會俾
警察拉啦，有「黃絲」就鬧爆所
謂「歸隊」猶如「送頭」，鬧爆
吹雞者害死「手足」。

近日陸續有參與黑暴嘅暴徒
被判監，有法官亦指「懲罰性
刑罰不能避免」，值得一班
「黃絲」深思，要為自己行為
負責。黑暴今次唔怕疫情大爆
發，想搞千人大合唱，唔只阻
人做生意，隨時令唔少年輕人
前途盡毀，非常不智。

好似「無名軍師」就話：
「歸你老×，送哂（晒）頭
啦 ， 開 心 啦 你 ， 畫 面 好 靚
呀！」「Wilson Ng」則覺得係
班有錢收嘅暴徒判頭想賺安家
費，「有關機構中左（咗）ten-
der（投標），要係（喺）con-
tract（合約）完之前送番（返）
足 夠 人 頭 。 」 「Kong Man
Hong」就揶揄：「人人有案
底 ， 就 會 有 抗 體 ， 『 手 足
們』，今晚記得爭取番（返）

一個案底！」

愧對醫護 同道鬧爆
《蘋果日報》呢頭向班「黃

絲」告急，話自己虧損嚴重，
轉頭又幫香港倒米，叫人落商
場搞事，亦令唔少「黃絲」網
民質疑：「醫護為我哋返工，
點解我哋唔可以為佢哋留喺屋
企？香港大爆發嘅時候邊個負
責？點解我哋要咁樣害醫護
『手足』？」「Trixia Pat」亦
問：「成班人對得住醫護咩？
陣間大爆發點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