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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哥勉畢業警明是非不懼事
2020年11月22日（星期日）

引《論語》與習主席講話 冀學員堅守護港初心

會操，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檢閱致辭表示，警隊無懼暴力及新冠疫情洗
禮，為守護香港而受的艱辛委屈所流的血汗眼淚，成為警隊歷史中不
朽的篇章。香港經歷違法暴力事件後，市民生活漸回復正常，但仍要
防範暴力死灰復燃。他又引用《論語》所說的「知者不惑，仁者不
憂，勇者不懼」勉勵畢業警務人員明辨是非、心存正義，並引述國家
主席習近平所說的「為官避事平生恥」，希望學員以「勇者不懼」的
心態處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9 月及 11 月畢業的學
警隊昨日為今年
員舉辦結業會操，畢業學員共 173

人，其中 46 人為見習督察，127 人為警
員。這是鄧炳強出任處長以來首次擔任結
業會操檢閱官。

防範黑暴重臨 重建社會安全感
鄧炳強檢閱致辭表示，本港過去一年
經歷違法暴力事件，包括暴徒四處堵路、
縱火、破壞公共秩序、襲擊持不同意見市
民，治安和法治受嚴重衝擊。香港治安面
對如此巨大威脅，結業的警察及督察仍選
擇加入警隊，充分表現對警隊和社會的承
擔，他為此感到驕傲。他亦特別感謝結業
學員的家人和朋友，因在如斯複雜的社會
環境中，他們的支持十分重要。
他續說，憑藉警隊同事的堅毅和果斷
執法，加上大眾支持，市民生活已逐漸回
復正常，但仍不能掉以輕心，在防範暴力
死灰復燃的同時，警隊亦須重建社會的安
全感，重新凝聚市民的支持，故希望警員
明白什麼是「心有所信，方能行遠」，簡
單而言就是堅持守護香港的初心，將這份
信念轉化成鞏固和強化警隊維持治安的能
力。

贈「智者不惑」
「仁者不憂」
「勇者不懼」
鄧炳強直言，要實踐「心有所信，方
能行遠」絕不容易，故向結業警務人員分
享孔子三句說話，第一句是「智者不
惑」，即明辨是非，掌握形勢及與時並
進，指出仍有不守法意識在社會蔓延，一
些人為一己私利抹黑警隊，誤導市民、煽
動仇恨，甚至危害國家安全，故社會須明
辨是非，不要輕信未經證實消息，做到
「謠言止於智者」。
他續說，警隊會更主動澄清不實消
息，並在社交媒體直播一些行動以增加工
作透明度，協助市民辨別真相，重申市民
需要警隊保護，警隊亦需要市民一同營造
良好執法環境。

第二句是「仁者不憂」，鄧炳強指好
的警察要如仁者一樣無憂無慮，心存正
義，一言一行自然理直氣壯：「大家投身
警隊一定係希望守護我哋嘅城市同家人朋
友，呢份對社會嘅仁愛驅使我哋不分晝夜
守護香港，甚至身處危險亦唔會計較，這
就是以人為本嘅實踐。」
他希望警員明白市民都是在危急和惶
恐中向警方求助，警員協助市民時不妨想
一想「仁者愛人」這句話，將仁愛和專業
連結，增加警民互信，加強公眾對警隊的
支持。
鄧炳強補充，除擁有仁愛的心，仁者的強
大還來自自我約束，正如《論語》提到「克
己復禮為仁」，故警員要以身作則，公平公
正，以誠信為依歸，以無私為原則。
最後一句是「勇者不懼」，他指警察
須智勇雙全：「我哋嘅工作經常面對危
險，往往要喺千鈞一髮情況下作決定，無
論我哋嘅準備點充足，都唔能夠排除危
險，呢個就係警務工作獨特之處，亦係我
哋榮譽所在。」

「為官避事平生恥」以臨陣退縮為辱
鄧炳強又引用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
回歸祖國 20 周年時曾說的「為官避事平
生恥」，勉勵結業警務人員執法時，即使
面對多麼困難的挑戰和危機，仍無畏無懼
面對，指真正的警察以半途而廢為恥，以
臨陣退縮為辱，呼籲警員以勇者不懼態度
處事。他最後勉勵畢業人員將智、仁、勇
發揮在工作上，定能「心有所信，方能行
遠」地守護香港。
他在結業會操被問到今次的畢業人數
時承認，招募人數較對上一個年度同期稍
為下降，但認為可理解，因為社會經歷很
多事件，警方面對不少辛酸，如被鎅頸及
家人遭「起底」等，或令人感到加入警隊
挑戰太大，但他強調警方有完備人事資源
系統，除招募剛畢業學生，亦有招募不少
有社會經驗的人士。

▲香港警察學院昨日舉辦
結業會操，鄧炳強勉勵畢
業警務人員明辨是非、心
存正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警隊結業典禮暨閱操
儀式的得獎學員，左起：
何雋陶、吳浩榮、釗域亞
歷 山 大 （Stewart Alexander Parin） 、 劉 瑋
麟、歐詠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前港腳壁球「一姐」無懼被「起底」
昨日警隊結業典禮暨閱操
儀式的得獎學員，包括前職
業足球員釗域亞歷山大
（Stewart Alexander Parin）
及今年 3 月退役的壁球港隊
「一姐」歐詠芝，兩人均表
示希望服務社會，亦不怕加入警隊服務會
被「起底」。

$

掛靴考警察 盼幫助少族
27 歲的釗域亞歷山大轉投警隊前為全職足
球員，曾代表過港隊 U23 出征。由於他的祖
父上世紀30年代曾當警察，令他自小對警隊
十分嚮往，且 4 年輔警生涯給予他很大滿足
感，故在掛靴後正式加入警隊。
身為英泰混血兒的他，2017 年於警察學院
畢業時已是榮獲薛富盃、銀笛和處長證書三

料獎項的最佳警員。釗域亞歷山大當年由於
擔心中文水平欠佳而投考警員而非督察，其
後憑表現晉升為督察，昨日更以最佳成績畢
業，再獲施禮榮盾及榮譽警棍。
他表示，希望成為督察後能繼續幫助少數
族裔，並指警隊一向着重誠信及行為操守，
「只要係違法，一定會秉公辦理。」社會上
雖有不同意見，但他表示最重要是互相尊
重，亦不擔心會被「起底」。

歐詠芝：家人支持朋友理解
31 歲的歐詠芝為畢業督察，亦獲榮譽警
棍。她表示，亞運會後差不多退役，而自己
一直有興趣加入警隊，當時剛巧警隊招募，
故決定投考。由於自己曾得到政府和市民支
持，希望能為社會做事。
被問及對理大遭黑暴分子衝擊的看法，身

曾要求離婚 夫分居兩月
女戶主患有情緒病多年，曾要求與丈夫
離婚，夫婦在兩個月前因瑣事爭執，丈夫
搬至胞兄家中暫住，至本月 11 日曾聯絡妻
子表達想回家及商討婚姻事宜，但被妻子
拒絕，及後就失去聯絡。潘因擔心出事，
於昨日返家查看，豈料揭發悲劇。
荃灣警區刑事總督察吳德南表示，男戶
主昨日中午 12 時 47 分報警，表示返家發
現大門反鎖，屋內無人應，擔心家人安
危。消防及警方到場破門，發現 3 人倒臥
主人房內，明顯死亡，身體開始腐化發
脹，其中一人蓋上被。
警方在房內發現一盤燒過的炭，窗及窗
簾閉上，門戶以毛巾攝住防止氣味流出。
現場未有發現安眠藥，但 3 名死者疑曾飲

大量酒類飲品，客廳中有伏特加及啤酒
等，廁所有嘔吐殘留物痕迹。案發前，有
人先在廚房以石油氣爐將一盤炭燒着，再
將火盤搬入房間內。
法醫估計 3 人死去五六天，身體沒有外
傷及掙扎痕迹，初步判斷 3 人吸入過量一
氧化碳致死，但確實死因仍待剖屍及毒理
化驗才可確定。
警方檢獲女死者留下的遺書，相信她因
婚變而情緒受打擊，說服子女同赴黃泉，
案件暫列屍體發現案。另外，警方翻看閉
路電視發現，女戶主與女 14 日晚 6 時許出
門到附近超市購買食物，鄰居亦於當晚未
發現該家庭再亮燈。

兩周內第二宗倫常慘劇
今年11月8日，蘇屋邨荷花樓一單位，一

消防夥屋宇署年底前巡查 2500 幢舊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油麻地廣東
道日前發生的唐樓火警慘劇，死亡人數已增
至8人，消防處處長梁偉雄昨日表示，已就
火警成立專責小組調查起因，初步相信單位
門外蠟燭點燃物品起火，以致單位內的人士
未能逃生。處方將由明日（23日）開始聯同
屋宇署展開特別巡查行動，目標在年底前完
成巡查2,500幢60年或以上樓齡的舊樓，找
出有否消防隱患並採取執法行動。

油麻地火警料與門口蠟燭有關

在唐樓火警慘劇中，前日再多一名 18 歲
女子不治，令火警增至8人死亡，9名留醫
傷者中有 3 人危殆。梁偉雄昨日上午接受
電台訪問時表示，消防處正調查事件，初
步相信大量死傷與門口位置有物品被蠟燭
點燃有關。
「初步睇過現場火警蔓延嘅方向，極有
可能真係門口位置起火，我哋（消防員）
到現場時，廣東道有 5 人喺嗰度爬窗到旁
邊單位嘅棚架。喺單位尾向廚房同廁所方
向，有 4 人喺廁所窗跳出後巷，而喺火場

中我哋係救咗 11 人，總共有 20 人。大家
睇到我哋嘅救援情況，就絕對證實咗當時
門口係用唔到。」他說。
梁偉雄說，涉事唐樓有 69 年樓齡，消防
處會調動 50 隊人員，周一起聯同屋宇署展
開巡查約 2,500 幢樓齡接近的舊樓，找出
有否消防隱患，包括逃生通道有否被阻
塞、現場有沒有消防設備損毀，以及有沒
有危險品等，目標是年底前完成。

發現嚴重消防隱患即時檢控

■昨晚三名死者屍體由仵工舁送殮房。
名32歲母親偕同兩名10歲及6歲子女以割斷
廚房煤氣喉及自製「毒氣室」，一家三口吸
入過量煤氣昏迷，送院搶救後死亡。通宵在
果欄工作的36歲丈夫帶同早前妻子吩咐買下
的 4 份早餐回家，詎料獲悉噩耗，情緒崩
潰。警方將案件已列作謀殺及自殺案處理。

他續說，屆時倘發現嚴重消防隱患會
作出即時檢控，「如果係鎖上天台門或
嚴重阻塞走火通道，令住客有機會無法
逃生，如果搵到要負責嘅人就會控告，
但如果係擺放雜物，例如放喺樓梯又唔
多，未到嚴重阻塞走火通道，我哋可能
發出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叫佢收返入
單位。」
另外，全港約有 1.3 萬幢 1987 年前落成
的建築物，消防處過去 13 年與屋宇署只完
成巡查 9,700 多幢。梁偉雄解釋，不少舊
樓沒有業主立案法團，需時統籌提升消防
裝備工程，加上舊樓結構未必能承擔裝備
重量，令工程滯後。

為理大舊生的她說「交由法律決定，自己會
保持中立及不偏不倚的態度」，並指校園需
要時間修復，感謝理工教職員努力維持學校
運作。她亦表示不擔心被「起底」，認為警
隊有措施保護警務人員。自己加入警隊，已
得到家人支持和朋友理解。
另一位獲施禮榮盾及榮譽警棍的畢業督察
劉瑋麟則希望在警民關係科發展，承認修例
風波令警民關係緊張：「大家需要休息，因
為大家經歷咗一場咁耐嘅運動同埋疫情，需
要靜返落嚟，希望大家可以建立互信關
係。」
獲薛富盃及銀笛的24歲警員吳浩榮去年從
中大畢業，對於中大的嚴重衝突，他說：
「警方做法係合理，係正常、合理使用適當
武力制止違法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港鐵職員涉冒警索兩少女裸露片提堂

不堪婚變打擊 妻攬子女燒炭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荃灣深
井浪翠園昨揭發倫常悲劇，一名婦人疑與
丈夫感情破裂鬧離婚。丈夫離家兩個月
後，昨日與妻子和子女失聯，返回浪翠園
家中揭發妻兒三口燒炭自殺同亡。警方在
現場發現女戶主遺書，提及「心情不好，
想告一段落」，初步相信婦人不堪婚變打
擊，與子女同赴黃泉，丈夫因傷心過度而
送院。這是繼蘇屋邨荷花樓三母子割斷煤
氣喉及自製「密氣室」死亡案，兩周內第
二宗倫常慘劇。
慘劇家庭男戶主姓潘（54 歲），從事資
訊科技業，妻子姓陸（51 歲），為家庭主
婦，21 歲長女於香港城市大學讀三年級，
16 歲幼子讀李炳中學中四，一家四口住浪
翠園三期 10 座一單位。據悉，兩子女自今
年9月已沒有上學。

「港無法外之地」 中大「播獨」至少涉兩罪

香港警察學院昨日為 9 月及 11 月畢業的 173 名督察和警員舉辦結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中文大學有人在校
園內遊行更叫囂「港獨」
口號及塗鴉，警務處國安
處日前於進入中大校園內
蒐證。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昨日表示，是次事件最少
涉及有人干犯分裂國家及
刑事破壞兩項罪名，警方
一旦有足夠證據就會展開
拘捕行動，並強調「香港
無法外之地」，「犯法都
要有心理準備被拉。」
鄧炳強表示，當日的
事件有人懷疑違刑事及國
安法，其後大學報警，警
方就有責任取證。身為中
大舊生的他強調，明白年
輕人有夢想，但底線是不
能違法。
被問及「12 逃犯」已
在內地有關部門扣留近三
個月，鄧炳強表示，特區
政府有部門及機制協助有
關他們的福祉問題，而警
方主要是與內地部門聯
絡 。 由 於 該 12 人 是 罪
犯，在香港涉及嚴重罪
行，包括暴動及串謀製作
爆炸品等案件，若有關人
等在內地完成法律及司法
程序並移交回港，警方會
跟進後續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婷）一名港鐵男職員涉利用職
權，盜取兩名涉港鐵案件的報
警少女個人資料後，本月中冒
警致電兩少女索取裸露片段以
作調查，兩少女其後報警。警
方日前放蛇拘捕涉案港鐵男職
員，並控以冒充公職人員等四
罪，案件昨日在觀塘裁判法院
提堂。主任裁判官錢禮將案押
後至明年1月29日再訊，以待
警方進一步調查，其間被告須
還押看管。據悉，警方在被告
電話中檢獲逾百條相關色情影
片，不排除涉及更多受害人。
35 歲男被告方維舜任職港
鐵車務表現主任，被控兩項冒
充公職人員罪、一項提供未滿
16 歲的人製作色情物品罪、
一項提供未滿 18 歲的人製作
色情物品罪。控罪指，被告於
本月 13 日及 18 日在香港假冒
警務人員，以及在上述兩日，
分別提供未滿 16 歲的女童 X
及未滿 18 歲的女子 Y 製作色
情物品，即以 X 及 Y 為色情描
畫對象的裸體影片。
據悉，兩名 15 歲及 16 歲少
女事主為兩宗於港鐵內發生
風化案的報案人。被告疑透
過電腦系統取得兩名少女事
主的個人資料，再冒充警員
以查案為由要求兩少女供裸
體影片，兩少女思疑報警。
警方在調查期間，在被告的
電話內發現逾百條相關色情
影片，懷疑有更多受害人，
正繼續展開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