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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裔拾荒客遭踩頭命危 反歧視法如無牙虎

倒地後被踩 10 秒
警方表示，案發在上周五晚上 8

犯當時身穿黑色外套及黑褲、白色
球鞋及彩色棒球帽。警方目前正調
查受害人是否因種族而遇襲。
不少民眾都對事件表示震驚，居
民格溫表示，見到愈來愈多亞裔遭
遇類似事件，他感到非常難過。紐
約現時的針對亞裔案件較去年同期
高 450%，亞美聯盟的行政總監姚
久安表示，必須在社區內進行更多
有關種族歧視的教育工作，民眾亦
需時刻保持冷靜，學懂不要太易動
怒，以免怒氣變成攻擊他人的行
動。
●綜合報道

時左右，61 歲的受害人當時正於曼
哈頓哈勒姆區拾荒，突然被一名男
子從後攻擊倒地，受害者倒下後已
沒有任何動作，疑犯繼續朝受害者
頭部狠踩數腳，持續最少 10 秒時
間，其後才逃離現場。至晚上 9 時
左右，一名路過的巴士司機留意到
傷者，即報警求助，傷者送院時情
況一度列為危殆，其後轉為嚴重。
案發現場在前日較早時仍留有大
量血跡，警方繼續於現場搜索，並
翻查附近閉路電視片段，同時發布
疑犯照片，呼籲公眾協助辨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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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參議院剛於上周四通過
《新冠仇恨犯罪法案》，以打擊針
對亞裔和太平洋島原居民的仇恨犯
罪，不過涉及亞裔的襲擊事件仍不
斷上演。紐約上周五晚便再發生亞
裔遇襲事件，一名男拾荒者無故被
人踢倒在地後再被狠踩頭部，送院
時一度情況危殆，警方目前正通緝
疑犯，交由紐約警方的仇恨犯罪工
作小組調查。

●疑犯狠踩受害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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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奪波特蘭」
運動 市長親教路

美掀全民舉報暴徒 抄車牌拍片避衝突
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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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自去年爆發種族平權示威以來，俄勒岡州波特
蘭市一直是民眾上街反對種族歧視及警暴的中心點，並
不時演變成暴力衝突；當地近周再度爆發騷亂，市長惠
勒在上周五一場由無政府主義者發起的示威前夕，呼籲
居民協助舉報參與騷亂人士身份，如抄下他們的車牌號
碼、錄下他們的破壞行為等，將相關資料交予警方，矢
言要「重奪這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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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蘭近周多次發生騷亂，如在上周
波一有約
80 人在一個警方管轄區外

示威，其後破壞對街一間非牟利組織青
年服務中心的窗戶；前一周在一場抗議
警暴的示威期間，又有人在俄勒岡州社
會歷史博物館及一間教會縱火及破壞，
塗污一間音樂廳等。
社交媒體上近日再有一群自稱無政府
主義者的人士，號召在上周五晚舉行
「自治示威」，惠勒便在示威前夕呼籲
民眾協助警員執法，同時宣布將市內的
緊急狀態延長至今日。

黑人平權組織割席暴徒
惠勒稱發起示威人士為「自稱無政府
主義的暴徒」，已指示警員要介入、阻
止他們參與「刑事破壞」，又形容參與
示威人士「想要焚燒、衝擊、恐嚇、襲
擊」，市政府的工作則是「揭露他們身
份、拘捕他們、起訴他們」。惠勒指民
眾可以主動為警方提供有用資訊，如抄
下涉事人士車牌、拍攝他們破壞的行
為，同時強調不要與示威者正面衝突。
有關警方的執法手段，惠勒表明他支
持警員使用一切所需措施，包括將示威
者圍捕，即堵住示威者離開的路線，將
他們拘捕。惠勒特別提到，當地「黑人
的命也是命」示威組織，已經開腔譴責
此類無政府主義者，他呼籲社會團結對
抗暴力，「重奪我們的城市」，讓民眾
重過正常生活。

●惠勒呼籲居民記錄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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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人連環破壞 控刑事毀壞
上周五的示威最終只有 75 人參與，根
據警方發表的聲明，他們大多身穿黑色
衣物，在示威於晚上約 9 時開始後不
久，示威者便嘗試堵塞道路、破壞咖啡
店的窗戶、在一間餐廳及巴士站塗鴉，
亦有小部分人曾企圖進入餐廳。警方隨
即將示威定性為暴動，並拘捕兩名同為
29歲人士，以一級刑事毀壞起訴他們。
警方亦在示威開始前發表聲明，指發現
傳單教授示威策略、不要使用大聲公或網
上直播等，警方在近期已多次發現類似傳
單，加上內容不鼓勵直播，警方相信涉事
人士是計劃犯罪，試圖避免留下證據。
●綜合報道

跪頸案後死性不改 美警24小時內殺6人
美國黑人弗洛伊 俄亥俄州
德被跪頸殺害案上
周二宣判，警員紹 ●警方接報指有人持刀行兇，警
員趕到時看到16歲非裔女童布
文被判三項謀殺及
萊恩持刀衝向一名女子，隨即
誤殺罪名全部成
連開4槍將她擊斃。
立，不過裁決並未
改變美國警員暴力 北卡羅來納州
執法問題，就在宣
判後24小時內，美 ●警察持搜查令到 42 歲非裔男子
布朗家中，他試圖駕車逃走時
國至少有 6 人遭警
被警員擊斃。
員開槍擊斃。

拜登定性亞美尼亞慘案「種族滅絕」
土耳其：美總統無權論斷
美國總統拜登前日發聲明，認定第一
次世界大戰期間奧斯曼帝國境內大批亞
美尼亞人慘遭殺害事件為「種族滅絕」。
土耳其外交部隨即發聲明，表示拒絕接
受並予以強烈譴責，批評拜登的表態沒
有學術和法律基礎，沒有任何證據予以
支持，「美國總統在法律和道德上都無
權論斷歷史事件」，形容美方決定將破
壞兩國的互信和友誼，呼籲拜登糾正這
一「重大錯誤」。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奧斯曼帝國
境內有多達150萬亞美尼亞人遭殺害，
亞美尼亞認為這是「大屠殺事件」，
土耳其承認當時約有 30 萬亞美尼亞人
死亡，但死因是內戰戰亂和饑荒。亞
美尼亞多年來一直爭取美國將事件定
性為「種族滅絕」，但由於冷戰期間
美國與土耳其結盟抗蘇，華府一直拒
絕就此表明立場。

土外交趨孤立 不欲鬧大
不過近年土耳其與美國關係先後因
敘利亞庫爾德人問題、土耳其從俄羅
斯購買 S-400 防空導彈系統以及美國對
土制裁等問題持續緊張，美國國會於
是在 2019 年以大比數通過承認亞美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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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人慘遭殺害事件為「種族滅絕」。
競選期間已經表明會跟進國會立場的
拜登，終於在前日事件106周年之際發
聲明，向「種族滅絕中喪生的亞美尼
亞人致以敬意」。拜登還表示，美方
此舉不是為了指責一方，而是為了確
保已發生的事件不再重演。
分析指出，目前土耳其在華府內部
已經沒有任何盟友，而且美國亦不再
在乎與土耳其關係更加惡化，促使拜

美聯社

麻省
●31 歲男子古文旺報警稱自己準
備引爆炸彈，警員到場發現他
身穿防彈衣及揹背包，手持疑
似步槍，古文旺走向警員時被
擊斃。

加州
●一名曾有多次襲擊和吸毒前科
的男子，被指手持金屬棒破壞

車輛，警員到場要求放下武器
未果後向他開槍。

得州
●一名男子與兩名警員在巴士上
爭執後被擊斃，據指男子持
械，但未知因何發生爭執；另
一名涉嫌謀殺的男子則在逃離
案發現場時被警員擊斃。
綜合報道

大選前哨戰失利 日自民黨受重創
日本昨日舉行 3 場參眾議員補選，被視為
今年秋天前將舉行的眾議院大選前哨戰，結
果執政自民黨 3 場選舉全敗，勢必影響首相
菅義偉政府的執政。
這 3 場選舉對去年 9 月中旬上台的菅義偉
政府來說，是首場國會議員補選。3 個補選
議席分別是 2019 年參議院選舉賄選罪成的
河井案里當選無效造成的廣島縣參議院議席
空缺；前國土交通大臣羽田雄一郎確診新冠
肺炎死亡留下的長野縣參議院議席空缺；前
農林水產大臣吉川貴盛涉收賄遭起訴辭職，
留下的北海道眾議院議席空缺。
在參議院兩場補選中，都是自民黨與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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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作出今次決定。至於土耳其會否因
為今次事件進一步倒向俄羅斯，分析
則認為未必，因為土耳其經濟不斷轉
差，外交上愈見孤立，總統埃爾多安
未必想與美國進一步鬧翻。事實上從
土耳其今次反應來看，除了外交部發
聲明和傳召美國大使抗議外，土方未
有採取更強烈反制措施，便顯示土耳
其不欲將事件鬧大。
●綜合報道

黨候選人對決，但在眾議院補選，自民黨放
棄派人出戰。投票結果顯示，廣島參議院補
選中，在野黨聯合提名的 45 歲政壇新人、
前電視台女主播宮口治子當選。長野縣的選
舉中，在野立憲民主黨提名的新人、羽田雄
一郎的51歲胞弟羽田次郎當選。
北海道的補選中，在野黨聯合提名的 62
歲前眾議員松木謙公，則擊敗維新會候選人
等5名對手，重返眾議院。
這 3 場國會議員選舉，自民黨原本希望
「至少奪一勝」，特別是自民黨支持者較多
的廣島，結果全敗，重創自民黨，將影響菅
義偉政府的執政。
●綜合報道

倫敦反疫苗護照示威 變警民衝突5人被捕
英國倫敦前日再有反封城措施示威，據報
有多達 1 萬人參與，示威者不滿防疫措施
「侵犯人權」，反對接種新冠疫苗，更抗議
當局即將推出「疫苗護照」，部分示威者與
警方衝突，造成 8 名警員受傷，其中兩人需
送院，5名示威者涉嫌襲警等罪被捕。
英國目前仍然實施30人戶外限聚令，但示
威組織者透過網上宣傳，吸引大批示威者聚集，
包括前工黨黨魁郝爾彬兄長、下月倫敦市長選
舉候選人皮爾斯。多數示威者都未戴口罩，亦

有人手持「拒絕疫苗護照」等標語抗議，遊行
隊伍行至商業區牛津街時，還有示威者向途人
起哄，高呼「脫下你的口罩」。
部分示威者其後在海德公園與警員發生小
型衝突，有示威者向警員投擲水樽等雜物。
現場照片顯示，一名女警員頭部受傷血流不
止，還有一名男警員前額受傷。英格蘭及威
爾斯警察工會主席阿普特爾批評，示威者旨
在針對警員，呼籲當局為警方提供更多幫
助。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