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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警：我現在是抗爭者

據《立場新聞》報導，自 2015

年香港雨傘運動後開始任職警察

的 Canaan 在鏡頭前說道：「我

曾經是警察，現在是抗爭者。」

Canaan表示，脫下警服，加入抗

爭者行列時，自己並沒有太多掙

扎，也明白此決定的代價是，警界

朋友對他行為難以理解，因此與他

斷絕交往，甚至對他憎恨、敵視。

他強調，必須在友誼與公義間做出

抉擇，雖然很痛苦，也很傷感，內

心很重視這群警界的朋友，但他仍

希望能站在公義的這邊。

談到警方違規行為，Canaan

說，大多警察都認為，使用武力制

伏那些表達訴求的市民，是很正常

的作法；很多警察因為身邊親朋好

友的不解，加上警民衝突的對立，

陷入一種完全孤立的境地，承受莫

大的精神壓力，甚至產生怨念，將

不滿情緒發洩在抗爭者身上。

Canaan透露，也有警員對於

社會時事並不關心，也不瞭解，

只是單純喜好槍械等武器，將鎮

壓行動視為有趣而刺激的遊戲。

Canaan強調，他選擇除下面罩，

接受傳媒訪問，為的是增強說服

力，讓更多人知道，仍然有人願意

站出來，以真面目示人，從而推動

反送中運動發展。Canaan也希望

能藉此機會，在鏡頭前告訴警界的

朋友們：「其實你可以有選擇的。」

接受《洛杉磯時報》訪問時，

Canaan同樣沒有蒙面，在轉投抗

爭者行列後，有許多個週末，他

都在街頭與前同袍們相逢對峙。

Canaan說，當彼此的身分角色已

不再相同時，漸漸明白警方如何失

信於市民。他曾目睹警察揮棍打向

抗爭者，令曾經接受過訓練的他，

感到畏懼。Canaan曾勸說警隊朋

友離職，但未能成功，甚至有人表

明，豐厚的加班津貼是他願意留在

警隊的原因。據港府文件顯示，在

過去半年中，發放給紀律部隊工作

津貼總開支約已高達 9.5億元。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1
月5日，香港一名29歲的前警員
Canaan Wong除罩接受港媒採
訪，他表示，他曾經是一個警察，

現在是一名抗爭者，當他脫離警

隊的時候，有一種失戀的感覺，很

痛苦，但他覺得他現在這麼做是對

的，因為現在警察在政府的縱容

下，他們的行為完全是違規的。

動既快速又透明，盼望在大選前

10日的敏感時間，穩定軍心、民

心，與臺人共同度過難關。 

黑鷹失事引發美國高度關注，

但就在國際各大媒體關切此事，並

對沈一鳴遇難表達哀悼之際，擔

任《環球時報》總編輯的胡錫進卻

透過個人推特轉發《CNN》的報導

表示：「即使參謀總長也不能逃過

厄運，這顯示了臺灣軍備的不可靠

性。 （臺軍）看起來不像具有良

好戰鬥能力的軍隊。 」

胡錫進此番言論，引發不小

爭議，而美國智庫研究員葛來儀

（Bonnie Glaser）隨後亦回應胡。葛

來儀在表示哀悼之餘，亦聲稱，軍

事意外是悲劇，事故不一定就代表

軍備不可靠亦或軍事人員準備不足。 

政論家陳破空觀察後表示，

1月 2日發生黑鷹失事之後，臺灣

民選政府一連串的緊急應變，恰當

即時，而媒體亦快速緊跟報導，只

是對比兩岸，他認為差別巨大。

 陳破空:空難非孤立事件
陳破空 6日接受臺媒專訪時

表示，共軍的空難遠比臺灣軍方

陸媒酸黑鷹失事          
臺政府應變快速透明

根據臺媒報導，軍方黑鷹直

升機 2日發生墜落，甫上任半

年的國軍參謀總長沈一鳴不幸於

事件中喪生。總統蔡英文為示哀

悼，第一時間發佈停止所有競選

行程 3天，1月 3日前往罹難者

家中慰問致意，她亦即刻召開高

階將領會談。 

總統府前的臺北賓館，連續

4天開放給民眾悼念沈一鳴等 8

位殉職將士。蔡政府一連串的行

多很多，但它們卻極力隱瞞，導

致中國百姓大多不知情。 

若從國際觀點來評論空難事

件，陳破空表示，任何一個國家

軍事首長遇難，時間、地點及人

物的敏感，都會引發聯想。陳提

及，若發生在烏克蘭，會聯想到

俄羅斯，若發生在中東以色列或

阿拉伯，就會聯想到伊朗。

陳破空質疑，在總統大選日

將到來的敏感時刻，軍方發生重

大事件，臺灣當局不能不防範其

中有北京的因素。

陳破空聲稱：「（政府與媒體）

這種資訊公開，反而讓整個臺灣的

軍心、民心，反而能夠安定。 她

（蔡政府）已經考慮到，這不是個

孤立事件，會同時戒備臺海、或兩

岸之間的這些安全問題。 」

對比中臺處理軍事空難 
陳破空：民主與獨裁

當國際間都在哀悼沈一鳴的

殞落，不少五毛網友卻在冷血慶

賀。另外，中共軍方在過去的一

年，就發生過 6起重大空難，可

是北京當局卻不曾公開承認與透

從黑鷹失事對比兩岸差異  陳破空：民主與獨裁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臺

灣發生黑鷹墜落事件，國際主流社

會紛紛悼念，但是北京當局卻態度

輕蔑。中國問題專家陳破空6日接
受臺媒專訪時表示，共軍的空難遠

比臺灣軍方多很多，但北京卻極力

隱瞞，導致大陸百姓大多不知情。 
陳破空認為，蔡英文政府這一次的

緊急應變與媒體快速跟進的狀況，

突顯兩岸制度「民主與獨裁」的巨

大對比。 

港警在街頭搜查 。(李天正/看中國攝影)

【看中國記者盧乙新綜合報

導】近日香港各區新一屆區議會陸

續召開首次會議，元朗區議會則

於 7日開會投票，選出正、副主

席，分別由民主黨黃偉賢及民主

陣線麥業成在無競爭的情況下當

選。會議上亦通過成立「721元朗

西鐵站白衣暴徒無差別襲擊市民

事件工作小組」，以及要求港府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決議。

元朗區議會第一次會議                      
兩派火藥味十足

根據《立場新聞》報導，元朗

區議總共有 39名民選區議員，有

6名不同的鄉事委員會主席，出

任當然議員；其中，民主派有 33

人，建制派及鄉事派有 12人。 7

日舉行元朗區第一次會議，由甫

當選的區議會主席黃偉賢主持，

副主席為 1991年起擔任元朗區議

員的麥業成，不少民主派議員在

進場時，手持著「追究 721、徹查

警暴」的標語。

會議一開始就為反送中的犧牲

者默哀 1分鐘，不過，部分建制派

及鄉事派區議員並沒有響應。隨後

區議員麥業成、鄺俊宇、黃偉賢、

陳美蓮及杜嘉倫提出成立「721元

朗西鐵站白衣暴徒無差別襲擊市

民事件工作小組」動議，在獲得

民主派支持後通過。

就此發言的議員約有 30人，

多名議員都表達支持，而建制派

八鄉南的黎永添則表示，也要檢

視是誰帶領示威者進入元朗的。

黎永添表示，警方是做得不

好，但要將畫面拉闊一些。黎聲

稱，自己見到是民主黨的北區區

議員林卓廷帶隊進入元朗的。黎

強調，大家都看到了，為了「全香

港好」，要檢討不同方面的責任。

黎永添的發言引發全場嘩然，

鄺俊宇提醒說，議員要為自己的

發言負責任，並請黎永添收回「林

卓廷帶隊」的言論，黎永添表示正

式收回相關字眼後，改稱「我見到

林卓廷在現場，與示威者出現混

亂。」其他議員則邀請黎永添一起

加入該工作小組來查明真相。

另一位建制派、八鄉北區議

員鄧鎔耀表示，要查 721暴力的

源頭，他認為既然要「還香港人

公道」，那麼過去半年香港社會

上出現的多起暴力事件，得全部

徹查。鄧亦表示，要徹查所有的

參與人士，他說，「鄺俊宇都可以

元朗區新議會首次會議 成立小組調查721白衣人恐襲
查」，見到他在場就可以查。

鄺俊宇則笑言回應表示歡迎，

他說：「好啊，所有人都查。」鄺接

著說，和白衣人握手的指揮官何君

堯、黑衣人白衣人所有人都查，大

家齊上齊落。

警方未派人出席會議    
提供書面資料回應　

元朗區議會事前就曾經去信

警方，要求警方回應成立工作小

組事宜，可是，香港警方今天並

沒有派遣人員出席會議，僅提供

一份書面資料。

警方藉由書面資料回應表

示，譴責任何暴力行為，而新界

北總區重案組正針對 721事件進

行調查，至今已經拘捕 37人，其

中有 7人被以暴動罪起訴。

警方同時表示，該事件已進

入司法程序，不便進一步討論。

另外，區議會要求政府成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動議，最終獲

得大比數通過。副主席麥業成對

此表示，過去幾個月來發生很多

警方濫捕的問題，但是監警會並

沒能有效處理，因此會上要求成

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讓反送中的

示威衝突得以平息。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

導】1月 11日，臺灣總統大

選臨近，從香港逃到臺灣的

部分示威者擔心，如果國民

黨取得勝利，他們將面臨危

險，很可能被迫離開臺灣。

據報導稱，自從香港爆

發反送中運動以來，蔡英文

政府約讓 60名反送中示威者

暫時延長留臺期限，但部分

示威者擔心 11日大選結果會

影響他們的安全。

30歲的傑羅（Jero）去

年 7月 1日參加香港抗議活

動，因衝入立法會大樓，擔

心被港府定罪，恐面臨最高

10年徒刑，他最後以旅遊簽

證方式來到臺灣。

目前，他住在臺北，但傑

羅表示：「若韓國瑜當選，我

會立刻買機票，逃往另一個國

家。」另一名為 Roger的示威

者，去年 7月抵達臺灣，他的

旅遊簽證已兩次申請延期，他

擔憂，「香港人在對抗中國共

產黨，但我們如何能信服國民

黨也反對共產黨？」

以學生簽證來臺的克里

絲（Criss）也表示，民主不

是必然，上一代港人沒有去

爭取，所以這一代就得站出

來，「臺灣人民要覺醒，選出

誰當總統，對自由度將是很

大的改變，盼臺灣人珍惜現

在擁有的民主。」

滯臺香港人憂慮    
臺總統大選結果

明處理。 

陳破空表示，中國大陸媒體

對此次空難事件表現出輕蔑的態

度，並且放任五毛水軍在網絡上留

言攻擊；對比兩岸面對軍事空難

的態度，突顯民主與獨裁的巨大

差異。他說：「中共黨媒官媒、還

有它們的五毛黨都是幸災樂禍，

但事實上他們（共軍）每一年

的空難，遠比臺灣多，而且多的

多，很多都沒有公布。」 而正因為

北京當局掩蓋、不透明的處理方

式，導致「大多數中國人民，根

本不知道發生了甚麼」。

陳破空說：「不管是遼寧號

還是山東號（航母），他們在試

飛艦載機的時候，據內部說法就

是，根本就沒有個確切的（死亡）

數位。 」

陳破空列舉出數則前例，他

說，外界知道中國空軍在 2019

年，至少傳出 7起空難，三月 1

起、五月 4起、九月與十月各 1

起。 九月的失事是為了 10月 1

日的中共成立 70周年大閱兵進行

的演習，當時是由最優秀的軍官

演出，但卻在秦嶺演習大閱兵時

墜機，7人身亡；十月是演練「突

擊香港」時撞山，11人死亡。 

陳破空說，北京當局對這些

軍方空難都極力隱瞞，媒體也不

報導，因此老百姓都不知情，直

到事件透過國際媒體或其它管道

曝光後，北京政府才低調說明部

分事件。他批評道，從這些事情

就可以看出兩岸兩種制度，「民主

與獨裁」的巨大對比。

陳破空直言：「對比之下的

確是，民主制度這個優勢，儘管

中共說它制度自信，但面臨這種

人禍或災難時候，民主制度顯出

來她的生命力、效率、對國家的

安定，因為即時、透明公開的處

理，可以防範於未然，同時也排

除任何政治操作的空間 ；但中共

那種隱瞞不報，有可能是埋下更

大的隱患。 」

提及 1月 11日即將到來的總

統大選，陳破空預測，這次親中

候選人在大選中恐落敗，加上臺

灣已經通過「反滲透法」，更是給

予北京致命的一擊，讓北京痛失

「隱蔽戰場」，此亦是觸及了中共

的底線。 

親歷元朗恐怖襲擊的港人展示當

日的血衣。(周秀文／看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