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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助長暴力豈能卸責
憂青少年模仿影響社會 促適時清場免衝擊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立
法會昨日凌晨再次爆發衝擊事件，
有暴徒事前公然發放虛假消息，宣
稱立法會即將就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所謂的「網絡廿三條」）進行二
讀，試圖誤導「佔領」者衝擊並
「佔領」立法會。立法會秘書處澄
清有關言論失實，強調在周三的會
議沒有相關議程。香港版權大聯盟
亦對於有人利用版權(修訂)條例作藉
口來衝擊立法會感到錯愕。
在昨日凌晨，有示威者突然在「佔

鐘」區以「大聲公」宣傳，聲稱立法
會在昨晨大會會就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進行二讀，因此要衝擊及「佔領」立

法會，以癱瘓立法會運作，阻止立法
工作進行。立法會秘書處就此澄清，
在周三舉行的立法會大會及工務小組
委員會，均不會談及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
由包括電影公司、電視台、動漫

聯會及音樂唱片組織組成的香港版
權大聯盟亦就事件發表聲明，對有
人以阻止議員討論有關草案為藉
口，實質衝擊立法會的行為感到錯
愕。聲明強調，新修訂的草案將提
供更多版權豁免，而且容許戲仿、
引用及評論時事下進行二次創作等
行為，已就不同持份者利益作出合
理平衡，並支持草案盡快通過。

版權修例被利用「大聯盟」感錯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鐘」暴

徒昨日衝擊立法會挑戰法治權威，社會各界強

烈譴責暴徒所為，促請執法機構嚴正執法，絕

對不能手軟，以捍衛立法機關尊嚴和法治精

神，並批評反對派議員一直鼓吹違法「佔

中」，霸佔街道更形成暴力溫床，為暴徒提供

衝擊之便，豈能與暴徒劃清界線。暴力行動再

次升溫，不但易成青少年模仿對象，更影響立

法會討論民生事項，對社會造成惡劣影響。警

方應以適當武力及時清場，避免法治進一步受

到衝擊。

陳永棋：應執法「還路於民」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主席陳永棋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批評，暴徒是次違法衝擊立法
會，目標是針對香港立法機關，情況
十分嚴重，不能與一般刑事毀壞相
比，執法機構應馬上執法，「還路於
民」，讓社會恢復秩序。
他批評，反對派聲稱與暴徒劃清界
線更是「貓哭老鼠假慈悲」，認為如
非反對派鼓吹「佔中」，昨晚的事不
會發生。對於有人刻意誤導示威者要
「阻止網絡廿三條立法」，陳永棋
說，「『佔中』已變得不理智，年輕
人有理想之餘也要小心，不要被人利
用。」

盧文端：暴徒行為社會不容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全國

工商聯副主席盧文端指出，暴力衝擊
立法會這個莊嚴地方，不但冒犯立法
會，更衝擊法治，應受全港市民強烈
譴責和法律制裁。目前連反對派議員
都想與暴徒劃清界線，可見暴徒行為
根本無人接受。
他批評，一些人感到「佔中」失

勢，亂作所謂「推倒網絡廿三條立
法」的借口，企圖藉製造動亂的方法
煽動群眾，再次吸引社會注意。他呼
籲青少年參與活動時應多思考，免被
利用。

王惠貞：同道講一套做一套
全國政協委員、九龍社團聯會理事

長王惠貞提到，不少香港社會人士從

「佔中」發動開始已預言，「佔中」
不可能和平，今次事件以事實證明，
「佔中」本質就是暴力。
她強烈批評少數暴徒暴力衝擊立法

會，破壞香港長久以來的法治和社會
和諧，以個人利益令廣大市民陷於水
深火熱，質疑他們豈能代表港人利
益。
王惠貞又批評，反對派議員在「佔
領」行動中一直推波助瀾，日前執達
主任聯同警察在金鐘清障時，更有個
別反對派議員與「佔領」者同一陣線
挑剔清障行動，現在出現暴力事件又
要與事件劃清界線，這只說明反對派
講一套做一套，不負責任。

蔡毅：雙重標準自打嘴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

合會理事長蔡毅強烈譴責衝擊立法會
的違法行為。他說，從虛構所謂「網
絡廿三條立法」可以看出，行動涉及
人為幕後策動敏感議題，再製造衝擊
理由煽動年輕人做馬前卒。
他批評，反對派議員聲稱與暴徒劃

清界線的同時，亦不能雙重標準，一
邊說要尊重法治，劃清界線，一邊又
鼓吹違法「佔中」，自打嘴巴。他希
望執法機構嚴正處理事件。

黃友嘉：難容卸責不負責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認為，立
法會是莊嚴地方，暴徒必須受到嚴厲
譴責。現時反對派議員已在立法會發
起「不合作運動」，暴力事件又令立
法會暫停運作一日，窒礙立法會運
作，他擔心長此下去會嚴重影響立法

會民生項目的討論和整體市民利益。
他認為，反對派內還有人爭論是否

要譴責這種行為，反映反對派在事件
上進退失據，然而，反對派各領袖為
暴徒提供「佔領」位置衝擊立法會，
「佔領」期間又一直想升級行動推出
行動氣氛，現在出事又想劃清界線，
絕對是不負責任和不能接受。

容永祺：不可能劃清界線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及資深行

政人員協會創會會長容永祺指出，暴
力行動再次傷害香港法治，這種行為

一再發生，在社會傳播，就像暴力病
毒感染其他青少年，引發模仿效應。
他指出，一些暴徒已是存心挑戰法

治和政府管治，為免暴徒有恃無恐，
警方現階段必須使用適當武力清場，
不能讓這股違法風氣變本加厲。反對
派一直提供「佔領」場所滋生暴力，
為暴徒提供衝擊之便，負有不可推卸
的責任，不可能與暴徒劃清界線，現
時反對派應全面退場，學生應認清人
大決定不可撼動的現實，將精力放到
第二輪政改諮詢上。

「三丑」玩「龜縮」「雙學」亂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
一批「佔鐘」者昨日凌晨暴力衝擊
立法會大樓，全城強烈譴責，惟策
劃行動的「佔中三丑」竟「龜縮」
於幕後，僅發聲明鬼祟回應，稱衝
擊者事前並無與現場「佔領」者詳
細商討行動的目的與策略，卻用虛
假消息誤導群眾，並稱其「法律支
援組」不會為暴力衝擊者予以協
助，要與暴力衝擊劃清界線。「學

民思潮」及學聯僅稱，不理解示威
者衝擊行動，但認為「毋須用到譴
責字眼」，更試圖將責任推向特區
政府。
一批蒙面示威者昨日凌晨聲稱

響應網上號召，以鐵馬及地磚撞毀
立法會玻璃門，企圖以暴力衝擊癱
瘓立法會運作，警方到場施放胡椒
噴霧，但暴力示威者即時逃竄，
其他示威者拒絕離開，更包圍、侮

辱甚至襲擊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務人
員。

之鋒稱無被知會拒譴責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昨日
在回應時僅稱，他「不理解」示威
者衝擊立法會行動，又指「公民抗
命」後應該承擔責任，但示威者撞
破玻璃後卻立即離開現場，置留守
者安危於不顧，「我希望示威者日
後在行動前知會我們，但毋須用到
譴責字眼。」
他又試圖為暴力示威者開脫，

稱警方當時動用「較少警力」，
「並不尋常」，並聲稱特區政府一
直未有回應示威者政改訴求，才會
造成今天的局面。

永康死撐 敖暉認衰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也稱，

「『學聯』、民間團體及『佔領』
者不斷要求特區政府回應政制訴

求，要求不同政府代表作溝通橋樑
甚至反建議。但整個月來，（特
區）政府對這些訴求都頗為置若罔
聞，好像訴求像垃圾一般，某程度
迫使市民採取有關行動。雖然這次
行動手法或協調不盡如意，但（特
區）政府應檢討自省。」
岑敖暉則稱，是次行動明顯有

誤導成分，「網絡盛傳立法會二讀
審議『網絡廿三條』，但事實是明
年中舉行，這是假消息，期望『雨
傘運動』能做到和平。」
「佔中三丑」昨日「龜縮」不

出，僅由「和平佔中」秘書處發表
聲明鬼祟回應。他們在聲明中指，
衝擊者事前並無與現場「佔領」者
詳細商討行動的目的與策略，卻用
虛假消息「誤導」群眾，令「佔
領」者被迫蒙受衝擊行為帶來的後
果，故強烈譴責暴力衝擊行為，並
稱「法律支援組」不會為暴力衝擊
予以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鐘」示
威者昨日凌晨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一向採取
激進抗爭手段的社民連及「人民力量」，為免
「引火焚身」，昨日與該批示威者劃清界線，
更要求策劃是次暴力衝擊者站出來向公眾解
釋。
「人力」立法會議員「大嚿」陳偉業昨日否
認「佔領」行動已經失控，稱絕大部分「佔
領」者仍然非常理性，只是「有人意圖騎
劫」。近日，有人在網上散播訊息稱指立法會
將通過俗稱「網絡廿三條」的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煽動群眾衝擊立法會，是「別有用心」，

意圖破壞「佔領」行動。
他聲稱，近兩周旺角「佔領」區經常有人挑
釁警方及與「藍絲帶」支持者爭執，但隨即消
失在人群中，令無辜市民「被警察打傷」，又
試圖為參與暴力衝擊的「佔鐘」示威者開脫，
稱衝擊行動的策劃者手法「專業」，並在鼓動
群眾後不知所終，而部分參與衝擊的青年是
「真心相信自己在做正義的事」，是次只是
「被利用」。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也聲言，暴力衝
擊的發起人以「反對網絡廿三條」為號召，用
錯誤信息煽動群眾，撞破玻璃門後又不進入大

樓「佔領」，整個行動是本着假目的進行，要
求發起人向公眾解釋，並呼籲「佔領」者不要
誤信流言。

■梁國雄與陳偉業等要求策劃是次暴力衝擊者
向公眾解釋。 梁祖彝 攝

大嚿長毛驚大嚿長毛驚「「焚身焚身」」急劃清界線急劃清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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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佔中」演變成暴力衝擊立
法會，各界齊起聲討。香港友好協進會、香港福建同鄉會、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香港福建婦女協會，以及新界社團聯會
等，強烈譴責「佔中」暴徒衝擊立法會，同時強烈要求警方
執法拘捕違法分子。

友好協：嚴格執法絕不姑息
示威暴徒昨日凌晨衝擊立法會大樓，造成多處破壞，並與

警方爆發衝突。多個社團組織今日將於本報刊登廣告嚴厲譴
責暴行。香港友好協進會強烈譴責公然衝擊立法會的暴力行
為，要求警隊嚴格執法，絕不姑息；同時再次呼籲「佔中」
者和平快速離開，非法「佔中」行為盡快結束，恢復社會秩
序，「讓我們重返安樂家園，香港更繁榮富強。」

潮屬社總：警方應盡快行動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強烈譴責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敦促警

方盡快將暴徒繩之於法，同時強烈呼籲結束「佔中」，將法
治與和平還給香港社會。香港福建同鄉會及香港福建婦女協
會亦強烈譴責「佔中暴徒」衝擊立法會，以及強烈要求警方
執法拘捕違法分子，維護香港法治。

新社聯：「佔中」搞手應負責
新界社團聯會昨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

會，特別是有近百名暴徒在昨凌晨突然用鐵馬、石屎板砸碎立
法會玻璃門，試圖衝入立法會。新社聯對暴徒目無法紀，大肆
破壞、衝擊立法會大樓的行為表示強烈譴責，強烈要求警方嚴
厲執法，盡快對肇事者繩之於法，維護公共秩序。
新社聯又批評，「佔領」行動已嚴重影響市民生計，詆毀

香港的國際聲譽，而法庭對「佔領」者發出禁制令之後，
「佔領」者已無視法庭禁制令，繼續「佔領」。法庭執達主
任在警方協助下，清理中信大廈禁制令範圍內障礙物，但卻
遭到「佔領」者的圍攻和阻撓，如今更將「佔中」行動升級
至暴力衝擊立法會。
新社聯強調，市民反對「佔領」的聲音越來越強烈，因此

要求「佔中」發起人及組織者出來強烈譴責相關行為，並承
擔一切結果，同時應呼籲「佔領」者撤離「佔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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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凌晨衝擊立會後，示威者仍然與警方對峙，部分人坐在地上倦極而
睡。 劉國權 攝

■陳永棋 ■容永祺■黃友嘉■蔡毅■王惠貞■盧文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在
接受樹仁大學學生報《仁聞報》訪
問時表示，他相信參與「佔領」的
學生是真心希望帶來改變，但他也
很同情受「佔領」影響的市民，並
強調現在的法律仍代表了大多數人
的意願，而「有智慧的人都知道，
早晚要有某種形式的對談」。
包致金在《仁聞報》專訪中稱，

他相信爭取民主的學生真心想為香
港帶來改變，但他也很同情受「佔
領」影響的市民，因為他們只是普
通的香港人，想過平凡的生活。
在「佔領」行動期間，警方再次

被夾在政見相反的人之間，包致金
強調，警察始終是香港的警衛，
「身為紀律部隊，警員必需服從上
級命令。如果警員開始質疑上頭的
決定而拒絕執行，都可能引起問
題。」有一天法律或許會變，但現
在的法律仍是代表大多數人的意

願，結果警方成為磨心。
他強調，身為香港社會的一分

子，應該要懂得代入他人的角色，
站在不同的角度觀察一件事。香港
社會各界應結集起來，共同商討政
治問題的對策，並批評有些人的言
論刻意分化、傷害社會，又指雖然
嚴格而言，這些人有自己的言論自
由，但有智慧的人都知道，早晚要
有某種形式的對談。

倡合力找出解決方法
學聯和特區政府曾各派代表進行

對話，但包致金認為，該次會面並
非真正的對話「談判」，只是一場
辯論，「但我認為他們應該進入正
式的對話，而不是停留在辯論的階
段。」法庭工作教曉他避免在論點
上爭鬥，而是透過「談判」解決問
題：「對話不是要互相申述論點取
得分數，而是要合力找出解決方
法。」

包致金：法律代表主流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