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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示威叫口號 問詳情多懵然
本報記者現場訪問13遊行者 11人說不出為何反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於遊行
隊伍中發現，從銅鑼灣站到金
鐘站一路，地鐵站前都大排長
龍，平時停靠街邊的的士則全
無蹤影。隨後，記者在灣仔遊

行隊伍外的兩個路口後，發現有整排空的
士，只餘3位司機仍在車中發呆。有的士司
機表明，因為大塞車，「大家（司機）都走
光了，所有人幾乎一整天都沒有收入。」他
憤慨地說：「你哋遊行就拉我哋墊底，搞到
我哋冇飯開；你哋表達訴求，點解要建築在
我哋嘅痛苦之上？」
一位黃姓司機表示，遊行整天，大家根本

連路口都不能出，完全不可能做生意，損失
都不知道要問誰取回來，「現在不是蝕錢多
少的問題，是根本零收入！」他表示，的士
司機需要交車租，但整天都不能做生意，還
要交租，大家不走都不行。
他無奈地表示，表達訴求沒有問題，但無

理由次次都將痛苦建立在的士司機身上。
另一位梁姓司機直斥參與遊行者不守規

矩，「我兩點多在北角開工時，親眼見到遊行
者『擒晒』上欄杆，『跳晒』出馬路！」他批

評，警察明明已做好封路措施，但示威者偏偏
要突破封鎖，「警察都在不斷維護治安，希望
大家能夠回到原本路線，但完全無用！」
當被問及是否準備早點收工時，幾位的士

司機只苦笑地說：「出到路口先算。」
除了司機深受其害，部分被困路上的巴士

乘客同樣叫苦連天。市民李先生昨日乘坐巴
士上班，結果在維園附近卡在馬路中線近兩
小時動彈不得。他說，在乘車期間目擊部分
示威者行出馬路，人車混雜，覺得十分危
險。

巴士卡維園 乘客困兩小時
他坦言，沒想到巴士會不改道避開有關人

流，照行接近維園的路線，不少乘客對於被
困車中感到困擾，他更看到有同車乘客聲稱
尿急，要求車長開門讓其下車，司機一度拒
絕，指馬路中間落車很危險，但該名乘客表
示「急到就嚟瀨」，部分乘客亦一度鼓譟，
結果車長不得不「屈服」，但一開車門，大
量乘客冒險在馬路中間下車，橫越馬路，人
車爭路，場面極危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遊行隊伍中訪問
多名參與遊行者，發現不少人均未能

清楚說出自己對修例的憂慮，有人被問及參
與目的時更只能說出「反送中」等遊行口
號，要記者提示才能說出遊行所反對修訂的
是《逃犯條例》。
之後，香港文匯報記者繼續追問對方對政
府今次修例有什麼憂慮時，對方仍然未能清
楚說出修例對香港有什麼影響，只稱修例有
很多「未知數」，擔心成功修例會對香港造
成「負面影響」。

不知移交程序 承認人云亦云
對於是否了解移交的程序，市民劉先生表
明在不了解下上街遊行。
他說：「因為很多律師都發表了聲明反對
修例，雖然我不了解，難道他們都不了解
嗎？」胡先生亦承認，自己的確無了解過移
交機制，「人人都說修例之後，內地可以隨
意拉我們上去，我們當然就不能支持。」

只知「反送中」說不出逃犯例
高先生聲言，自己反修例主要是內地法律
制度「不可信」，但對於移交機制，他亦並
不清楚。另有幾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受訪者表
示，自己反對修例純是因為「不相信」，當
中更有人十分激動地問記者：「你會信政
府？你會信內地法治？」惟被問及知不知道
大家到底在反對什麼時，只能說出「反送
中」三個字，連《逃犯條例》都說不出來。

稱政府若解釋都「當無到」
遊行者中除了有人坦承自己一知半解，更
有人「霸氣」稱即使政府如何作出解釋，他
亦不會接受。該名遊行者聲言，內地政府
「缺乏誠信」，提出移交時有可能會「虛
構」證據「插贓嫁禍」，不相信特區政府在
修例後有能力保障市民。
訪問中，亦有市民稱自己對修例稍微了解。
譚先生表示，其實也理解在國際上移交逃犯是
需要的，「香港跟英美等國家都是可以移交
的，但因為不太了解內地法治，因此上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

祖）民陣聲稱昨日的反修例遊行有

103萬名市民參與，當中有否「報

大數」暫且不說，香港文匯報記者

就發現，因道路水洩不通、交通不

暢，不少不知情的市民被迫「加

入」隊列。不少參與遊行者亦對遊

行目的一知半解，香港文匯報記者

於現場訪問了13名參與遊行者，僅

兩人明確指出為何反對修訂條例，

其他大部分均只是「為反而反」，

甚至完全不知道移交程序如何；有

人只一句「條例若通過，中央便可

『插贓嫁禍』港人往內地受審」，

根本完全不理會條文的內容便反對

修例；甚至有人連遊行是要反對政

府修訂哪條法例亦未能說出。

民陣的遊行一如既往政黨、團體「籌款活動」「遍
地開花」，社民連、民主黨、工黨、公民黨、民間電
台等的籌款箱隨處可見，更不乏捐款者。設籌款箱的
團體當中，更包括有人表明是為了因「旺角暴動」而
入獄者「出獄後籌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鄭治祖）
民陣昨日的反修例遊行中，有示威者野蠻
地手腳並用推跌鐵馬，與警方衝突，甚至
其後佔路不肯離開。社會各界對此深感厭
惡，紛紛譴責遊行者恣意妄為，嚴重影響
香港法治形象，也為市民生活帶來各種不
便。他們強調，尊重市民的遊行權利，但
必須守法，不能破壞社會秩序，否則必須
承受法律制裁。
昨日的遊行示威原本已有既定路線，但

由於沿路有不少街站，及一再有人在非入
口位置插隊，令到遊行進度緩慢，秩序混
亂。至鵝頸橋附近，部分示威者一再與警
方衝突，要求警方「開路」，更有人直接
闖出非遊行路線的馬路上，警方築起人

鏈，並兩度舉紅旗呼籲示威者不要試圖衝
擊警方防線，部分人被拘捕。
不過，在遊行路線上的不同地點，先後
有市民搖鐵馬和踢鐵馬，最終亦佔領了原
本用來作為緊急通道的東行線，部分車輛
亦因為示威者佔路而被困其中。
除了遊行中段有上述鬧劇，至遊行終

點，又有人在金鐘夏慤道衝出馬路，更有
人一度與警方拉扯不休，最終有警員出動
胡椒噴霧，有關人等才肯退去。

吳良好：煽違法暴力歪風
港區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榮譽主席吳良好表示，民陣發起的反修例
遊行，聲稱強調和平守法，但部分示威者

卻多次違反遊行指引，胡亂衝撞，企圖越
過行人線，不但不守秩序，更故意挑起衝
突，衝撞警員防線，罔顧現場人士安全。
他批評有關行為煽動違法暴力歪風，為社
會帶來惡劣影響，必須予以譴責及追究。

王惠貞：遊行不遵守秩序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

聯會理事長王惠貞批評，民陣的遊行完全
是不遵守秩序的行為，沒有按既定路線行
走，甚至阻礙行人和駕駛者通過，十分
「阻街」，嚴重影響社會秩序，擾亂市民
生活，讓人極之厭惡。

陳恒鑌：應顧及各方權利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批評，部分滋
事分子借機生事，做出各種激進行為，例
如突破警方設下的警戒線，甚至不理人身
安全，衝出高速馬路，萬一有什麼損傷的
話，大家也不願看到的。

陸頌雄：應為自己行為負責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參與者
在表達個人意見之餘，也應該顧及其他
人包括其他參與者、一般市民大眾、駕車
人士及執法人士的安全，不應該只求一時
衝動，以身試法，破壞秩序。
他認為，任何激進的行為，必須接受法
律制裁，示威者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以
免斷送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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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遊行中反對派的籌款箱隨處可見在遊行中反對派的籌款箱隨處可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費小燁香港文匯報記者費小燁 攝攝

■■有示威者無視規矩跨欄佔路有示威者無視規矩跨欄佔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示威者推倒警方設置在路中的鐵馬示威者推倒警方設置在路中的鐵馬。。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警方拘捕試圖跨越示威區的示威者警方拘捕試圖跨越示威區的示威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修訂《逃犯條例》持續成為社會高度關注
的重要議題。昨日，由香港各界人士自發成
立的「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已經獲得逾
80萬名市民聯署支持修例，顯示政府堅守彰
顯法治公義的初心，堅定信心、廣納民意、
耐心解說，為修例釋除疑慮，獲得了理性的
主流民意的廣泛支持。而反對派和激進勢力
昨日發動反修例的遊行，繼續無所不用其極
抹黑修例，煽動街頭抗爭，顯示他們為了扭
轉頹勢、騙取選票，為了配合外部勢力圍
堵、遏制中國，將修例這個法律問題激化為
動搖管治、衝擊「一國兩制」的政治事件，
去完成違法「佔中」未能完成的「政治任
務」。相信廣大善良的香港市民，會在政府
的耐心細緻解說下，冷靜分析、明瞭真相，
看清反對派反修例的真正目的和嚴重後果，
更加理性、更加堅定地支持修例。

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目的是
為了堵塞法律漏洞，維護法治公義，符合國
際慣例，而且廣泛吸納不同意見，對修例多
次作出完善，充分保障人權。昨日遊行後，
政府發言人昨晚表示，遊行正正是香港市民
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所賦予的權利範
圍內行使言論自由的例子；政府會繼續接觸

各方及聆聽，透過冷靜和理性討
論

釋除疑慮；表明《條例草案》如期於本周三
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為了保證昨日遊行
順利舉行，政府尤其是警方努力維持秩序，
顯示政府充分尊重、保障市民權利。政府發
言人的回應，反映政府就事論事、以法論
法，希望社會聚焦修例，不因遊行令討論進
一步政治化。政府提出修例四個多月來一以
貫之的盡職表現，值得稱道。

但無論政府如何全面解釋、如何盡力完
善，支持修例的主流民意亦清晰明確，反對
派都視若無睹，反而變本加厲妖魔化合憲合
法、正當正義的修例工作，不斷散播「通過
修例港人人權自由蕩然無存」等謠言，不斷
發出「香港市民都有危險成為逃犯」等恐
嚇，不擇手段刺激市民上街，非要政府撤回
修例不可。這些作為，暴露反對派反修例，
醉翁之意不在酒，背後帶有強烈的政治動
機。

首先，隨「佔中」失敗，市民更加厭倦
沒完沒了的政爭，渴望社會集中精力謀發
展。反對派的政治能量大不如前，不能再輕
易炒作政治話題，挑動市民反對政府施政。
去年的兩場立法會補選，反對派接連敗選，
更讓他們感覺政治空間進一步縮小。因此，
此次反修例被反對派視為「翻身」的機會，
反對派和激進派進一步合流，以往被視為較

溫和的部分反對派政團，在反修例中的表
現，較激進派不遑多讓。昨日遊行前，反對
派不同黨派、組織和喉舌傳媒，包括假借學
界、法律界乃至普通師奶之名，大搞「發水
聯署」，開動線上線下的機器催谷遊行人
數，企圖藉助遊行重奪輿論話語權，重新在
政治上坐大，並為在接下來的區議會和立法
會選舉預熱，以搶奪更大政治利益。

其次，反修例的政治操作、對抗演變至
今，已完全背離討論法律問題、維護法治公
義的修例本意，變質成為打擊政府管治威信
的政治運動。昨日的遊行中，有一些示威者
不斷叫囂要求特首下台的口號。特首是經選
委會選舉、中央任命而產生的，特首和特區
政府是維持香港有效管治的最重要力量。反
對派煽動反修例遊行，試圖羅織民意削弱特
首威信，反修例旨在奪取香港管治權的圖謀
暴露無遺。香港管治權落在反對派手中，對
香港和國家都是一場災難，中央和廣大香港
市民當然絕不會讓這種不堪局面出現。

第三，自提出修例以來，美英外部勢力介
入香港事務的力度前所未見，反對派頭面人
物頻頻出外「告洋狀」，英美反華政客不斷
出言威脅干預。昨日，台灣、東京、柏林等
地也出現反對本港修例的集會遊行，與本港
的遊行遙相呼應，進一步顯

示修例問題被反對派和反華勢力高度國際
化；反對派試圖勾連外部勢力，利用反修例
掀起政爭混亂，替外部勢力遏制中國效力。

昨日遊行尾聲，有激進示威者不聽警方勸
籲，企圖堵塞金鐘一帶的道路，並以激烈暴
力行為對抗警方執法，試圖重演「佔中」一
幕。眾所周知，「佔中」是一場未遂的「顏
色革命」，對香港的法治和社會穩定、對
「一國兩制」成功落實造成巨大衝擊。如
今，反對派和外部勢力內應外合，欲借反修
例捲土重來，炮製一場較「佔中」規模更大
的政治危機。反對派和激進勢力合流，竭力
煽動街頭抗爭、衝擊管治、包圍立法會，根
本不可能帶來所謂人權自由，只會造成社會
動亂、發展停滯不前，人民苦不堪言。廣大
港人絕對不會讓「佔禍」再臨。

本港修訂《逃犯條例》是為了打擊跨境犯
罪，絕對不是為了剝奪本港市民的人權自
由。相信廣大市民會冷靜理性地看待修例，
抵制一切別用有心的煽惑，以更強大的聲音
向反對派反中禍港的政治炒作說不，支持特
首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迎難而上，在強大民
意護航下完成修例，讓香港摒除政爭干擾、
盡快恢復正常秩序。

主流民意挺修例護法治 反對派借反修例反中禍港 激進暴力企圖重演「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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