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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原訂於本周三的大會審議《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

（修訂）條例草案》，惟一眾反對派一再號
召市民去「包圍立法會」，更一再阻撓警方
執法，刻意將警方置於市民對立面，企圖挑
動市民情緒，最終造成前日的暴動。在暴徒
在前線使用暴力時，一眾反對派議員即「明
哲保身」，事後又包庇暴行，更聲言將再於
周日發起遊行，及於下周一集會（見表）。

顏寶鈴：勾結外力圍堵中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指，經過多代人
的努力下，香港成為國際大都市，而隨着國
家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及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令香港有機會再創新高峰，但不幸有一
班以擾亂社會秩序來爭取政治本錢的反對派
議員，配合外國勢力，一次又一次破壞香港
社會安寧，不斷「妖魔化」今次的修例，令
人氣憤。
她批評，反對派視年輕人為擋箭牌，不斷
鼓動他們以激進手段衝擊警方及執法者的底
線，形同推他們「去死」，但在衝突事件爆
發時就躲起來，事後就以各種歪理包庇暴
行，目的就是要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影響
國際聲譽，達至圍堵中國的目的。

陳勇：在港策動「顏色革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

批評，是次暴動事件已被人揭穿有人在派
錢、派物資，任何有識之士，一眼就知反
對派與外國勢力在香港策動另類的「顏色
革命」。
他批評，反對派以各種煽動性的言論推示
威者尤其是年輕人做出激進暴力行為、攻擊
執法者，甚至在旁擔任指揮。在事發時，一
眾「鬧得兇狠」的反對派就躲起來，事後則
空群而出批評執法者，更刻意隱瞞暴徒的暴
力行為，實滿口謊言、不懷好意。

李慧琼：遠超表達自由底線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在是次暴動中，
部分極端又具暴力傾向、有備而來的暴徒強

行佔路，更暴力衝擊警方防線，更引致大批
年輕人向執行職責的前線警員投擲磚塊和以
削尖了的鐵枝作攻擊，已遠超過反對派所聲
稱言論及表達自由的底線，各界必須予以最
嚴厲的譴責。

張國鈞：「洗腦式灌輸」學生
針對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鼓吹罷課、

罷教，企圖以年輕人作為暴動中的盾牌，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教育事務發言人張國鈞批
評，教協在此時「罷教罷課」在校園發動政
治動員，是先入為主地向學生「洗腦式灌
輸」反修例的偏頗立場，是在鼓動更多師生
上街及為示威製造「生力軍」。

他呼籲教師應以學生安全利益為先，堅守
工作崗位，若家長發現子女的老師在校內安
排學生參與罷課，甚至鼓動其上街抗爭，應
即時致電校方表達反對意見，有需要時更可
致電教育局作出投訴，以保護子女安全和不
受無理煽惑。學生則應以自身安全為重，遠
離危險地方，勿令父母掛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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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日發生自回歸以來最嚴重的暴動，暴徒擲磚、襲警，而背後

每一步都有反對派在推波助瀾，包括事前煽動市民上街、事發時阻撓

警方執法、事後繼續包庇暴行，更繼續以「遊行集會」為幌子策動下

一次的暴亂。多名政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反對

派拒絕認真審議《逃犯

條例》的修訂，還與外

國勢力勾結，以各種歪理煽動市民上街，特別

是不斷鼓動示威者尤其是年輕人以激進手段，

衝擊警方及執法者的底線，形同推他們「上火

線」，目的就是要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影響

國際聲譽；暴動發生後，就以各種歪理包庇暴

行。對此，他們予以嚴厲譴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事前煽風點火 事發阻撓執法 事後包庇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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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鼓吹市民上街衝擊，民
陣及反對派一眾政黨一再於社交
媒體發佈周三在立法會示威區集
會的消息，聲言要全民罷工「反
送中」云云。為了蒙騙市民集體
違法，民陣更掩飾自己不獲警方
發出「不反對通知書」、該集會
為非法的真相，聲稱警方「無反
對」，故集會「合法」。

大肆鼓動「三罷」
當日，民主黨立法會議員的

全部地區議辦暫停開放，部分
議員包括林卓廷都聲言會要求
全體員工去立法會「聲援」反
對派議員。
公民黨亦有類似措施，其中該
黨黨魁楊岳橋就在周一發帖稱︰
「請大家響應罷市罷工罷課，前
來立法會集會聲援。」其黨友、
立法會議員譚文豪亦宣佈其橫頭
磡、匯景、藍田地區辦事處暫停
運作，「所有員工全力支援『反
送中』集會！」他更於此前特意
到特首林鄭月娥的官邸「撳門

鐘」做騷，聲稱要與林鄭月娥
「談談」修例云云。

刁難執法警員
其他反對派議員亦一再於社

交網站鼓吹市民上街，包括
「議會陣線」毛孟靜、區諾
軒、范國威等，聲稱「惡法最
遲喺下星期四就通過」，要求
「香港人」再出去等等。
在發佈消息的同時，有關人等
亦一再刁難正在執法的警員，並
拍片做騷。周二晚，當警員在金
鐘港鐵站截查可疑人士時，楊
岳橋、林卓廷等人就到場一再
質問警方，要求對方詳細解釋
自己為何要截查有關人等、是基
於什麼準則，又想老屈警察無理
截查等。
不過，在沒有那麼多警員在港

鐵站時，毛孟靜就聲稱警方「好
奸」，是想藉警員較少令「畫面
無咁對立 」、製造「警察俾市
民、記者、議員圍」云云，正宗
「公我贏、字你輸」。

假如說一開始大力鼓吹群眾上
街，反對派仍可扮作不知會陷入
混亂，但到非法集會開始時，反
對派的煽風點火行為，包括在暴
動熾熱時仍然呼籲市民上街，明
顯就是想市民「送死」。
與此同時，一眾「叫人衝」的

反對派議員再次「自己鬆」，例
如公民黨郭家麒就一再叫大家前
去「守護香港」，但自己就在場
邊做直播完成任務，完全沒有和
其他人一同衝上前。

警前「擺拍做戲」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則較入戲，

跑到前線拍下其一人面對警員的
擺拍，其後衝擊亦不見人影。可
笑的是胡志偉一度聲稱自己站在
暴徒和警方中間，「若發生衝突
相信自己會首當其衝」，結果最
終是警員和暴徒都各有受傷，胡
志偉似乎不見傷勢。網民「Ben
Chuang」就留言道︰「胡先
生：結果點呀？每次都出事，推
d（啲）年輕人去死。」

籌募「暴動裝備」
尹兆堅、林卓廷、區諾軒、

梁耀忠等除了在大台上「報
告立法會會議暫停等最新情
況」外，又一再鼓吹大家要
「堅決反對《逃犯條例》修
訂」云云。
區諾軒更進一步叫大家帶物

資支援，包括頭盔、護眼鏡、
勞工手套、N95口罩、長遮、
剪刀、電線膠紙、保鮮紙、生
理鹽水 、索帶等，明顯不是正
常示威要用的工具，更似是「暴
徒裝備」。
同時，楊岳橋和譚文豪等繼續

挑釁執法警察，在前日下午於天
橋上「監察警方」有無用「不合
比例暴力」對付「和平示威者」
云云。
在前日明顯已陷入暴動之際，

「議會陣線」朱凱廸仍在fb呼籲
市民「放工可以黎（嚟）金鐘道
行下」；社民連的吳文遠更說︰
「警察試圖清場，請大家盡快到
金鐘『支援』。」
民陣則聲稱「政府不撤回，人
民不撤退」，一再預告要將行動
升級，又「呼籲所有人加入『抗
爭』行列」，最終就出現前日的
暴動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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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旺角暴亂
中，暴徒擲磚、縱
火、襲警，反對派
紛紛出聲明譴責暴
行，惟周三的包圍立
法會同樣出現掟磚、
縱火、襲警，一眾反
對派就出聲明包庇，
更將責任全數推卸至
政府身上，只提暴
徒受傷，不理警員
流血。

不提暴徒傷警員
公民黨昨日發表聲

明時，批評政府「向
香港人開槍」，對此「痛心疾
首」云云。該黨還誣衊執法維持
社會治安與秩序的警員是「政府
爪牙」，明明無人死亡，只有
個別受傷，但該黨聲言警方鎮
暴是「視人命如草芥」。他們
更維護暴徒，稱當日暴動是「官
逼民反的義舉」云云，又鼓動全
港市民繼續「勇於作為」云云。
民主黨昨日的聲明，論調與公

民黨相若，一開始就批評政府
「粗暴鎮壓『和平示威』」，對
暴徒擲磚、縱火、襲警的行為視
若無睹，並聲稱是「『和平的示
威集會』最後演變成警方武力鎮
壓，造成多名市民受傷」，對此
表示「遺憾」，但就隻字未提暴
徒打傷警察。並譴責林鄭月娥、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將衝突定性為
「暴動」。
民陣亦聲言要譴責警方以催淚

彈、布袋彈、橡膠子彈等「具殺
傷力、會致命的武器暴力『攻
擊』示威者」，導致多人受傷，
並揚言香港人沒有「騷亂」，而
市民行為要由特首林鄭月娥負責

云云。民陣又呼籲國際社會介入
「譴責香港政府」。

再搞遊行激亂局
此外，民陣又正計劃於周日舉

行遊行，並於下周一再於立法會
外集會，企圖再策動亂局，有關
消息亦廣為反對派議員等轉載。
昨日，「議會陣線」立法會議

員毛孟靜、范國威、陳志全等以
「全港反送中聯席」的名議舉
行記者會，為暴徒打氣。他們
聲稱特區政府「以防暴警察強
勢對待和平表達意見的香港
人，並無差別施以不符比例的攻
擊」，又乞求各國政府「對香港
政府作出譴責」。
他們更為暴徒「諗定後路」，

為他們壯膽，「如港人他日因為
參與集會示威或人權民主自由相
關活動而以政治罪名控告，我們
亦呼籲追求人權民主自由國度的
諸邦收容他們。」
數十警員和市民在反對派鼓

吹的暴動中受傷未癒，但反對
派就開始「攞彩」。毛孟靜在
暴動後就先後拉英國、美國、
加拿大、澳洲等媒體採訪，聲
稱要「複述香港驕傲而沉痛的
一幕」，並在facebook炫耀自己
接受外媒採訪的相片，大多都
笑容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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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前日無視警告暴徒前日無視警告，，繼續進逼警繼續進逼警
方防線方防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楊岳橋和譚文豪等挑釁執法警察。 資料圖片

■■楊岳橋楊岳橋、、林卓廷刁難警方檢查身份證林卓廷刁難警方檢查身份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民主黨煽
動市民包圍
立法會。
網上圖片

■■胡志偉在警方防線胡志偉在警方防線
前前「「擺拍擺拍」，」，其後不其後不
見蹤影見蹤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反對派鼓
動民眾抗拒
警方執法。
網上圖片

■暴動後，毛孟靜炫耀其接受外
媒採訪時笑容滿面。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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