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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惡圍律政司 圖迫放生暴徒
「眾志」煽數百黑衣人堵路 政界質疑涉妨礙司法公正

■一名手臂有紋身的大漢，躺在律政中心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川）包括「香港眾志」在內一
批示威者圍堵律政中心，要求
律政司不檢控「6．12事件」
中的被捕者。律政司發言人昨
日指出，律政司必須按證據、
適用法律和《檢控守則》作出
檢控，只有掌握充分可被法庭
接納的證據，令案件有合理機
會達至定罪，律政司才會提出
檢控。
律政司發言人補充，如有充

分證據進行檢控，律政司會考
慮作出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
益，包括罪行的性質、嚴重程
度及疑犯的態度或心理狀況
等。

依法進行不受干預
針對示威者聲言特區政府已

將「6．12事件」定性為「暴
動」，恐嚇稱會令其間觸犯輕
微罪行者需要負上重責，發言
人強調，無論任何人就任何事
件如何定性，均不影響律政司
根據基本法第六十三條進行刑
事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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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眾志」今年一直炒作
「反國歌法」議題，但一直無法
引起社會關注。眼見近期反對派
的活動越鬧越大，過往一直在反
對派陣營行為「出位」的「眾

志」卻不見蹤影。直至本月17日黃之鋒（河
童）刑滿出獄後，「眾志」才開始有所行動，
企圖收割「政治光環」。昨日，「眾志」發起
包圍律政中心行動，一眾頭目幾乎全數參與。
前日，有網民發起「拜訪律政中心」活動，

但隨即被「眾志」騎劫，聲稱會與「大專學
界」參與行動。昨日中午12時許，黃之鋒、羅
冠聰、林朗彥、周庭等「眾志」頭目幾乎全部
到場，令外界以為這次是「眾志」發動的行

動。

頭目盡出當正「眾志主場」
由於示威者不斷向律政中心側門衝擊，但最

終衝擊不成，「眾志」頭目即連番叫囂，繼續
煽動在場者的情緒，聲言要一直包圍到律政司
司長鄭若驊「收工」，更呼籲更多人到場響應
包圍行動，但到晚上8時許，在場者只有約500
人左右，結果「眾志」無癮收工。
網民對「眾志」企圖「做大佬」多表不滿，

批評「眾志」明顯是為了「收割」政治利益，
而昨日包圍律政中心行動「根本係×衝，為出
位而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河童騎劫示威圖搶「光環」

昨晨10時許，黃之鋒聯同「眾
志」多名頭目林朗彥及周庭等

人，帶頭率領一班身穿黑衣的示威
者在中環的律政中心外聚集，大部
分人都戴住口罩。他們堵塞中心中
座的門口，並高叫口號。接近11
時，部分示威者走出馬路，中心門
外一段下亞厘畢道變成單線雙程行
車，每當示威者見有警員在附近拍
攝情況，即追上前指罵。

市民不忿勸退反被滅聲
在場警員築成人鏈，呼籲示威者
返回行人路，但無示威者理會，並
繼續佔據馬路的一條行車線。其
間，有市民拿着擴音器向示威者講
話，要求他們「收手」，即被一名
戴口罩的黑衣人一手搶走其擴音器
滅聲。中午時分，數百名示威者仍
繼續於中心中座門口及側門外示
威，有人坐在地上。現場所見，不
時有物資送到現場，由示威者搬運
到場並派發。
其間，有幾名在前排的示威者突
然衝向警方防線，警員舉起寫有
「警察封鎖線，不得越過」的旗，
並用揚聲器警告在場者，指他們的
集會未有通知警方，要求聽從警方
指示留在指定示威區；警方設有防
線，警告不要衝擊，否則有機會觸
犯襲警或阻差辦公罪。示威者隨即
起哄，並指罵警員，警方其後將防
線向後退，示威者得逞才停止罵
戰。

佔路阻殘疾員工乘的士
另一場混亂場面發生於午膳時
間，有中心職員外出用膳，對示威
者感不耐煩，「你們（示威者）好
煩呀，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大
佬。」有中心職員為患肌肉萎縮症
的同事開路，近乎乞求般請示威者
讓出一段路給的士駛進，「他需要

坐輪椅由的士接送，希望你哋讓出
部分車路。」最後在警員勸喻下，
示威者才肯放行，的士擾攘數分鐘
獲駛走。由於中心有多個出入口被
堵塞，律政司發言人指，基於保安
考慮，部分同事下午沒返回律政中
心。

散播「誰惡誰正確」歪理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示威者不
但兩度圍堵警總，現在更公然圍
堵律政司，向官員施壓企圖撤銷
「6．12事件」中被捕者的控罪，
是要踐踏香港引以為傲的司法制
度，徹底將社會秩序、法治破壞
得體無完膚，散佈「誰惡誰正
確」的訊息，實無法無天，執法
部門必須嚴肅對待。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批評，

有關人等的做法嚴重踐踏了莊嚴的
司法制度，已到了瘋狂的階段。任
何人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絕對
不能以強權、靠惡，挾持群眾向檢
控部門施壓等手段逃避責任，而任
何人威脅、阻撓律政司的檢控工
作，可能已觸犯了煽動妨礙司法公
正，或遭到刑事檢控。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表示，

她接獲家人的通知，一名任職貨車
司機的親友就在是次示威期間被困
在人群中，而最重要的是，有關人
等試圖干預律政司的刑事檢控工
作，已超越了社會能夠容忍的階
段，呼籲大家回復理性，反對派中
人不應只為個人的政治利益而不斷
推波助瀾。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也批
評，示威者不斷包圍各政府部門，
企圖借「強權」逃避責任，是對香
港司法制度的踐踏，希望執法部門
嚴肅處理，保障任何公職人員的工
作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反修例示威者的擾

民行動持續，「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等人煽動示威者包

圍律政中心一帶，其間堵塞中心多個出入門口，身穿黑衣的

示威者衝出中心對出的一段下亞厘畢道，佔據一邊的行車

線，有人企圖衝越警方防線，警員一度舉旗警告阻止。中心

職員及市民對此均感到不滿，有市民就用擴音器勸喻他們

「收手」：「你們爭取的東西已經爭取到」，但遭喝倒彩及

「搶咪」滅聲。入夜後，數百名示威者仍未有散去，有人坐

在馬路上堵塞兩行車線。其後，有關人等陸續散去，轉往立

法會示威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眾志」等示
威者在包圍律政中心期間，在場採訪的無綫電
視記者不斷被包圍、驅趕、以粗口辱罵，甚至
遭鐳射光射眼。無綫電視新聞部發表聲明對此
極度遺憾。多個新聞界組織均譴責有關行為是

嚴重干預新聞自由，希望市民共同維護新聞自
由，尊重和保護記者的正當採訪權。

鐳射光射眼阻採訪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在聲明中指出，類似事

件在近幾天的遊行示威中時有發生。這些行
為，嚴重干擾了記者對新聞事件的採訪報道，
並強調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是香港社會的核心
價值，新聞工作者的正常採訪不應受到騷擾和
阻撓，甚至人格侮辱。「我們嚴正譴責此類行
為。希望廣大市民共同維護新聞自由，尊重和
保護記者的正當採訪權利。」
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亦發表聲明，指採訪是記

者天職，並強烈譴責粗暴對待履行職務的記者

的行為。

記協促勿拿記者出氣
記協在聲明中指，同類事件在近日的公眾活

動中多次發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其他在場
記者多次反映拍攝受阻，記協譴責這類行為嚴
重干預新聞自由，並促請巿民理性表達意見，
不應阻礙傳媒採訪，及尊重新聞工作者採訪
權。
記協強調，在採訪現場騷擾前線新聞工作

者，會阻礙正常採訪工作、干預新聞自由，亦
會削弱公眾知情權，並促請巿民不應把不滿宣
洩到前線新聞工作者身上，惡意阻礙記者正常
採訪。

無綫記者遭圍辱 新聞聯批干擾採訪

■有示威者向攝影師舉起中指。無綫新聞截圖

■「眾志」夥同數百名黑衣人堵塞律政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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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晚上，一群暴力示威者再次圍堵警察
總部，重演如上周五一樣無視法治、瘋狂暴
力、喪失理性的一幕，讓人怵目驚心。施暴
者肆無忌憚衝擊、破壞，展現的根本不是和
平理性表達訴求，而是反社會的暴力惡行。
每一位熱愛香港的市民都不禁要問：是誰培
植、造就了這些示威者的反社會人格？是誰
煽動他們做出令人震驚痛心的反社會行徑？
那些躲在背後，長年累月對年輕人洗腦，不
斷散播歪理、顛倒是非，鼓動部分年輕人沉
溺反社會迷思的政棍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
任。請問打開潘多拉盒子的政棍們，你們會
找回良知，為了香港社會穩定繁榮、為了年
輕人的未來正途，負責任地出來收拾亂局
嗎？

最近一段時間，受到反對派、激進派煽
惑，一些年輕人上演了一系列挑戰社會和人
性底線的違法暴力醜劇，包括圍堵作為本港
執法指揮中樞的警察總部，對警員及其家人
作出侵犯私隱的「起底」、恐嚇；嚴重擾亂
政府機構運作和交通秩序，干擾普羅市民的
日常生活；甚至發展到威脅記者安全、妨礙
正常的新聞採訪報道。這些明顯違反法治和
公義的暴力行為，不僅與表達意見與言論自
由無關，而且挑戰社會的基本價值觀，破壞
香港法治、和諧、安寧的社會環境，從法律
上來說已屬違法行為，從社會公義層面來說
則是嚴重的反社會行為。施暴者暴露出不可
理喻、不能容忍的反社會人格。通俗地說，
施暴者已經喪失基本人性，暴露無遺的是乖

張的魔性。

不可否認，任何社會都會有反社會的人與
行為；但在正常的社會，這些反社會的人和
事，通常只是極少數，而且不敢張揚囂張。
令人嘆息的是，在香港這樣一個具有優良法
治傳統、市民以理性溫和著稱的文明社會，
竟然會有人成群結隊、肆無忌憚地衝擊警
察、擾亂公共秩序，公然做出反社會的行
為。亂局不僅令人痛心，更發人深思，大多
數香港市民都會質問：這些人的魔性從何而
來、如何形成？為何敢於橫行無忌？

歷史和事實已經無數次昭示和證明，一個
社會，如果黑白不分、是非顛倒，必然妖孽
橫行。當下的香港，反對派、激進派政棍和
他們的代理人，正在上演顛倒是非、煽惑人
心、欺世盜名的鬧劇醜劇，荼毒年輕人，令
年輕人走火入魔。理性分析近期兩個備受關
注的「爆款」個案，就足以看到反對派將歪
理當真理、誤導部分年輕人成魔的陰毒。

第一個例子，是所謂「勇母」。這位名叫
陸錦城的工黨成員，在「6．12」暴力衝突
後，站在警察防線前，對着電視鏡頭聲淚俱
下地說：「他們還是孩子啊，是手無寸鐵的
學生」；其後又指稱：「林鄭月娥這麼做，
是家暴」。兩句話的確很煽情，不明真相和
事理，咋聽之下似乎還有道理。但是，只要
尊重基本事實，明白是非曲直，立即可判斷
這兩句話都是不堪一擊的謊言。透過各種新
聞報道，沒有盲眼的港人都看到，那些戴着
頭盔口罩、向警方擲磚和鐵枝、用鐵馬瘋狂
撞向警方的示威者，是手無寸鐵的孩子嗎？
警察迫不得已、採用最低限度武力制止暴

力、避免局面失控，所針對的是手無寸鐵的
孩子？答案當然是「絕對不是」。

至於所謂「家暴」，確實發生了，但施暴
者不是特首。如果將香港看作一個大家庭，
事實真相是，家中有一些被人洗腦誤導的孩
子大肆搗亂撒野，已經傷害到其他兄弟姐
妹，眼見這個家就要被毀，為避免家破人
亡，「家長」不得已出手制止搗亂撒野。這
能稱之為「家暴」？如果說「家暴」，那些
走火入魔的施暴者的違法暴力行徑，才是對
所有香港人實施「家暴」。

第二個例子，是英華女校的一位女生，講
述對學校教育的困惑、困擾與不安。透過她
的講述，我們看到，在她接受的學校教育
中，所謂的獨立、多元思考，實際上是學校
並沒有向學生提供完整的事實真相，而是選
擇性地提供教材，例如在解釋這次修例風
波，校方只邀請明確持反修例立場的人士給
學生舉辦講座。如此偏頗的教學，能引領學
生進行全面、客觀、公正的判斷與思考嗎？
這顯然不是教學，而是邪教式的洗腦。

以上兩個例子雖然是個案，但絕不是孤立
的個案，而是有強烈的普遍性和代表性。長
期以來，香港有一部分政黨政客，以自己的
政治立場凌駕法治和社會價值，不斷挑戰人
倫底線。這些政黨政客通過他們以意識形態
把持的相當一部分學校，以及被他們鼓吹散
播的歪理所迷惑的教育工作者，不斷對學生
洗腦，培植魔性，最終導致魔性深入學生骨
髓，社會價值觀完全被顛倒。

無論在什麼國度、社會，無論抱持什麼政

治立場，任何人試圖培植年輕人滋長反社會
的魔性，誘導、煽動他們憎恨法治、社會和
政府，乃至憎恨養育他們的父母，做出大逆
不道、無法無天的惡行，就是泯滅良知、喪
盡天良的行為。因為，沒有什麼比毀掉下一
代、毀掉社會進步的繼承人，更令人不齒，
更人神共憤。廣大熱愛香港、富有良知、珍
愛法治秩序的市民，只要明白這個道理，就
會看清政棍們為了一黨一己的政治私利，竟
可以無所不用其極誤導青年的醜陋真面目。

香港的法治正遭受嚴峻挑戰，香港市民的
安全和利益正受到嚴重威脅，一些心智未
開、是非模糊的年輕人，正在違法犯罪的歧
途上越走越遠，情況極度堪憂。事態發展至
此，那些讓年輕人成魔、教唆煽動暴力衝擊
的政棍們，不能也不應再躲在幕後，繼續讓
那些年輕人魔性難收，自己準備收穫未來的
選票利益。如果你們還有一絲良知，對香港
還有一絲感情，對年輕人還有一點責任感，
必須立即站出來，至少做三件最基本的事
情：第一，呼籲已入魔的施暴者，馬上停止
一切反社會的違法暴力行為；第二，呼籲所
有被你們歪理誤導的人，不要再挑戰、攻
擊、侮辱維護法治的警察；第三，痛改前
非，停止再對心智尚未開蒙的年輕人洗腦。

只有做到這三點，才能顯示你們願意收回
打開潘多拉盒子的魔手，向市民顯示你們開
始找回基本的良知。否則，亂局日益不可收
拾，後果越來越嚴重，你們的罪孽就
更深重，廣大市民更不會放過你們。

打開潘多拉盒子的政棍們 還能找回你們的良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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