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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築「連儂牆」 區外人擾民
2019年7月12日（星期五）

政界批激青圖借衝擊事件誣警 盼市民冷靜勿中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涵）香港各區近日陸續出現所謂的

■港鐵油塘站前晚聚集逾百名青
年叫囂，
年叫囂
， 警方一度高舉紅旗警
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連儂牆」，聲稱是為「當區居民」表達訴求。惟前日的油
塘地鐵站事件證實，所謂「連儂牆」根本並非當區居民自發
設立，而是區外人無視區內人強行設立。前晚，一批非油塘
居民在油塘站企圖佈置「連儂牆」，在場不少油塘居民見狀
驅趕，隨後爆發衝突。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
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這樣的「連儂牆」設置根
本就是滋擾居民生活，且涉嫌違法，是不該容忍的，並質疑
設立「連儂牆」，是要浪費警力，令警員疲於奔命，更可借
衝擊的發生誣衊維持秩序的警員，進一步煽動仇警。他們希
望市民能夠保持冷靜，讓香港社會有一個緩衝的機會。
晚，有非油塘居民手持工具企圖在油塘站設立所謂的「連儂牆」，
前不少油塘居民見狀立即驅趕，其間不斷高叫「保護油塘」、「你又

唔係住喺度」、「唔好搞事啦」。其後，越來越多激進分子到場，更爆發
衝突。在警方介入後，激進分子將矛頭轉向警方，辱罵維持秩序的警員。

人大代表批騷擾社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強調，市民無論持有什麼政治理念，都不應該
破壞公共秩序，騷擾其他居民。香港人一直追求「安居樂業」，但現在反
對派中人的做法卻直接影響到社區居民的生活。「這樣的行為是市民不應
該容忍的，應該給予譴責。」
他續說，只有和諧的社區才能有好的生活，所以市民一定要保持冷靜，
不要因為受到挑釁而失去理性；若市民真的遇到挑釁，就要報警處理，而
非針對警方或代替警方自行執法，並希望市民在日後選舉時能支持倡導和
平的人士，而非破壞治安者。

籲理智對話給港
「緩衝」
機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批評，激進分子所為，對當區居民造成干擾及
不便，特別現時香港社會的氣氛依然緊張，繼續搞所謂「連儂牆」、搞遊
行、針對警方只會增加衝突，甚至是市民與市民之間的衝突。「各方面應
該盡快冷靜，讓香港有一個緩衝的機會，否則受影響的一定是香港市民本
身。」
他強調，年輕人不需要覺得香港沒希望，因為香港的將來必定是他們
的，這是不會有人奪走的。所以年輕人對未來一定要充滿希望，應該認真
想想如何建設好香港。同時，特首林鄭月娥也說了很多會改革施政作風，
也希望聽到廣泛的意見，所以呼籲市民特別是年輕人，應該積極對話，反
映意見。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黃英豪表示，香港是自由開放的社會，年輕人要表
達意見有很多渠道，包括網絡、媒體等等，而絕不應為了表達就滋擾其他
居民，特別是在他區搞所謂的「連儂牆」，如同將自己的政治理念強加於
他人身上，只會增加衝突。
他強調，現在所謂「連儂牆」，就如未經申請掛宣傳橫幅或是在街邊亂
貼單張，而未經申請即在公眾地方設置「連儂牆」是涉嫌違反法律法規
的，是對公眾環境的滋擾。他呼籲示威者盡快收手，不要再引發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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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廢紙不違法 清垃圾人人有責

$

隨意在公眾地方設置「連儂牆」涉嫌違法，那撕除又是否
會違反法律呢？全國政協委員、律師黃英豪昨日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指出，未經申請在公眾地方張貼標籤、設置「連儂牆」的行為屬於
對公眾的滋擾，因此撕除公眾地方的「連儂牆」並不違法，「如同在街邊
有人亂扔垃圾，有市民撿起扔到垃圾桶裡一樣。」
執業大律師、經民聯港島太古西幹事丁煌亦表示，在公眾場合張貼本屬
違法，撕下來完全沒有問題。他呼籲社會的正義人士，如果覺得「連儂
牆」的意見不代表自己，是可以主動
撕毀處理的。如果有人在撕除的過程
中被人圍堵，圍堵者就有可能涉嫌違
法。
他建議被圍堵者可以舉起雙手，十
指向天，大聲呼救，這樣有利於警方
或正義人士出手相助，而以十指向天
姿勢面對攻擊者，是要說明當事人處
於「投降」狀態，不存在攻擊對方的
成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涵 ■圖為西貢街坊撕走違法
「街招」
。

被街坊窒到惱羞
理虧女滿嘴罵娘
反對派近日四出到各
區設所謂「連儂牆」，

事實上是四出於各區挑
起事端、與當區街坊
「嗌交」。前晚，激進
分子殺入油塘亂貼所謂「連儂牆」，
被油塘街坊齊心抵禦，一名黑衣女子
隨即惡形惡相對街坊爆粗謂「×你老
母」、「廢老」、「返去含×啦」，
言論極度粗鄙。有關片段昨日在網上
瘋傳，有網民留言揶揄︰「 原來民主
■黑衣女子一再以粗口「問候」街
要×人老母嘅，點解冇義（議）員解
坊。
釋過呢D（啲）行為嘅？」
不少網民都對所謂「學生」感到摸
該段長約 3 分鐘的短片，一開始是
油塘一名女街坊批評示威者到處煽風 不 着 頭 腦 ， 反 問 道 ： 「 邊 忽 似 學
點火，其中一名綠衣男子問街坊「企 生？」有不少人不滿這種硬要隨處貼
喺度做咩」，女街坊直言︰「我住喺 紙、滋擾社區的所謂「民主」行為。
度，你住喺邊度？」被多番追問後， 「Peter Lam」 說 ︰ 「 離 唔 離 譜 啲
該名男子弱弱承認自己住在藍田而非 呀？落到去他人的屋苑製造垃圾！」
「Kitty Chan」亦說︰「太過分，
油塘，有街坊隨即反問︰「藍田關你
自己以為幫市民洗腦，強姦市民接受
咩事啊呢度？走啦。」
暴徒。要貼咪返屋企貼囉，夾猛
「民主」掩飾歪理 暴民粗口瀉地 （硬）強姦人思想，咩民主思想。係
一名黑衣女子眼見同伴被質問至啞 （喺）我眼中啲（呢）班永遠不會改
口無言，隨即衝出來指罵街坊︰「你 寫到名稱，就是一世都係暴徒！」
「Connie Wong」 批 評 ︰ 「 片
唔好再叫啲『學生』走啦吓。」街坊
隨即說︰「幾多歲啊？學生？！」該 （遍）地開花？每區搞事？簡直犯眾
名黑衣女子其後越講越情緒失控，惡 憎，過街老鼠！各區要團結自救！」
不少網民亦不滿示威者對街坊狂講
形惡相激動地狂向街坊說「×你老
粗口。「Kan
Mani」說︰「其實除
母」，又稱條街並非街坊買的，更大
聲道︰「都唔知邊個搞破壞啊！人哋 左（咗）講粗口，佢（黑衣女子）可
黐 memo 紙關你班『廢老』×事咩？ 唔可以講下（吓）自己有咩理據呢，
返去含×啦！」雖然部分示威者都覺 而（）家係粗口常識比賽定點？」
得她言論過火勸她冷靜，但她依然大 「Catherine Li」亦表示︰「走啦，
大聲「×你老母」，繼續對街坊惡言 淨係識講粗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相向。

抽水撐暴犯眾怒 胡志偉賴死唔走

■片段可見胡志偉無視街坊訴求。

每逢出現衝突，反對派
立法會議員就「老是常出
&
現」，但他們並非勸喻激
進分子冷靜及離開以免衝
突升級，而是去「監察警
方」，變相為暴徒撐腰壯膽。前晚，民主
黨主席胡志偉就到油塘企圖「抽水」，結
果被油塘街坊怒斥︰「嚟做咩啫？嚟撐暴
徒啊？家啲居民根本就唔想有你哋喺
度。」不少街坊批評他搞亂香港、面皮
厚，叫他快離開，惟胡志偉彷彿充耳不
聞，完全無視街坊訴求，繼續「賴死唔
走」。
該段街坊一起怒罵胡志偉的一分半鐘影
片，前晚開始在網上瘋傳。短片可見，多
名街坊先後開聲指罵胡志偉，有人罵他聲
稱要有言論自由，但自己就狂刪 facebook
上的負面留言，批評他不民主，更質問
道︰「嚟做咩啫？嚟撐暴徒啊？家啲居

民根本就唔想有你哋喺度！」

街坊斥亂港：唔想有你哋喺度
不少街坊亦質問他「搞亂香港有咩好
處」。一名男街坊就怒斥︰「你搞亂香港
有錢收，我哋要搵食㗎嘛，你搞亂香港我
哋搵唔到食㗎嘛，你諗吓大眾市民先啦，
立法會議員！你真係垃圾啊！」其他街坊
則批評他「仔女俾你教到壞晒啦」、「面
皮幾尺厚」。
不過，胡志偉身旁就有一批警察，故對
街坊的批評充耳不聞。其後有警察叫街坊
讓路給其他人過，街坊亦合作。
不少網民對街坊直斥其非感到大快人
心。「Elaine Cheung」讚道︰「油塘街坊
好嘢！」「梁偉成」表示︰「自己社區自
己救！」「Mei Shih」亦謂︰「香港市民
忍夠，終於發威啦！支持加油維護香
港！」

「Bill Bill」就質問胡志偉︰「又話支持
民主聲音？咁多人叫你走又唔走？」
「James Lee」狠批反對派四處設立所謂
「連儂牆」的行為︰「胡亂張貼，影響市
容！犯法行為，觸犯眾怒！」
「Kenny To」 就 讚 揚 街 坊 理 性 ， 更
「抽水抽到盡」說︰「油塘居民出口不出
手，保持適當距離，讚！不給警察難做！
讚！……哎呀！難得見胡先生，不如順便
做埋議員質詢：
1.警方應否把磚頭、鐵支納入正式常規
裝備，以便用『和平手法』保護市民。
2.如果，在場有人襲擊胡先生，而襲擊
者事後收集到 200 萬名市民支持，襲擊者
是否可升格為『義士』，不予法律起訴？
3.胡先生，當你需要警察保護或遠離你
前，可否示旗提示或警告？免互相發生誤
會，又要見指揮官，和指揮官全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反對派話「反暴力」
縱容私刑極偽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涵、蕭景源）反對派
對激進示威者對市民濫用私刑、強搶手機的行為
視而不見、拒絕譴責，惟前日有貼所謂「連儂
牆」的示威者被市民拳打後，反對派就神速發聯
署聲明譴責。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強調，不贊
成以暴力「表達意見」，惟此前在示威中鼓吹暴
力、拒絕譴責示威者暴行的反對派是次「神速回
應」，「雙重標準顯露無遺。」
近日，多場示威中都有激進示威者對市民濫用
私刑，如本月 7 日一名女子被一群示威者包圍、
扯頭髮、非禮、搶財物，但反對派在香港文匯報
記者多次追問下，仍拒絕譴責暴行，又或者稱有
關行為「不是重點」云云。

圍醉漢生爭端 飯民神速炒作
前日，有九龍灣居民疑因不滿有人設立所謂
「連儂牆」，與現場部分人發生爭執，更被包
圍。該名男子據悉身上有酒氣，被包圍一輪後打
算離開，但被一名藍衣男子以身體擋住，他隨即
出手打藍衣男子，其間藍衣男子並無還手而被擊
中 10 多下。該名居民最終因為出手傷人被捕，
據悉為姓黃的46歲的士司機。
在事件發生後，一眾反對派即「神速」發聯署聲
名「譴責暴行」，聲稱情況令人「憤怒髮指」、
「警方必須立即行動」。聯署中包括日前拒回應女
子被動私刑的一眾反對派議員，還有稱「不在現
場，無法回應」的公民黨郭家麒、叫當事人自行報
警的民主黨黃碧雲，及聲言針對示威者暴行是「輕
重不分」的「議會陣線」區諾軒等。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定光表示，不贊成市民因反
感、激憤就與人發生肢體衝撞，並呼籲市民一定要
用和平方式處理事件，但就批評反對派的聲明「絕
對是雙重標準」、「捂住良心」，「他們反對暴力
是反對哪單暴力？他們自己那麼多單暴力！」

議員籲市民遇挑釁勿郁手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無論是誰先動
手，都不贊成用暴力方式表達意見，無論是什麼
立場都不要互相挑釁，「阿叔打人肯定不對，但
那麼多人圍住也是不對。」
他強調一定要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表達
意見，但批評反對派出的聲明就真的是「惺惺作
態」，「雙重標準表露無遺。」
陸頌雄解釋，反對派此前鼓吹的幾次示威行
動，示威者搶人手機，甚至出手打人，反對派議
員都視而不見，現在就選擇性發聲，表現偽善，
「他們（反對派）不出聲好過了，反正之前都那
麼暴力（也不出聲）。」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指出，示威者近期多次使用
暴力，特別是 7 月 1 日衝擊立法會大樓並大肆破
壞，包括毀壞了樓內電腦系統、保安系統、通訊
系統及消防系統等等，而示威者多次圍堵警察總
部及政府部門，「反對派都未曾出聲。」
他坦言，現在部分人
以「連儂牆」滋擾市民生
活，更與意見不同的市民
發生口角，種種行為會加
重市民反感情緒，很容易
引發衝突，「但市民絕不
能自行以武力解決問題，
若遇到挑釁，應當報警求
■涉嫌出拳傷人男子 助，不要因衝動跌入暴力
陷阱。」
被警方拘捕帶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