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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黎甘當漢奸 青年勿做「炮灰」
見博爾頓乞美高調鼓動示威者 政界籲市民勿再被催谷上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禍港四人幫」之一、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繼續在美國抹黑「一國兩制」。

反對派
聲稱四處
違法張貼標
牙 語、設立所
謂「連儂
還 牆」是「行
言論自
牙 使
由」，有網
民就號召
「以其人之道還
治其人之身」，
發起到一直鼓動
激進分子暴力抗
爭的壹傳媒集團
創辦人黎智英的
住所外，以至美
國、英國駐港
領 事 館 建 立
「連儂牆」，
行 使 言 論 自
由。
■網上圖片

以

在當地時間周三（10 日），黎智英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會面，並「懇請」對方盡量以「行
動」支持香港人，並「請求」美國政府發表言論，高調「支持」和「鼓勵」香港的年輕人云云。香港政界人士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黎智英甘當美國「馬前卒」、賣國賣港，希望市民看清楚他勾結外國勢力、在香港
進行「顏色革命」目的，並呼籲部分市民尤其青年不要再被反對派催谷上街遊行，誤當掩護暴力行徑的「炮灰」。
智英赴美「述職」行程「緊湊」，先
黎後得到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

奧和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的「排隊」會見。
中國外交部和外交部駐港公署均對此表示強
烈不滿和堅決反對，譴責美方政客會見黎智
英，對外發出了嚴重的錯誤信號，外交部駐
港公署已就此向美國駐港總領館提出嚴正交
涉，要求美方立即停止錯誤言行。

陳勇：反對派圖
「奪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直
言，黎智英這種行為放在其他的國家或地
區，或以「叛國罪」論處，美國高官罕見地
「排隊」見一個香港商人，是外國勢力一直
通過「代理人」介入香港事務的證明。
他續指，美方會見黎智英別有用心，是在
中美貿易戰重啟談判期間挾持香港作為「人

質」，去跟中央「講數」，企圖逼迫中國
「屈服」，但「所有的綁匪都不會珍惜手上
的人質，只有自己的父母會珍惜，『港奸』
繼續勾結外國勢力，只會『害死』香港」。
陳勇批評，反對派繼續煽動民情，是因為
他們的目的已非反修例，而是「奪權」和推
翻政府。他呼籲以香港為家，不能被外國
「收容」的市民，一起守護香港，用合情、
合法、合理的方式譴責叛國叛港的人。

他表示，黎智英想讓美國更加「高調」地
介入香港事務，目的就是要「搞爛」香港，
令香港像那些經歷了「顏色革命」的國家和
地區一樣，生靈塗炭、民不聊生。
吳秋北指出，反對派「組織」的很多遊
行，都是用所謂的「和平示威」來為暴力行
為作掩護，呼籲香港市民不要當「炮灰」。

吳秋北：違港核心利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批評，黎智英疑
為違法「佔中」的「幕後金主」，其主事的
《蘋果日報》更是破壞香港、臭名昭著的無
良報章，如今他「乞求」外國勢力干涉香港
事務，協助美國在中美貿易戰期間取得貿易
和政治上的利益，做美國的幫兇和「走
狗」，完全是漢奸的行為，十幾億中國人都
不會容忍，香港市民也一定不能讓他得逞。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直
言，一個香港商人可以得到美國副總統、國
務卿、國家安全顧問的會見，反映黎智英並
不是一個普通人，而是美國在香港的「代理
人」，並批評黎智英用心險惡，背叛香港的
核心利益，可恥可惡。

吳亮星：漢奸不能得逞

譚文豪區諾軒爆粗辱警愧為議員

■譚文豪和區諾軒在警方防線前叫囂阻撓清場行動。
反對派議員譚文豪及區諾軒
7 月 7 日在旺角街頭為激進分子
撐腰，在有關人等幾被警員驅
散之際，兩人「零距離」站在
警方防線前百般阻撓清場，更
「瞓身演出」搶鏡。區諾軒「爛仔」上身，
歇斯底里嚎叫爆粗，兼辱罵警員是「死黑
警」；譚文豪則用記者作擋箭牌出言挑釁，
但兩人爛招被警方逐一拆解，全程被電視直
播出街。事後，譚、區二人接受電視台訪問
時理屈詞窮，自相矛盾地為當日言行遮醜。

&

譚佔馬路阻警推進清場
本周一，有市民團體要求警方徹查譚文豪
和區諾軒在 7 月 7 日「阻差辦公」，無綫新
聞播出了當晚譚、區的片段，揭發兩人都出
言侮辱前線警員。當時，佔據旺角彌敦道的
示威者被警方清場驅散，警方將防線推進致
登打士街附近。此時，譚文豪、區諾軒先後
出現，譚文豪擋住推進的警員，不斷叫囂要

電視截圖 ■區諾軒聲嘶力竭向警方傳媒聯絡隊主管叫罵。

見警官出來解釋。
其間，數名男女警官輪流用擴音器重複警
告譚文豪勿阻警方執行職務。譚文豪一張嘴
不敵數張嘴，又找不到駁嘴對象，唯有無癮
地說：「咁叫對話呀？返學堂再學過啦，好
唔好？」他更聲言：「我是要確保保護任何
示威者。」
當時，西九龍總區副指揮官周一鳴向譚
道：「我明白，我哋都要保護你。」他並勸
喻譚：「請你帶領你後邊的支持者行返上去
行人路。」譚即應道：「我無支持者。」周
即說：「你無支持者唔緊要，唔該你自己行
返上行人路。」譚當場語塞，轉而用記者作
擋箭牌，大叫不要推記者。

區狂罵
「黑警」
「毅進仔」
此時，手持「大聲公」的區諾軒現身，七
情上面聲嘶力竭地叫：「停止執行你的職
務。指揮官立即出來、指揮官立即出來」、
「死黑警、黑警、黑警」、「請你停止執行

電視截圖

你的職務、毅進仔、毅進仔。」兩人又聲稱
是記者在後面頂住。
此時，擔任警方傳媒聯絡隊主管的警司挺
身與在場記者溝通，勸喻他們離開馬路，讓
出一條路。根據當時情況判斷，只要記者散
開，譚、區兩人就會失去表演舞台，區諾軒
即「發爛渣」用大聲公貼近該警司叫囂，更
爆粗辱罵，而該警官則不惱不怒質問區：
「你係議員，講咩粗口？」區隨即語塞，最
後警方花10分鐘時間成功疏散記者後，譚和
區即失去蹤影。
無綫新聞訪問了區諾軒和譚文豪對事件的
回應。區諾軒稱：「當晚後面已經沒有示威
者，我哋覺得（警察）不用急於作推進行
動，可能我亦『未必說了一些適切的說
話』，我都覺得當晚是混亂，大家都有口
角、對罵。」譚文豪則稱：「我們的原意並
非想阻撓任何行動，只是想弄清楚、釐清如
何處理剩下的、不論是記者或部分示威
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反對派此前一再鼓動示威者
包圍立法會，更批評警方驅散
(3
暴徒的行動，但 7 月 1 日有暴

徒攻入立法會大肆破壞，反對
派又立即變臉，將責任推卸予
警方。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前日就在報章
發表所謂「棄守立法會的大陰謀」文章，稱
當日警方未有武力對待示威者是「不符常理
的『容忍』」云云。有網民就批評︰「神又
係你哋！鬼又係你哋！係又鬧唔係又閙！好
難理解！」

李柱銘誣警棄守設伏誘衝
到底如何與示威者的暴力行為切割？不是
譴責，不是批評，而是陰謀論地稱一切都是
「對家」的計劃。李柱銘前日在《蘋果日
報》發表文章，聲稱「幕後黑手」故意在 7
月 1 日，「當着國際傳媒的面前，策劃一宗
可助整個親共陣營突破困局的暴力事件，就
是7．1衝擊立法會。」他更稱當日警方未有
武力對待示威者是「不符常理的『容忍』」
云云。
公民黨黎廣德亦發表陰謀論，稱警方當日
全面撤離大樓，一是「部署不當」，「沒有

盡責守護立法會大樓內的公共財產」；二是
警方根本沒有以守護立法會大樓為行動目
標，而是「另有盤算」云云。
網民「Lleon Lo」就留言反駁：「暴力撞
玻璃成個鐘，社會輿論都覺得情有可原的
話，警方動手又被罵，難道留在哪（那）裡
被打？」「K.L. Chan」爆粗道：「你班×
樣仲有冇人性架（㗎），暴徒破壞立法會都
可賴警察。你唔教下破壞立法會班暴徒什麼
是和平示威。你班×樣全是懷（壞）腦
的！」
「Takeshi Sawada」一語道破：「就算如
果真係用計，都要有班真衝擊既（嘅）人先
中到。」「Yuen Lui」亦揶揄道：「人地
（哋）擺個陷阱出嚟，都要有人衝，有人
踩，有人破壞先得架（㗎），又唔見你班大
律師跌落個陷阱，咁又係正（精）人出口，
笨×出手。」「Jacqueline Lau」就話：「唔
撤離唔緊要，和平佔領都得架（㗎）！硬係
要破壞，之後又賴乜賴物。」

受外媒採訪時，在鏡頭前辱罵警方在立法會
內防守、防止示威者衝進來的行為「荒
謬」。有人就製作另一張圖片，一邊是反對
派要求「釋放衝擊『義士』」，另一邊是反
對派指責「衝嘅係鬼！係『國安』！」，質
問反對派︰「咁點解要求釋放國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莫乃光曾鬧守立會
「荒謬」
不少網民提到，反對派的「精神分裂」已
非一日半日。有人找出莫乃光在上月 12日接

■有網民製惡搞圖，揶揄反對派精神分裂。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在 7 月
7 日的九龍區遊行結束後，部分激進
示威者轉移至旺角佔據彌敦道及附近
街道，其間一眾人圍堵一位女性，有
多位男性以肢體接觸及語言暴力對其
進行侮辱非禮，以迫使其交出手機刪
除示威者影像，令該女子受辱。28 個
婦女團體昨日發出聯署，強烈譴責暴
力欺凌、傷害女性，要求警方嚴正執
法，並要求平等機會委員會明確對這
種打壓、侵害女性的行為給予嚴肅的
喝止和執法，阻止歪風蔓延。
28 個婦團在聯署聲明中，強烈譴責
部分激進示威者連日來擾亂社會公共
秩序，以致一些敗類趁亂乘機以暴力
方式，上下其手襲擊女性，對其造成
身體及心理上的嚴重創傷和損害。
「無論何種集會，都決不允許以肢體
及語言暴力對女性進行人身攻擊、非
禮及性侵。」
眾婦團呼籲全港女性，無論觀點意
見是否一致，在現階段的社會運動亂
局中，現場女性要理性，群起喝止此
等針對女性暴行發生，堅決守護和捍
衛女性群體之權益，保障女性遠離性
暴力侵害，決不可助紂為虐，助長欺
凌和侵害女性行為發大至不可收拾，
令其他女性成為下一個受害者，並提
醒女性在參加社會活動時，需要注意
自己的人身安全，結伴同行，盡可能
避免成為孤單被施襲對象。

促警及時協助保障安全
婦團要求警方在大型社會行動中，

立會局部重開 民生撥款仍癱

趕又鬧撤又屈 反對派乜都賴警察

凌辱弱女逼刪相
28婦團聯署譴責
尤其對於此類突發侵害婦女事件應採
取及時、有效救援和協助受害人脫離
險境，同時嚴正執法，保護市民之人
身安全。
婦團並要求平等機會委員會對此等
事件明確發聲表態，對打壓、侵害女
性的行為給予嚴肅的喝止和執法，履
行職責反對歧視和侵害女性權益，阻
止此等歪風蔓延，以堅守香港性別平
等之義。

女性參與活動更應團結
眾婦團並強調，香港是法治、理
性、自由平等的社會，希望市民大
眾，尤其是婦女群體更要堅決維護自
身女性權益不受侵害，拒絕性別歧視
以及性暴力，團結一心，共同守護香
港的穩定與和諧。
參與聯署的婦團包括九龍婦女聯
會、美孚婦女會、晴牽婦女會、青暉
婦女會、深水埗婦女聯合會、中華婦
女事業協會、翠屏婦女會、卓妍社、
曉麗婦女協會、寶達婦女會、勵賢
會、惠妍芳婦女會、油塘聚賢坊、麗
港城麗賢社、觀塘婦女發展協會、油
麗妍慧社、慧賢匯聚、東九龍婦女協
會、新蒲崗婦女協進會、彩雲媽咪
會、九龍城區婦女協進會、晴朗婦女
會、妍麗會、油尖旺婦女會、婦女權
益聯盟、九龍婦女聯會劉舜雯富昌互
助幼兒中心暨婦女服務中心、九龍婦
女聯會慧妍雅集婦女綜合服務中心、
九龍婦女聯會慧妍雅集互助幼兒服務
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立法會本月 1 日被示威者衝
擊嚴重破壞，令到議會連日常會
議亦無法展開。事隔逾十日，立
法會大樓昨早晨 8 時終於解除了
衝擊前發出的紅色警示，議員、
議員職員、秘書處職員及記者均
可返回大樓工作，惟部分區域仍
未完成復修工作，仍須圍封。
當日被暴徒搗毀的區域中，一
樓通往會議廳及會議廳前廳的通
道都有木板圍封，只准工程人員
及秘書處職員進入，綜合大樓地
下大堂及議會大樓的會議設施繼
續暫停開放。
同時，傳媒目前只可以到一樓
和 1M 樓的記者室，或在大樓內
有記者會時到指定樓層。所有綜

■立法會大
樓解除紅色
警示，局部
重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合大樓導賞團及公眾服務，包括
公共申訴辦事處、立法會圖書
館、檔案館及兒童學習室等繼續
暫停。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昨日表示，
在衝擊過後，大樓保安、技術器
材等設施，都被刻意大肆破壞，
相信維修需時多月，並對現在及
未來立法會的保安感到憂心。
她預計 10 月前不會有任何撥款
在立法會獲批，香港的社會經濟
民生將受到影響。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和同
事準時回到立法會工作，但她
指，有議員辦公室鎖匙在事件中
遺失，加上曾有不同人士進入大
樓各樓層，因此立法會是否安全
仍有待秘書處再作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