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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顛倒是非 推卸暴衝責任
港區人大代表：鼓吹暴力 只為達政治目的

反對派過往一直
聲稱要「維護法
治」，但根據他們
在近幾個月連串風
波的表現，已令人

肯定這些人只是口號說得漂亮，實際
言行往往反其道而行。沙田區議會沙
角選區議員、前「新民主同盟」的陳
兆陽竟然「接贓」，接收一張他明知
是偷來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照片
貼在所謂「連儂牆」上，令「自己
人」也看不過眼而提出質疑。
話說陳兆陽近日「巧威威」地發

帖，展示一張林鄭月娥的舊照片，
稱「沙角NGO創薈坊一周年，時
任福利署署長林鄭到訪，街坊撕左
（咗）佢張相落黎（嚟）比（畀）
我貼連儂牆。」

咁張相咪即係有人偷返嚟嘅？陳兆
陽公然「接贓」，真係視法治如無
物。沙田區議會大水坑選區民選議
員、公民黨的容溟舟也忍不住留言質
疑：「您個街坊有無問准創薈坊俾您
貼連儂牆？」陳兆陽就用反對派嘅慣
伎，就係轉移視線：「林鄭有冇
（問）准香港人做特首？」不過，容
溟舟不為所惑：「張相係（喺）創薈
坊，您話邊個係物主呢？」
根據《盜竊罪條例》，任何人如

知道或相信某些貨品是贓物，而不
誠實地收受該貨品，或不誠實地從
事或協助另一人或為另一人的利益
而將該貨品保留、搬遷、處置或變
現，即干犯俗稱「接贓」的處理贓
物罪，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監禁14
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陳兆陽晒「贓物」
「自己人」都出聲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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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子杰在昨日的記者會上聲稱，民陣將
就7月21日晚的添美道集會向警方申

請不反對通知書，重申他們的五大項訴求，
而重點是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近幾個
月來的連串衝突。
被問到會否擔心集會爆發衝擊，他聲稱，
根據過往經驗，市民自發行動都不會和民陣
集會同時同地發生，即使出現任何衝擊行
動，原因都是政府「一直拒絕回應市民訴
求」所致。

葉國謙：繼續拗無意思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
批評，民陣將暴力衝擊的責任推給政府明顯
是顛倒是非，和平示威是市民權利，但如果
因為他們覺得政府沒有回應訴求就訴諸暴
力，「那是否警方也可以用暴力？」他希望
大家能看到，政府是有誠意就修例工作的估

計不足、敏感度不高等問題誠摯致歉，「如
果（反對人士）繼續挑戰管治，破壞香港社
會安寧，相信市民也是不願見到的。」
他強調，政府很願意傾聽市民意見，對市

民訴求也逐一回應得很清楚，包括以「壽終
正寢」來形容修例工作，「講到明是不可
能，還要繼續拗是沒有意思的。」
針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要求，葉國謙

指出，監警會已在處理相關投訴，並承諾將
盡快遞交相關報告，這也是回應，「但如果
指向清晰、僅針對警隊調查衝突，將會打擊
警隊士氣。」是次事件並不簡單，相關工作
也不應由法官或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去做，
而應由政府內部與學者及相關機構一起找出
問題。
他還表示，反對派中人要求「特赦」違法

之人的要求是無法答應的，「對不起，香港
是法治社會，怎麼能答應？」他希望反對派

中人能考慮，政府對能做到的事，已然全部
回應。

盧瑞安：完全本末倒置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說，特區政府已

經逐條回應訴求，所謂「沒有回應」的說法
不實，但類似「特赦」的要求並不符合法
治，政府沒理由帶頭違法。他認為，現在反
對派中人繼續堅持無理要求，是為了達到自
己的政治目的，例如影響即將到來的區選。
他批評，民陣一而再再而三「吹雞」集

會，但次次出了問題，就不承認與自己相
關，反將所有責任推給政府，有衝突、有自
殺全都是政府的事，「完全是本末倒置」。
民陣現在的說法就是推卸責任給政府，甚至
是鼓吹暴力。

陳振彬：市民已經厭倦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振彬說，政府一早就

回應了訴求，現在反對派中人的目的就是借
遊行繼續衝擊、挑戰政府的底線，且他們並
不會負責。近日，他收到很多市民的意見，
「很多市民已經厭倦了。」
他強調，香港一直致力於搞好經濟發展，

市民也希望香港的經濟、民生都能夠更上一
層階，如果只是一味堅持無理的政治訴求，
尤其是挑動年輕人，是會為年輕人甚至香港
的發展都蒙上陰影。
陳振彬又提及連日來發生的所謂「連儂

牆」所引發的衝突，「根本不是民主牆，他
們都不允許別人貼，只允許貼自己啱聽的；
如果要貼，讓你去其他地方貼，自己霸晒所
有位。」

陳勇：受害的也是示威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就

笑言，民陣如果是和平示威，天天去都沒問
題，但他們倘不能避免暴力衝突的發生，受
害的也是示威者自己。他指出，就算民陣推
卸責任給政府，在香港這個法治社會，違法
者都不可能逃脫法律制裁，非法「佔中」和
旺角暴動均是前車之鑒，「希望他們能夠回
頭是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涵）民陣昨日再次以所謂「五大訴求」為由，

發起7月21日的金鐘集會，其發言人岑子杰無恥地稱，當日倘有市民「自

發行動」，都不會和民陣集會同時同地，即使有任何衝擊，原因都是政府

「一直拒絕回應市民訴求」。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政府對市民訴求已逐一回應得很清楚，倘繼續以此為由示

威是沒意思的，繼續堅持無理要求只是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民陣

竟將暴力衝擊的責任推卸給政府，就擺明是顛倒是非、鼓吹暴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香
港大學校長張翔早前發表聲明堅決
反對暴力，竟被港大學生會無理針
對，昨晚更發起所謂「光復港大 守
衛我城」行動，一方面要求張翔
「承諾保障港大教職員和學生之言
論自由」，卻又視其言論自由如無
物，威脅他要收回聲明，連其他在
場者亦覺矛盾無稽，更高舉「支持
言論自由（包括校長）」及「反破
壞暴力反欺凌支持法治」標語。集
會後，學生會聯同參與者遊行至校
長官邸，至深夜，張翔答應於官邸
外與學生公開對話，重申反對暴
力。
在「七一」衝擊立法會事件發生
後，張翔發聲明表示譴責破壞性行
動，同時呼籲各方理性務實地努力
解決紛爭，勿再訴諸對抗。港大學
生會對此反應激烈，聲言要通過集
會迫使張翔回應「收回譴責聲
明」、「承諾保障港大教職員和學
生之言論自由」及「不會處分參與

社運之學生和教職員」三項訴求。
其後，有學生向張翔發信請願，
張翔當日向港大師生校友回信，重
申反對暴力，同時強調會誓必堅守
港大的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和集會
自由。

逼他人棄看法或「過咗線」
不過，港大學生會視有關回應如

無物，昨晚發起所謂「光復港大 守
衛我城」行動，港大政治與公共行
政學系教授陳祖為在現場。他一方
面稱張翔有責任多了解年輕人，但
亦同時提醒學生，強逼別人放棄
「衝擊立法會是暴力」的看法，可
能會「過咗線」。
集會期間，有人高舉「反破壞暴

力反欺凌支持法治」標語，亦有人
舉起「支持言論自由（包括校
長）」標語。該男子自稱是退休教
師，並強調自己支持法治和言論自
由，反對暴力和破壞。
會上，有參與者宣稱行動將會繼

續升級云云，港大學生會署理會長
黃程鋒在集會後隨即呼籲參加者遊
行至校長官邸，其間用白油漆在官
邸門前的地上塗寫字句，又用便條
紙貼在官邸門前製作所謂「連儂

牆」。
至深夜11時許，張翔答應在大學
道與學生對話，重申其反對暴力立
場，但表明有關言論並非針對個別
人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
激進分子在全港不同地區發起所
謂「連儂牆」，引致衝突頻頻，
不少街坊都對爭拗感到厭倦。元
朗區議員黃煒鈴近日在區內發起
「還我寧靜香港」、「我要和諧
社區」牆，讓街坊表達「還我安
寧」、「反對暴力」的心願。
黃煒鈴近日在區內收集市民簽

名。她在fb發帖時提到，「社會
撕裂，每晚茶餘飯後討論的話
題就係：『尋晚輪到邊度邊度
又嘈喇，你有冇睇片呀？離哂
（晒）譜架（㗎）！究竟幾時先
停下架？好煩呀！』」
她說：「最近不斷有人同我

講，其實大家只需要一個和諧

的社區、寧靜的家，可惜沒有
渠道表達自己的心聲，日日睇
新聞都覺得好壓抑、好唔開
心，如果遇到親人朋友之間意
見不一時，更加覺得無助，精
神受到極大困擾。我心諗，其
實大家只不過想你有你表達、
我有我表達，抒發一下情緒，
就係咁『還我寧靜香港』『我
要和諧社區』『牆』就出現左
（咗）喇！」
黃煒鈴感謝各街坊踴躍表達意

見，「『中國香港加油！』『支
持警察！』『還我安寧！』『反
對暴力！』還有沿途雖然沒有停
低，但比（畀）Like作鼓勵的您
們，多謝您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香港社會不能陷
入無日無之的政治紛爭，民生問題同樣需要關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昨日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
就彌合社會撕裂提出建議，包括以不同方式、在不
同地點與市民溝通，設立專家小組研究社會深層次
矛盾，在施政報告中添加切實改善民生的措施等。
但另一邊廂，反對派議員則完全不想讓紛爭平息，
民主黨副主席尹兆堅聲言，政府不同意「5項訴
求」就「不可能」討論施政報告，企圖用政治凌駕
民生。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陳克勤、葛珮帆和鄭
泳舜昨日與特首會面。該黨主席李慧琼昨日向傳媒
表示，民建聯向特首提出了5項意見︰
一是行政長官帶頭重建與社會理性對話的平台，

例如局長、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等以不同形式落區聽
民意，與不同界別的人士進行溝通，同時也為施政
報告收集意見。
二是要求特區政府繼續跟進台灣殺人案，可以考

慮坊間的一些解決方案，如勸疑犯去台灣自首等。
三是針對社會瀰漫負面悲觀情緒，立即為警員及

其家屬，還有需要支援的家長、青年等提供輔導及
情緒支援服務；四是建議特區政府委任以學者為主
的專責小組，針對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進行專題
研究，並提出建議，讓行政長官參考，部分研究成
果也可放在施政報告中，讓市民看到社會矛盾正在
一步步解決。
五是近日國際社會高度關注香港，民建聯希望特

首主動向國際社會解釋香港現狀，可以考慮組織商
界代表及其他界別的代表一同出訪。

李慧琼籲特首用好施政報告
李慧琼表示，社會應該繼續向前行，施政報告

是讓社會恢復理性的契機，特首必須用好施政報
告諮詢時間，了解民情，也希望特首可以在施政
報告中提出大刀闊斧解決深層次社會矛盾的措
施，例如與土地、房屋等相關的措施，讓市民看
到改善生活的希望，民建聯也會在暑假期間積極
落區收集意見。
特區政府前日公佈新年度施政報告展開公眾諮

詢，特首和官員將陸續約見不同界別。不過，民主
黨和公民黨均繼續以修例為藉口，聲稱「不傾向」
與特首會面。尹兆堅稱特首以施政報告「轉移視
線」，如果特首仍拒絕回應反對派的「5項訴
求」，「就唔使約我傾施政報告！」公民黨黨魁楊
岳橋更稱政治制度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政府
面臨市民的不信任，應在施政報告中提出「重啟政
改」，其他問題是「次要」。可見反對派繼續不理
民生，只顧炒作政治議題。

元朗區議員發起「和諧社區」牆

視言論自由無物 港大集會淪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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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有市民持「支持言論自由（包括校長）」及「反破壞暴力反欺凌支
持法治」標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黃煒鈴近日
發起「和諧社
區」牆，並在
區內收集市民
簽名。 fb圖片

■民陣硬將衝擊責任推卸給政府「一直拒絕回應市民訴求」。圖為示威者破壞立法會玻璃
門。 資料圖片

■■容溟舟也忍不住留言質疑容溟舟也忍不住留言質疑。。 fbfb截圖截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後見記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