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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激進分子昨日在上水舉
行聲稱「反水貨客」的示威，結果再以暴力告終，更有
多名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員以至記者受傷。社會各界人士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同聲譴責激進分子連日所為，
指近數次所謂「和平遊行」都必然會發生暴力，且在場
者都帶備充足的頭盔、眼罩等物資，絕對是有組織有預
謀，令人懷疑其背後有外國勢力操縱，目的是要搞亂香
港，令中央政府難堪。他們呼籲示威者回歸理性，不要
令香港成為「動亂之都」，否則，最終受害的是全體香
港市民。

大批物資支援 疑涉外國勢力
反對派打着「和平」之名，以地區議題作掩飾，陸

續在全港各區堵路、衝擊、襲警。全國政協提案委員
會副主任、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表示，由6月
開始，每場示威活動都有大批物資支援，激進分子清
一色佩戴頭盔及口罩，明顯就是有組織有安排，背後
或涉及外國勢力，企圖擾亂香港社會秩序。
她強烈譴責外國勢力干擾及破壞香港治安，並批評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在每次暴力衝突現場時都到場阻礙
警員執法，帶頭違法，並希望這些議員能夠尊重自己
的身份，不要成為青少年的壞榜樣。

破壞繁榮穩定 港淪「動亂之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紡織商會名譽會長顏寶鈴

說，上水遊行再次演變成衝突事件，令人憤怒、痛

心。同時，可見激進分子每次都用地區議題為名搞
「和平遊行」，實屬有預謀有部署有步驟地一步一步
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經濟發展，影響香港的國際形
象，唯恐天下不亂，存心令香港這個繁榮之都變成
「動亂之都」。
她相信港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定能夠明辨是非，

洞悉這些激進分子居心叵測，同時要堅決抵制任何顛
覆香港的「顏色革命」，讓香港早日恢復穩定安全，
令港人的生活恢復正常。

敦促警方執法 保障市民安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表

示，綜觀近幾次的遊行示威，不管主辦方標榜有多
「和平」，最後總會被幕後黑手或別有目的者利用，
演變成混亂的非法集會及暴力衝突，甚至造成警察及
市民受傷，這次上水遊行就是如此。

他強調，法制不僅是保障合法的遊行自由，更是要
保障全港7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故呼籲全香港守
法的市民一起譴責任何破壞法制，及破壞市民大眾利益
的行為，並強烈要求執法部門及警方依法辦事，將違法
者繩之以法，以保障香港市民的安全。

徹查幕後黑手 遏止暴力衝突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創會主席簡松年

直指，從有人計劃將示威活動在全港「遍地開花」開
始，已可確定組織者是希望通過在各區引發地區衝
突，「令特區政府更加頭痛」，從中不難看出背後有
美國參與，目的是想借着民主人權打壓中國，好讓自
己能在中美貿易戰中佔有優勢。
他又指，無論是遊行或言論自由都是應有限度，有

關部門需嚴正執法，並建議警方調查示威者的物資來
源，以防示威活動再演變成暴力衝突。

各界斥暴力衝擊有組織有預謀

■水馬阻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一名記者被示威者鐵支掟中。 電視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四處「和平遊行」緊接暴力禍亂，區區都不得安寧。繼上周「光復屯門公園」後，激進分子昨

日再借地區問題「搞事」，舉行以「反水貨」為名的「光復上水」遊行，最終演變成為時4小時的暴力衝擊。在遊行結束後，

示威者即變身「口罩黨」，更有貨車載來頭盔、鐵支等物資，同時有組織地傳至前線，隨即借故「點火」圍攻警員，堵馬路毀

藥房，向警員擲石頭、雨傘扑、鐵支插、淋渠液、潑粉末，至少10名警員遇襲受傷，有記者亦被暴徒投擲鐵支擊傷。警方

指，晚上的非法集結明顯有組織及有計劃，將對暴力行為進行調查及追究到底。特區政府亦強烈譴責此等暴力行為。

商戶關門保財 旅客急撤保命
上水石湖墟多間商舖昨日因

「光復上水」遊行而提早關門，
不少內地旅客發現上水有遊行後
均表示擔心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計劃即時取消行程返回內地。
香港各區近日接連有遊行活動，昨日有不

知有遊行而到上水購物的內地旅客直言擔心
活動會演變成暴動。來自深圳的李小姐發現
遊行後原先想找地方暫避，待遊行結束後再
離開，但最終等了近兩小時仍然被困在同一
地點，「之前見廣東道有遊行，今（昨）日
在上水又見到這個情況，有點擔心，不敢再

留在香港。」

內地客：怕被打以後未必來港
同樣是來自深圳的楊小姐更表示，之後

未必會再來香港，「見連鎖店也不開門，
怕會被打，不會繼續購物，只想快點離
開。」

她指，在香港購物不單貨物品質有保證，
售價亦較在內地購買便宜，所以自己平均每

兩至三個月就會來香港購物一次，主要是想
買奶粉給小朋友。不過，她指經歷昨日的遊
行後未必會再來香港購物，「 他們不想我們
來便不來了。」

石湖墟內不少商戶昨日均因為遊行而提早
關門，但仍有小部分商戶繼續營業，包括一
間藥材店，負責人批評即使活動是和平示
威，他們的生意亦因為顧客不敢到場而大受
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示威者用鐵支毀壞一間藥房招牌。 電視截圖

 & 「和平」開路 暴力收尾 區區不寧
自6月以來，由港島到九龍，由九龍到新

界，一次次「和平遊行集會」，卻令區區不
得安寧。不同的地點，上演着同一個戲碼，
即「宣佈和平遊行」結束的一刻，就是吹響
暴力衝擊的號角。

議員阻警清場 掩護暴徒逃逸
戴黃頭盔、口罩的「黑衣青年軍」現身衝

擊，對象只有一個，那就是警察，且每次一
聲令下，暴力物資組、運輸組、醫療組快速
到場提供武器和支援，最後則有反對派議員
阻撓警方清場，令暴徒可以逃之夭夭，這種
情節驚人相似的劇本相信還會不斷重演，也

令人逐漸看清有人利用和平遊行的平台作為
開場白，實際上製造禍亂才是反對派、「港
獨」勢力着力打造的「戲肉」。
回看近月的連串暴力衝突，6月9日民陣的

遊行結束後，有示威者佔據金鐘一帶馬路，
戴黃頭盔的口罩黨迅速集結，最後攻擊警方
防線。6月12日民陣發起的和平集會，同樣
變成暴力收場，大批殺氣騰騰的黑衣青年衝
擊立法會，演變成自2016年來的第二次暴
動，暴徒眼中的物資組、運輸組不斷輸送磗
頭、鐵支等武器，向警方防線發起瘋狂攻
擊。
由6月17日至23日，民陣在立法會示威區

的集會，聚集了大批示威者，最後有人轉移
到包圍警總，至26日第二次包圍警總時，警
方出動清場，其間，港島中區交通癱瘓。
7月1日，民陣遊行結束後，立法會又遭受

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衝擊，大批暴徒衝入立法
會大樓大肆破壞，令立法會至今無法回復全
部運作。7 月7日由網民發起的九龍尖沙咀
遊行結束後，大批示威者轉到旺角佔據馬路
和挑釁警方，演變成旺角騷亂。

「港獨」分子牽頭 英美旗亂舞
在一幕幕禍亂中，總有「港獨」分子、

激進分子和反對派議員的影子，其中反對

派議員次次都現身阻撓警方清場和執法，
最醜陋的一幕就是區諾軒7月7日在旺角街
頭爆粗口辱罵警員，聯同譚文豪阻警推
進。
昨日的「光復上水」行動，由「港獨」分

子梁金城牽頭，而「學生獨立聯盟」召集人
陳家駒亦在場「打點」。香港文匯報記者在
現場所見，遊行隊伍中除了有反「水貨客」
的北區居民外，還夾雜了不少舉着「龍獅
旗」、英國國旗等的示威者，而昨日出現得
最多的是美國國旗。在晚上的「上水之
亂」，林卓廷、尹兆堅、范國威亦一再阻撓
警方執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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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上水」遊行昨日下午約5時結束，有示
威者指稱被一名男子拍攝，包圍對方引發

爭執，警員護送該男子離開時遭示威者追擊。同
一時間，有示威者不滿警員護送一名「水貨客」
離開，在上水廣場一條行人天橋上與警員爆發衝
突，警方施放胡椒噴霧及以警棍驅散示威者。

車載物資 人鏈傳送「死士」衝擊
此時，龍琛路出現熟悉一幕，大批黑衣口罩青

年湧出馬路，叫其他人戴上口罩，並開始向警員
發起圍攻。大批激進分子在停泊在附近的一輛車
上搬出大批頭盔和雨傘等物資，排成人鏈輸送給
前方的「死士」。有激進分子開始搬水馬、路牌
和拆鐵欄，更在新豐路圍堵增援的警車，有人則
開始收集鐵支作武器。
首批在遊行中維持秩序的警員因裝備不足，一

直被黑衣青年追打圍攻，被迫退入北區大會堂，
但被示威者用鐵馬圍封大閘，更不斷向內投擲雜

物，也有示威者對途經的持不同意見的市民拳打
腳踢。
在新運路，戴黃頭盔的「口罩黨」開始揮傘狂

扑、刺向警員，有人在天橋上向警員投擲石頭。
在新運路與智昌路交界的花槽，4名手持圓盾及警
棍的便裝警員被數十名示威者圍攻，向他們不斷
投擲雨傘、路牌，有人甚至用鐵支插向其中一名
警員腹部，該名警員應聲倒地。其間，有身穿反
光背心的記者在混亂中亦被示威者投擲的鐵支擊
中倒地。
4名警員以胡椒噴霧和警棍拚死抵抗，但暴徒圍

攻15分鐘仍不罷手，4警陷入絕境，情況危急。傍
晚6時，大批防暴警察及時增援而至，將4警救
出。暴徒紛紛向上水港鐵站方向逃走。

阻塞公路 破壞藥房 十警受傷
另一方面，有示威者圍堵龍琛路，大肆破壞多

間藥房，破壞招牌和撬鐵閘兼噴漆，有人向一間

仍在營業的的藥房丟雜物，更指罵店員只為賺錢
「出賣上水」，店員於是執拾貨物迅速拉閘避
禍，但示威者仍未肯散去，繼續留守店外，在鐵
閘上噴漆，更噴黑閉路電視。
晚上8時，大批手持長盾及警棍的防暴警，及配

備胡椒噴霧的警員於新運里清場。警方一度舉起
黑旗，指示威者正參與非法集結，將會作出拘
捕，不少示威者陸續散去。晚上9時，警方清場行
動大致完成，在4小時的衝突中，至少有10名警
員受傷，部分人疑被稀釋的通渠水灼傷，其中一
名被鐵支插肚的便衣警，腹部留下一個圓形傷
痕。
警方強烈譴責示威者主動攻擊警員，包括用鐵

支攻擊警務人員及向警務人員投擲不知名粉末，
過程中有警務人員和記者受傷。警察公共關係科
高級警司江永祥指，示威者的行動非常有組織，
「除大規模派發裝備，亦在現場收集大量鐵支及
其他攻擊性武器，拆毀附近鐵欄，並以水馬鐵欄

及其他雜物堵塞道路。」
政府發言人對昨日的「光復上水」遊行結束

後，有示威者刻意堵塞道路，投擲鐵支和不知名
粉末，衝擊警方防線和襲擊警務人員作出強烈譴
責，批評少數示威者經常以暴力衝擊和做出破
壞，絕大部分香港人都反對有關違法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昨晚在抗暴和清場時，
又被示威者「文宣組」故伎重施造謠「老屈」：法新社女記者
在「物資組」分派物資現場，被人扯跌倒地受傷，結果變成
「黑警打記者」。有警員在天橋上清場時，一名四眼口罩男阻
警推進，警方上前警告時，他掉頭逃走，更冒險攀出天橋欄杆
企圖脫身，險些墮下，幸警員眼明手快，及時撲前將其扯回安
全地方，但警員救人一命，亦被人老屈成「逼人跳橋」。

「文宣組」施伎 屈警濫用武力
該名跳橋男昨晚在上水港鐵站行人天橋阻擋警方推進，警員

追前警告，但男子轉身逃跑，攀過圍欄爬出橋外。警員撲前一
手拉住他，並拉回安全地方，以涉嫌非法集結將他拘捕。
但事後，有自稱社工的女子大聲指控警員逼到示威者跳橋，

險搞出人命，又叫警員「冷靜」。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亦

指稱警員清場令該名口罩男險墮橋，又稱警員並「無必要如
此」。有人更故意隱去警員救人一事，稱該男子是被「在場人
士及途人」救回。

屈警打女記者 當事人親闢謠
同日，有人在社交平台fb上貼上一張女記者受傷倒地的圖

片，稱「女記者在已經身穿傳媒反光衣、戴着白色且寫着AFP
（法新社）的頭盔情況下，仍然被警察用警棍打傷，面部嚴重
瘀青。」
不過，該名法新社女記者晚上在fb上講述真相，表示她並非被

警員打傷。她指當時正在一條單車徑拍攝，她附近有人在分派和
處理一些物資，其間有人拉扯其背囊及相機帶，令她失去平衡仆
倒，面部及右膝撞地受傷。事後有義工替她用冰袋敷治，最後由
救護車送院治理。

警救跳橋人 被誣「逼人跳橋」

■「學獨」召集人陳家駒現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有示威者圖攀圍欄跳橋逃跑，被警員救回。 美聯社

光復上水 演暴力演暴力「
」

■■昨日所謂昨日所謂「「光復上水光復上水」」遊行演變成暴力衝擊遊行演變成暴力衝擊。。其間有警員被示威其間有警員被示威
者包圍者包圍，，遭到飛來鐵通擊中遭到飛來鐵通擊中，，場面一度混亂場面一度混亂。。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警員腹部被鐵支插傷。

■■警員手臂被警員手臂被
雨傘刮傷雨傘刮傷。。

■■示威者在車內搬出大批物資示威者在車內搬出大批物資，，包括安全帽和雨傘等包括安全帽和雨傘等，，排成人鏈輸送給前線排成人鏈輸送給前線「「死士死士」。」。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大批示威者包圍大批示威者包圍44名警員名警員，，並不斷以雨傘攻擊並不斷以雨傘攻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激進分子將鐵支囤運至一路牌下激進分子將鐵支囤運至一路牌下，，以備衝擊使用以備衝擊使用。。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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