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近期示威活

動不絕，但在市民以和平有序的方式表達意見的

同時，卻有不少不法分子藉機製造混亂，到處作

出破壞，損害社會安寧。有熱心團體不齒這些暴

徒的行為，在社交網站設立「全民舉報暴徒熱

線」，呼籲市民提供暴徒資料，現更「懸紅緝

兇」，若能協助警方緝捕暴徒歸案，可獲發獎

金。不少網民紛紛響應，貼上暴徒照片，希望警

方將這班破壞社會秩序的暴徒繩之以法。

全民舉報暴徒 團體「懸紅緝兇」
網民響應貼暴徒照 盼警繩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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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逃犯條例》在香
港所引起的爭議，乃源於
特區政府的溝通及解說做
得不足，以至產生不少信
心及信任問題。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日前已放下身段，再次公開致
歉，承認修訂《逃犯條例》的工作導致社
會紛爭對立，撕裂嚴重的問題。
任何關心和愛惜香港的人，都會對立
法會受到的破壞，以及各種街頭衝擊的
情景，感到憂心及痛心。現時，特首既
然承認掌握社會脈搏的工作全面失敗，
決意徹底停止修例工作之餘，更會支持
建立民間溝通平台，認真修補社會撕
裂，而政府本身亦會聚焦做好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的工作。我們認為，這是

令社會有效復元的正確做法，符合香港
市民的共同利益。
回望二十二年前，香港順利回歸祖

國，可謂是國際歷史的一個良好典範。
而香港背靠祖國，藉着內地經濟迅速發
展所提供的龐大商機，香港的經濟自回
歸以來，更得到舉世矚目的提速發展。
然而，我們亦遇到不少困難及挑戰，當
中有外在的攻擊，例如沙士及金融風
暴，亦有來自內在矛盾，例如貧富懸
殊、世代對立等深層次問題。
當中有不少問題積存已久，困擾香港

好一段時間，令香港前行面對困難重
重。但是，我們深明，沒有一個國家或
地區經歷二十多年的發展道路，能免受
困難及挑戰。因此，縱然「一國兩制」

挑戰重重，香港的發展亦非路路亨通，
但重要的是每當遇到問題，港人仍能懷
着堅毅的意志，務實地尋求解決問題之
道。

民建聯必會與港人團結一致
回歸後，香港在國際大氣候及本身的

政經小氣候共同影響下，經歷不少順境
或逆境。縱然天色不常藍，花開難常
漫，但香港仍是我們最愛的家，民建聯
必會與港人團結一致，同心同德，並為
政府改善施政、發展民生經濟，提供最
有力的支持。過去的經歷證明，只要港
人能夠團結一致，放下分歧，就能讓香
港擁有足夠的力量，跨過面前的障礙，
冷靜應對任何政治形勢及社會經濟困
局，讓香港走出困局，重新出發。

■立法會議員 李慧琼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發展民生經濟 脫困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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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陷入
無日無之的紛爭，不少人都渴望見到出
路。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
示，民主不會從天而降，呼籲各方離開
「象牙塔」，嘗試對話。他認為，有關對
話必須沒有前設，而政府一直願意對話，
故「泛民」亦應該釋出善意，為公眾利益
去走圈子。
湯家驊昨日在港台節目《給香港的信》中表
示，有關修訂《逃犯條例》的草案已死，特區
政府不論用什麼字眼，都已表明政府不會在沒
有公眾同意下重啟修例，法案亦將於明年7月
失效，現時重點應是未來如何走下去。

對話須無前設「泛民」須釋善意
他認為，社會現時充斥對特區政府以至中

央政府的不信任，除非特區政府能妥善解決
有關問題，否則下次倘再有爭議性議題，類

似衝突都會重演。
至於如何解釋問題，湯家驊指必須做三件

事，包括雙方必須對話、對話須沒有前設，
及「泛民」須釋出善意。

民主不會從天而降
他認為，民主不會從天而降，呼籲各方離

開「象牙塔」，嘗試對話。他並以過往政改
失敗為例，指出當時「民主派」與特區政府
或中央缺乏誠懇對話，但對話正是達成共識
的開端。
湯家驊強調，政治人物應該盡力以公眾利

益為本，而民主作為大部分市民的願望，希
望所有人能夠踏出所屬圈子、嘗試對話。
他指雖然過往情況告訴大家，不能對

「民主派」有太大期望，但如果要這件事
有成果，「民主派」必須在某些時候要釋
出善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過去一個月，不斷有黑衫口
罩示威者擾亂香港社會，由示威演變成騷亂，市民不勝其擾。
激進分子日前舉行以「反水貨」為名的「光復上水」遊行，最
終演變成為暴力衝擊。有巿民上載當日片段到社交網站，揭露
暴徒更多不為巿民大眾所知的惡行，影片中見到有十幾個暴徒
圍毆一名疑持不同意見的伯伯，阿伯被人拳打推跌在地上之
際，更被一名暴徒正面一腳狠狠的踢向面部。
影片一開始，見到一名穿着黑白橫間條T恤的阿伯，被一名
戴紅色鴨舌帽的男子用手擋在他前面，並推向一旁，兩人似在
爭論，有約十名穿黑衫戴口罩的示威者圍上來，團團地包圍着
阿伯，有人不停地推他，阿伯試圖與他們爭辯。
一名黑衣人瞬間即時發難腳踢阿伯的下肢，伯伯試圖還手，

站在其背後及旁邊的黑衣人一湧而上推阿伯走向另一邊，其腹
部更撞上旁邊的欄杆。有黑衣暴徒更從後走上前，揮拳重擊阿
伯頭部，阿伯失去重心跌倒在地上，更有人即時衝前正面一腳
狠狠踢向阿伯面部。其他人圍上來作勢保護，阿伯慢慢站起，
並由一名穿反光衣的男子扶到遠處，但未知其傷勢如何。而此
時行兇的暴徒已消失在「黑衣人」堆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社會
氣氛雖然持續緊張，但大家必須繼續
努力向前行，社會才有希望。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表明，未來整
個政府問責團隊會加倍努力，務求做
到廣納百川，改善施政，盼大家能重
建信任。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就
表示，解決爭議最需要保持溝通，望
青年人保持正向思維，放下己見，攜
手向前。

劉怡翔：金融服務業機會多
劉怡翔昨日發表網誌指出，香港是

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服務
業對年輕人來說絕對是機會處處，特
區政府一直以來致力為青年人提供更
多機會，亦非常願意為更多年輕人締
造發揮所長、實現理想的空間。
劉怡翔表明，未來整個問責團隊都
會加倍努力，加強與市民溝通，務求
做到廣納百川，改善施政，衷心期盼
大家能重建信任，攜手重新出發。

楊偉雄：續拓創科創有利條件
楊偉雄昨日出席一個青年發展計劃

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會一如既往積
極發展創科，為青年人創造有利條
件，好讓他們發揮潛能、實踐理想。
創科是幾乎所有港人都希望做好的工
作，各黨各派都支持，大家的出發點

都是為香港好，以創科提升效率及競
爭力，帶動經濟多元發展，改善民
生，為下一代開拓更廣闊發展空間。
楊偉雄承認，過去幾個星期，香港

面對很大衝擊，社會充滿矛盾、紛
爭，但他認為無論如何，解決爭議最
需要保持溝通，尋求相互理解與出
路，希望青年人保持正向思維，放下
己見，攜手向前。

鄭若驊：續推動落實法改工作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發表網誌介

紹法改會的工作，指法改會是獨立於
政府的組織，負責研究應否及如何改
革特定課題的有關法律，再提交相關
決策局考慮。去年法改會轄下3個小組
委員會發表了諮詢文件，另外，性罪
行檢討小組委員會亦發表《窺淫及未
經同意下拍攝裙底》報告書，以回應
社會對這種罪行的關注。
鄭若驊表示，很多時立法建議是由
決策局提出。律政司會向決策局詳細
了解立法建議的背景和目的，就是否
符合《基本法》等法律事宜提供意
見。負責草擬的律師會與決策局緊密
聯繫，根據政策方向來草擬法例，之
後也會協助決策局完成所需的立法程
序。她作為律政司司長和法改會主
席，會繼續積極推動落實法律改革的
工作。

湯家驊籲各方離開「象牙塔」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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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連儂牆」留言板
滋擾的網民，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昨日發動
將「連儂牆」擴展到壹傳
媒創辦人黎智英位於何文

田的大宅外，多名市民在附近的鐵絲網
及電箱上張貼「民主是包容、民主不是
縱容」，以及「漢奸黎、賣國賊、×
街、×家剷」等標語。黎宅的保安措施
明顯加強，多名保安員駐守門外，發現
有標語便馬上撕走，警車亦在附近一帶
巡邏。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上午在黎智英的
大宅外所見，大門鐵閘重門深鎖，但內
外都有多名身穿反光衣的保安員把守。
在距離大宅約50米外的一個電箱上，則

貼有「漢奸黎」、「賣國賊」、「賣國
賊黎智英，狗頭鍘伺候鍘狗頭」，以及
「×街、漢奸、賣國賊、×家剷」等標
語，未幾即被黎家的保安員撕下丟入路
邊的垃圾桶內，但仍有數張「賣港賊」
及「漢奸黎」標語跌在地上任由路人踩
踏。
及至昨日下午2時50分左右，再有3名

市民到場，他們除了在黎宅外展示「若
是好事，何必遮面」的標語外，又在約
100米外的鐵絲網上張貼「民主是包容、
民主不是縱容」的標語。
其中一名女子直斥黎智英是「漢奸、

英美走狗」，又指黎創辦《蘋果日報》
是「為咗搞事，向市民洗腦」，斥責黎
利用刊物「作新聞」，以及「唔係自己

友就塗黑標語」等。

帶子女來看看「漢奸的家」
另在昨日下午3時半左右，一名中年男

子帶着一對年幼子女到黎宅外，他明言
是要帶子女來看看「漢奸的家」。
他指和平表達訴求本身沒有問題，但

不能作出煽惑「細路」的動機，例如衝
擊立法會。
他還指，希望孩子好，能在穩定環境
下成長，香港原本有一個穩定及理想的
投資環境，但被別有居心的人肆意破
壞，以及教壞年輕人，令社會不斷內
耗，若這樣不斷地內耗下去，肯定會對
香港的未來造成極負面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肥黎宅外「連儂牆」張貼「漢奸賣國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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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奸黎」標語。■「漢奸黎」黎智英何文田寓所。

一個形容本身為青年組織的團
體，於本月7日在facebook建立

「全民舉報暴徒熱線」專頁，並發帖
呼籲網民在安全的情況下，拍攝暴徒
的 真 面 目 及 惡 行 ， 並 可 利 用
WhatsApp、微信熱線 56051550 報
料，一切資料絕對保密。

提供暴徒資料可獲獎金
前日上水示威出現暴力場面，專頁
發放一段數名暴徒正搬運鐵支的片
段，並直指此類行為太過分，宣佈
「懸紅緝兇」，如果市民能提供上水

暴亂的暴徒資料，能協助警方緝捕暴
徒歸案，他們將就每一個最終被捕暴
徒的資料，提供500元獎金。

爆料者身份絕對保密
帖文指，他們需要暴徒正面的清晰

照片，圖片須一手資料，網絡下載圖
片只算參考，如果能提供個人資料更
佳；又表明資料將直接轉交警方，他
們不留任何記錄，並重申爆料者的身
份絕對保密。
帖文一出反應熱烈，專頁兩度留言
表示，因有兩名熱心市民支持，舉報

暴徒的獎金加碼，每一個最終能被捕
的暴徒資料，爆料獎金由500元增加
至1,500元。
由於昨日沙田示威又再出現暴力事

件，專頁表明，懸紅亦適用於昨日在
沙田搞事的暴徒；又指如有多於一名
市民提供相同暴徒的照片，而又能令
暴徒被捕，獎金將平分予爆料市民。
多位網民留言贊同市民應舉報暴

徒劣行。「Chatchai Tony Leung」
表明支持舉報：「沉默的香港人要
做嘢。」「Chinlik Yong 」亦指：
「我們要提供充足證據證明每個暴

徒係犯罪，等法官無得咁易輕
放。」

好市民應響應 非為錢
不少網民就表明這是好市民所應

做的事，並非為懸紅而做。「Bbcy
Cy」說：「我幫到手都唔需要回報
嘅！」「Will Chan」說：「就算冇
$都一定要舉報。」「Carol Yam」
就指「 好市民理應响（響）應支
持，不求回報。」「Ann Wu 」就
指「根本身為香港的一分子就應如
此做！不是為了錢！」

伯伯疑持不同意見
遭10黑衣人圍毆

■伯伯(圖中紅圈者)遭約10名黑衣人圍毆。 fb影片截圖

■「全民舉報暴徒熱線」專頁呼籲網民拍攝暴徒真面目及惡行，並可利用WhatsApp、微信熱線
56051550報料，一切資料絕對保密。 fb圖片

■網民希望警
方將這班破壞
社會秩序的暴
徒繩之以法。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