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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歷劫後 武器遺街頭
暴徒撬磚拆鐵欄 滿地垃圾累清潔工執不停

沙田巿中心一帶街頭經歷暴力對
峙衝擊後，沙田公園源禾路和

鄉事會路附近遺下大量被暴徒掘起
的磚頭及示威標語；行人隧道樓梯
堆疊起被人拆毀的鐵欄，路面則留
有被紮成三角形狀的鐵欄陣；附近
樓宇外牆則被噴上示威字句，食環
署及康文署增派人員清理。

新城市廣場多處見污跡
曾爆發激烈衝擊的沙田新城市廣
場，昨晨如常營業，顧客如常在商
場內活動。廣場內中庭大堂地面的
雜物和血跡已經大致清理，但部分
位置仍見到污跡，亦有用過的索帶
和生理鹽水膠樽被遺棄現場，有清
潔工人在場進行清理，店舖則未見
有損毀。有商戶表示，示威活動對
生意影響輕微，亦屬短暫。有市民
就指前晚身處商場內，由於多條道
路被封，又發生激烈的暴力衝擊場
面，一度未能離開，有長者要躲入
廁所兩個小時，有人甚至嚇到手
震。
位於沙田好運中心的一間日式連

鎖食肆，因為早前在社交網站刪除
一則揶揄警察的帖文，引起示威者
不滿，店舖原先用木板圍封的外
牆，被人惡意貼滿寫有抗議字句的
貼紙，店舖昨晨未見有開門營業。

居民：霸路即非法集會
在中心地下經營茶餐廳的負責人

麥先生表示，事發時照常營業，其
間幸未有被示威者騷擾，但客量明
顯減少，預計生意額損失近一半。
他說，和平示威遊行可以接受，但
不支持任何暴力，如果騷擾到其他
市民就不太合適了。
有沙田區居民說，遊行是沒有問

題，但如果遊行完後都不離開，其
實已經是非法集會，「警方勸喻都
不離開，是否由得他們繼續霸路
呢？因為正常人接着翌日、星期一
要用那條路上班上學，有暴力就什
麼時候都不能接受。」
有沙田連城廣場美甲店負責人則

表示，因前晚交通受阻影響，大部
分客人未能赴約要取消原定預約，
影響生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經歷前晚被大批激進分子

蹂躪後的沙田區，昨晨天亮

後，到處可見馬路旁仍棄有大

堆被暴徒撬起的磚頭，行人隧

道樓梯堆滿疑被拆走的鐵欄。

清潔工人忙於在沙田正街好運

中心外清理大量垃圾。而曾被

大批暴徒闖入並發生猛烈衝突

的沙田新城市廣場，地面上的

血跡及雜物已大致清理好，商

場內店舖如常營業，市民亦如

常進出港鐵沙田站。據了解，

商場內無商舖受損 ，亦無財物

損失。

反對派「文宣組」又再發動其仇警造謠機器。前日警方在沙
田暴力示威中清場，其間於商場引導協助其他市民離開，竟被
個別人看圖作文，講成是警察「追打」市民，「細路都唔放
過」云云。有facebook專頁則引用外媒片段，顯示出整個過程
是警察在市民身旁保護一家大小離開，有網民大嘆「好在有
片」，批評有人特意造謠仇警，居心叵測。
昨日多個fb專頁，包括「港獨」組織「光復最前線」、「本土

民主前線」、「沙田重點項目計劃關注組」、「Diutv」等發佈貼文，
附上一個父親以身體護着女兒，推着女兒前行，身後有個警察追着的相
片，然後看圖作文稱︰「警察自稱保護市民，現實是，警察瘋追打市
民，不分老嫰，結果是由示威者頂住警察，由攝影記者帶起（走）小朋
友。」再附上另一張記者牽着家長手的相片，聲稱是記者救人。
有關帖文昨日在網上瘋傳，獲得3,000多個轉載，不少人狠批警察

「無良」、「暴力」、「細路都唔放過」。

警員保護一家大小離開
不過，fb專頁「今日正言」就發出德國媒體《RUPTLY》在同一場
合拍下的短片，原來該名被指打人的警察，是一直追在市民身旁保護
一家大小離開，其間更向上示意示威者勿丟下雜物。「今日正言」表
示︰「立場可以有，但事實不能歪曲，否則就只會繼續製造分裂和仇
恨。」
《點新聞》亦有轉載同一片段，「請大家擘大對眼睇真條片，究竟
邊個吹水，唔好罔顧事實，盲目跟風。」

網民批反對派媒體造謠
不少網民慶幸短片證警員清白。「Gigi Tse」說︰「尼（呢）條片還警
察叔叔公道！他們竟用一張相屈警察追打市民一家大少（小）咁離
譜！」「Amy Ho」︰「好在有原片，唔係嘅話又比（俾）d（啲）暴徒
『泛民』屈了。」

「羅美玲」指出︰「這正
正揭露政棍謊言，話警察點
解要入商場，就是要保護市
民！」「Lili Chao」表示︰
「希望該對父女親自出來講
清楚，等D（啲）『黄媒』
吾（唔）好再作新聞屈警
察！」
「Teddy Wong」狠批造

謠者︰「人地（哋）呢 d
（啲）叫『文宣』，用嚟抹
黑警察。有d（啲）人無分
析力睇完真係相信咗都算，
有d（啲）人明知係假都繼
續去幫手散播煽動，果
（嗰）d（啲）先係最×
街。」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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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路旁棄有大堆被暴徒撬起的磚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到處可見是被人從鐵欄拆出來的鐵支，及紙皮等雜
物，滿目瘡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鄺福
強）上周日晚，一名因在旺角用手機拍
攝而被懷疑是警員的女途人，遭十多名
暴力示威者強行截停查問，更被拉扯襲
擊按在地上搜身尋找手機，女途人在眾
目睽睽下遭暴徒凌辱十多分鐘始掙脫逃
去，自行到醫院求診及報警。警方經深
入調查，昨日根據資料拘捕3名涉案男女
扣查。
近期多個所謂「和平遊行」，在活動

結束後即有一班暴力示威者違法佔路及

襲擊警察，這群暴徒罔顧法紀嚴重擾亂
治安，同時又自詡「判官」截查懷疑為
便裝警員或親建制傳媒的人士，動輒濫
用私刑要求對方交出手機檢查，否則不
准離開甚至拉扯圍毆搜身搶手機，不論
對方是男是女，行為令人髮指。

被捕女子為名校教師
被捕3人分別姓蘇（女，24歲）、姓黃
（男，31歲）及姓吳（男，23歲），分
別涉嫌「非法禁錮」、「襲擊致造成實

際身體傷害」、「非法集結」及「非
禮」罪名。據悉，被捕的蘇女在港島中
區一間女子名校任職教師，吳報稱為學
生，黃則任職廚房，案件交由西九龍總
區重案組跟進。
案中遇襲受辱女事主30歲，本地人，
當日單獨途經旺角，因見有大批示威者
集結，想用手機拍攝現場情況與朋友分
享，詎料遭人懷疑是便裝警員，被多名
男女包圍截停，指控她用手機拍攝暴徒
容貌，強迫她交出手機刪去片段。女事

主受驚欲離開，即遭十多人分別從後箍
頸、攬胸及捉住手腳，強行按在地上企
圖強搶手機。她不斷大聲呼救，但無人
伸出援手，女事主在無助下，遭十多人
肆意凌辱十多分鐘後終成功掙脫，竄進
人群逃去。翌日，女事主自行到醫院求
診驗傷及報警。

警仍在查或拘更多人
重案組探員經調查，憑案發當日傳媒

所拍片段及附近一帶閉路電視，鎖定部
分涉案男女。直至昨日，探員根據資料
分別在港九拘捕3名涉案男女。警方強調
案件仍在調查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
捕。

涉禁錮女途人逼刪片 3暴徒被拘

一股極端暴力的邪惡力量，正在美麗、寧
靜、璀璨的維港集聚、蛻變、生長，而反對
派正在急速地淪為「縱暴派」。「縱暴派」
不再只是「為反而反」，而是悍然策動、煽
動、推動嚴重暴力衝擊事件，其取態與行動
已由他們過往的「為反而反」蛻變為「為反
而暴」。「縱暴派」糾集了三類人，包括外
部勢力的香港代理人，激進暴力勢力的代
表、核心和政治領袖，和為選票討好激進選
民、不再顧忌基本政治底線的政棍。「縱暴
派」合理化甚至美化一切反政府、反法治、
反秩序、反社會的暴力行動，以擁有制度背
書的權力作惡，試圖毀掉香港的基本管治制
度，以暴民政治毀掉香港年輕一代的未來。
由反對派急速蛻變而成的「縱暴派」，正成
為當前本港極端暴力勢力的精神支柱，成為
激進暴力行動的共犯。如果任由他們為惡，
就會危及香港的法治秩序、繁榮安定。

《逃犯條例》修訂風波後期的一個多月
來，發生了圍堵警總、暴力進佔衝擊破壞立
法會、屯門九龍上水沙田多地區連串嚴重暴
力衝擊等令人震驚的事件。香港社會各界對
事態發展越來越感到憂慮，也越來越強烈地
發出反對、譴責的正義聲音。但是，香港的
反對派，不僅從來沒有譴責過這些嚴重暴力

事件和暴徒，反而為暴徒暴行辯護、美化，
甚至有一些反對派參與暴力事件的策動，有
一些反對派議員公然在暴力事件中阻撓警察
執法、為暴徒做掩護，而對於警方的執法行
動，他們不斷地用「暴力執法」加以抹黑。

有人說，反對派表現的是「雙重標準」。
但究其實質，已遠遠不是「雙重標準」這麼
簡單，這已是反對派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在悍然策動、煽動，
並通過庇護與縱容，去推動嚴重暴力事件。
他們成立以來的「為反而反」的取態與行
動，已經蛻變為「為反而暴」的取態與行
動。反對派正在急速地淪為「縱暴派」。

縱觀這一個多月反對派政治頭面人物的表
現，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外部勢力
在香港的代理人。在暴力事件中，他們未必
站在最前線，也未必站在前台喧囂，而是在
背後策劃、組織、指揮。第二類，是激進暴力
勢力的代表、核心和政治領袖。他們很多時候
都會出現在極端暴力衝擊的前線，利用議員的
身份，用各種方式，阻撓干擾警方執法，責難
警方執法，為暴徒提供掩護與保護。第三類，
是為了選票、為了討好激進選民、甚至連基本
的政治底線都毫不顧忌的政棍。

從他們在對待暴力衝擊事件，和對事件中

施暴者與執法者的絕然對立的兩種態度，香
港市民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所有反對派政治
人物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完全無視事實，
顛倒黑白，將法治視作無物，不問是非，只
講政治立場。凡是反政府、反法治、反秩序
的，甚至是反社會的，反對派都不僅不譴
責，反而以各種借口、各種方式，加以合理
化甚至美化；凡是政府依法行事、警隊依法
制止暴力，凡是各界反對暴力、支持警隊執
法，反對派都進行攻擊甚至污名化。這三類
反對派政治人物，儘管有不同的政治動機和
目的，但是在「反政府、反法治、反秩序、
反社會」的大是大非問題上，站到了同一個
陣線。在幾次嚴重暴力衝擊事件之後，這些
反對派政治頭面人物，以聯署方式綑綁發出
了縱容包庇暴力、抹黑警方的一致聲音。他
們這種作為，事實上已經成為激進極端暴力
勢力的精神支柱，甚至已經成為激進暴力行
動的共犯。

策動、煽動、推動暴力的人，比站在前台
的公然施暴者，無疑更加危險，社會危害性
更大。因為，施暴者只是一個個個體，隨時
會受到法律的制裁。而這些施暴者背後的政
治力量，可以不斷地煽動一些極端暴力分
子，進行一波又一波的暴力衝擊活動，以此

獲取各種政治利益的回報。可以說，在不停
的極端暴力活動中，在施暴者和執法者的激
烈對抗、受傷流血中，施暴者背後的政治力
量，也就是香港的「縱暴派」，先製造「人
血饅頭」，然後吃「人血饅頭」。

施暴者背後的政治力量的作為，首先已經
喪失了人性，嚴重踐踏社會的基本良知，其
結果是毒化人心、破壞社會公序良俗。其
次，他們濫用議員權力，對警方的執法，冠
冕堂皇地行使另類制度暴力，其結果是毀
壞香港的管治，以制度背書進行權力作惡，
其結果必將毀壞香港的基本管治制度。第
三，他們濫用民主自由權利，將正當意見表
達異化為暴民政治，其結果是毀掉下一代賴
以生存的包容、共識土壤和法治、安定社
會。

善良而守法的香港人，必須認清反對派正
在急速淪為「縱暴派」的危險傾向，以及將
產生的極其嚴重後果。對這一點，香港各方
都不能有任何掉以輕心。當此轉折關頭、危
機之時，香港市民要發出強烈的警告：正在
急速淪為「縱暴派」的反對派，如果你們還
有一點良知，請懸崖勒馬，千萬不要把香港
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背上千古罵名。

從「為反而反」到「為反而暴」 反對派正急速淪為「縱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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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屈是警員的女途人被屈是警員的女途人，，被多名被多名
男性示威者圍毆非禮男性示威者圍毆非禮。。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