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教自製武器 醞釀再施暴行
煽買尖頭長傘 鐵鏈包手襲警 鼓吹再衝政總

網上討論區「連登」日前有一則名為《721將
會係一場史無前例嘅大戰》的帖文，網民

「大件夾抵食」用網上土法卸責用語，聲稱「發
夢再次係（喺）金鐘，對準政權，對準政總，準
備好野餐用品，餐具刀叉，雞尾酒，一齊食一個
最大最齊人既（嘅）野餐！」他更聲稱，要「見
野狗就打，唔洗（使）用鐵欄圍住自己，只用黎
（嚟）打狗」，並叫「戰友」集合。

分享自製弓和槍短片
不少激進網民對這種言論心領神會，並紛紛
探討有什麼暴力手段可以採取。「我行骨感路
線」留言說︰「建議：將鐵鏈包手，佢哋下巴
外露，下而上勾上去，一拳ko。」「斑目
貘」則建議︰「全民買鋁合金/碳纖腳架。」
「世界末日拉」就說︰「如果帶碗去得唔得，
會碎個（嗰）種。」
「劍無痕」則提到另類武器︰「駛（使）唔

駛（使）帶殺白蟻粉劑？」「山下智久醬」則
分享一堆自製武器的短片，例如教人以PVC
水管製弓和槍等。「釘甩屎」則進一步慫恿︰

「各位我地（哋）吸（汲）取教訓，唔好再用
防具攻擊，要準備真嘅作戰攻具。」

故意提醒磨尖雨傘頭
網上近日亦多了不少分享如何製武器的片

段。曾因襲警罪成的前「熱狗」李政熙就在
facebook貼出一段教人用報紙和磚頭製作堅硬
武器的短片，並有其他fb專頁分享「購物優
惠」，大肆宣揚某店的鋼造尖頭雨傘只售29
蚊，並提網民如何不被查出曾購買有關雨傘
說︰「有網友親身試過把遮頭，鋼頭真係好
硬，大家唔好整親，呢排落雨，大家記得帶
遮。提醒大家記得唔好用信用卡買，廢（費）
事你地（哋）班傻豬豬『唔記得找卡數』。」
有激進網民就很有「默契」地留言作「提

醒」。「Tsz Kiu Lam」說︰「真係好想提醒
大家，把遮個頭有d（啲）鈍，千祈唔好搵磨
刀石磨尖佢，如果唔係會好易吉（拮）傷人架
（㗎）。」「Ken Lee」亦說︰「『唔小心』
督親眼，咪會盲lor（囉）？」種種言論令人
擔憂下周日再出現血腥暴力的場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在周日的沙田暴力示威中，有警員斷指、爆頭

骨等，令人憂心還有多少流血事件會在未來的所謂「和平示威」中出現。有網

民近日又鼓吹激進分子在下周日到政府總部「野餐」，更着大家帶齊「餐具刀

叉，雞尾酒」、「見野狗就打」云云。網上更流傳大量如何用報紙和磚頭製造

武器、到哪裡買尖頭長雨傘的資訊，明顯有人期待着暴力流血事件再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警民衝突
因修訂《逃犯條例》而不斷升級，不少盡
忠職守的警察卻遭別有用心者抹黑，曾鬧
出性欺凌事件的香港大學宿舍李國賢堂更
有人貼出標語，對任職警察的校友前童星
鄭柏林口誅筆伐，不但貼上其頭像稱設立
「（鄭）柏林圍牆」，更貼上聲言「黑警
與狗不得內進」的「警告字句」。
沙田新城市廣場於周日發生流血暴力

衝突，網上有傳言「看圖作文」指，懷
疑一名制伏「香港眾志」常委朱恩浩的
警員為現職總督察的鄭柏林，又聲稱朱
被「180度扭傷手腕」，惹來不少滋事分
子將矛頭指向鄭柏林，稱警察「濫用暴
力」。不過，被警方以涉嫌非法集結拘
捕的朱昨日獲保釋時手部卻未見明顯受
傷跡象。
港大《學苑》fb昨日刊登照片，顯示有

人於港大李國賢堂外張貼標語，侮辱鄭
柏林。照圖片所見，宿舍玻璃門被貼上
「（鄭）柏林圍牆」、「黑警與狗不得
內進」的字句，上面張貼鄭柏林的大頭
照，並於大頭照旁顯示鄭柏林為李國賢
堂宿生會前主席。有人更在門上張貼網
上隨意節錄的鄭柏林「軼事」，以諷刺
其以警察作職業的選擇。

欺凌男生醜聞不了了之
港大李國賢堂此前鬧醜聞不絕，該堂

於2017年爆出性欺凌事件，網上瘋傳影片顯示一名
身穿港大衛衣的男生以陽具拍打另一名男生頭部。當
時，李國賢堂學生會幹事會卻未調查先定性，發聲明
稱「事件並不涉及任何欺凌成份」，又稱 「相關堂
友的宿籍已被暫停，直至調查結束。」事件最後亦不
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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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反對派策動連串
示威，更不斷煽動仇警情緒，令前線警員承受
巨大壓力。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昨日特地
感謝公務員同事一直緊守崗位，尤其要處理各
種遊行集會的警務人員，「他們面對的壓力和
挑戰可想而知。我冀望各位同事繼續秉持專業
精神，以市民的福祉為依歸，竭力服務市民，
與社會一起重建互信，推動香港向前邁進。」

譴責暴行 盼復平靜
羅智光在出席政府人員協會慶祝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70周年暨香港回歸22周年聯歡晚會上
致辭時表示，當眾多市民以和平理性方式參與
示威遊行以表達意見和訴求，有小部分「示威
者」卻採用暴力方式。違法和暴力行為破壞法
治精神，必須受到譴責；希望每位示威人士都
能和平理性地表達訴求。
他指出，行政長官已經強調，她有承擔和熱
誠繼續領導管治班子，用更包容、開放、謙卑
的態度聆聽社會意見，努力改革施政作風，期
望各方可放下爭議，回復平靜。
羅智光又提到今年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我
們原希望立法會財委會能在暑假休會前審議有
關建議，讓我們可盡早向同事發放經調整的薪
酬及追補薪金，但由於立法會大樓遭受嚴重破
壞，現時亦未知財委會何時復會。如有進一步
消息，我們會適時通報職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以「反水貨」為主題的
「光復上水」遊行最終變成
暴力衝擊，有暴徒一度包圍
藥房，更向職員投擲物件。
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主席鄭
綺雯昨日表示，藥房是提供
醫療服務的地方，呼籲即使
有不同意見亦不應衝擊藥
房，以保障病人安全。

上水有藥房於上周六的
「反水貨」遊行後遭暴徒衝
擊，鄭綺雯透露，協會由衝
突發生翌日至昨日為止 ，已
接獲超過30宗區內藥房服務
查詢。她認為即使對藥房有
意見，亦不能衝擊藥房，以
免病人安全受威脅，並強調
藥房立場中立，對示威者或
其他病人均一視同仁。

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
長 兼 公 關 主 任 張 德 榮 承
認，個人遊影響港鐵沿線
居民生活環境及藥房經營
方針，並理解部分港人對
內地旅客有怨言，不過，
藥房在衝突發生時可為傷
者提供傷口護理支援，呼
籲示威者保持克制，切勿
衝擊藥房。

香港文匯報訊 《蘋果日報》昨日大字標題報道
稱，針對近日連場示威最終導致暴力衝擊事件頻生，
政府內部正研究不同方案，包括引用《公安條例》第
十七條（E），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頒佈戒嚴令
的可行性，屆時可宣佈指定區域、指定時間禁止公眾
集會云云。保安局發言人昨日回應傳媒查詢時表明，
關於公眾遊行及集會，政府會繼續沿用現行需通知警
方及不反對通知書的機制處理，「除此之外，沒有其
他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反對
派擬於 7月 27日發起所謂「光復土
瓜灣」遊行，民建聯主席、九龍城
區區議員李慧琼昨日透露，有居民
向她反映，擔心區內會出現類似上
水、沙田的暴力衝擊，希望警方發
出不反對通知書前，與主辦方商量

在較寬裕地方遊行，以免對居民造
成滋擾。
李慧琼昨日被問及所謂「光復土

瓜灣」遊行時表示，近來一系列暴
力示威，導致警察、市民、記者等
多人受傷。有居民向她反映，很擔
心又在區內引發暴力衝擊。他們都

希望能停一停，不想再見到上水、
沙田這種暴力衝突，不想再見到有
人受傷。

居民憂暴力蔓延老區
被問及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日

前去信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建議暫停
批核遊行「不反對通知書」，以阻止
近期頻生的暴力示威時，李慧琼表
示，她支持警方依法審慎處理遊行申

請。
她補充，系列示威行經的路線，一
些地方比較狹窄，不適宜進行大規模
遊行，容易發生意外，特別九龍城區
是老區，街道狹窄人煙稠密，是否適
宜舉辦這種遊行值得商討。
她希望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前，多與主辦方商量，改為在較寬
裕地方遊行，避免對居民造成滋
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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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師籲勿衝藥房保病人安全

李慧琼促遊行選「大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
玲）近期香港社會較為動盪，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昨表
示，近日社會事件已令一些投
資者產生顧慮和焦慮，但可喜
的是「還沒有人用腳在投
票」，即投資者仍沒有放棄香
港市場。他認為香港需要留住
這些投資者，並持續吸引全球
投資者。

李小加表示，了解到近期港
人比較痛苦及難過，但要拒絕
絕望及悲觀，在困難局面仍要
看到希望，不應把路愈走愈
窄。 同時，他希望香港可以
遠離暴力、鎮壓和拘捕，並期
望社會可以互相容忍不同意
見，並相信政府會聆聽民意。
李小加強調，香港是和平、

理智、開放、包容及自由的，

期望長期可以保持此優勢，至
於暴力不是屬於香港，而香港
人有自由及空間和平理智表達
政見，但就需要互相容忍。
他並覺得香港的「一國兩制」
制度合理，認為特區政府會聆聽
民意並作出順應民意的事情，而
有這樣的政府是得來不易的，呼
籲大家要珍惜，而中央政府亦非
常堅持「港人治港」。

指政府擬頒戒嚴令
《蘋果》又造謠

李小加：投資者仍無棄港市場

反對派覬覦傳媒採訪
的工作便利，竟然假扮
記者，在暴力示威中阻
礙警方執勤。網上近日
瘋傳多張相片，質疑沙

田反對派區議員許銳宇扮記者，涉嫌
在沙田新城市廣場襲警、阻礙警方執
勤。本月7日發生於旺角，一眾暴徒
對女商人動私刑，涉嫌非禮、傷人等
罪行一事中，原來許銳宇亦被指假扮
記者旁觀，而未有向受害市民伸出援
手。

旺角衝擊扮記者旁觀
近日連場示威以至暴力衝擊一直龍蛇
混集，有專業記者在場採訪報道事實真
相，亦有人涉嫌假扮記者，藉記者身份
之便去製造混亂。自稱為「獨立民主

派」的沙田區議員許銳宇近日就被發現
在多場暴力示威中假扮記者。
在本月7日旺角的私刑事件中，許銳

宇就被拍攝到身在現場旁觀，而未有喝
止對女商人施暴的暴徒，事後亦無譴
責。在周日的沙田暴力衝擊中，許銳宇
涉嫌再次假扮記者，根據多張相片以至
電視直播截圖可見，當時警方正在拘捕
其中一名暴徒，許銳宇上前拉扯警方，
阻撓警方執勤，企圖放生暴徒。

被質疑卻顧左右言他
不少網民連日到許銳宇的facebook上

留言質問，但許銳宇沒有回應自己是否
假扮記者，只是一再發帖顧左右而言
他。不過，其fb專頁上可見，周日他上
載了一張載滿寶礦力的車尾箱相片，聲
稱「出發，等陣見」，令人相信他應該

是到了沙田示威現場。
許銳宇更在其私人fb賬戶上，寸嘴貼

出報案資料，叫人報案，但「HC
Wong」就在其公眾賬號留言踢爆︰
「佢另一個account（賬戶）仲串串貢
叫人報警， 跟手有人用罪案資料郵柬
send（傳）咗資料畀差佬post（貼）出
嚟，但畀佢delete（刪）咗。不過冇
用，delete 到個 post，delete 唔到封郵
柬。」
網民除了到許銳宇fb洗版狠批其假扮

記者、阻撓警方執勤的惡行之外，還有
人為他製作議員傳單，揶揄他「成功爭
取」警員「斷手指」、扮記者「保護」
暴徒逃走、對非禮欺凌女人的行為「袖
手旁觀」、封鎖他人留言等，讓網民一
眼睇晒其「政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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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記者護暴徒 許銳宇涉阻警

◀▲許銳宇
(黃衫)扮記
者，涉嫌在
沙田新城市
廣場阻礙警
方執勤。

■有人於港大李國賢堂外張貼標語，聲討警員鄭柏林
的執法手段。 fb截圖

■網上流傳大量到哪裡買尖頭長雨傘的資訊。 fb截圖

◀▲有激進分子
分享製作武器資
訊，並鼓吹在下周
日到政府總部「野
餐」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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