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徒煽「武裝革命」教買「武器」襲警
擬「7．21」金鐘集會後攻擊 重點介紹鐵鑄行山杖露營鐵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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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有預謀、有計劃地施暴。
香港文匯報記者早前報道，

「勇武派」已與民陣就7月21日
的遊行達成「無縫連接」的默
契，就是民陣向警方申請在當日
舉行遊行集會，在集會結束後將
現場迅速交由「勇武派」指揮，
而「勇武派」對當日的行動已準
備了多套方案，包括衝擊警總甚
至特首辦等重要政府建築物，以
重演「6．12」及「7．14」襲警
事件。有人更在網上聲言，這次
行動的規模將會更大，並狂言會
將「落單警察」綁起「公開示
眾」。

煽動月入5萬者大批購入
有網民「大隻仔仔」在暴徒聚
集的網上討論區「連登」發出題
為《【721 廣傳】兄弟爬山對抗
暴徒物資採購攻略》的帖子，聲
稱「香港人好中（鍾）意行山，
過程中困難重重，山上少不了畜
生（牲）/ 不明身分（份）暴
徒。以往經驗，大部分市民缺乏
充足裝備，為了有助大眾有能力
保護自己，特此整理其中一間物
資 店 ， 請 行 山 人 士 盡 早 採
購，……月入5萬（元）連登仔
可嘗試大批購入，保障先鋒安全
爬山！」
該網民介紹了購買該等「物
資」的大型運動用品店的地址，
同時詳細列出各項「物資」的用
途和價格。除了頭盔、面罩等
「防具」外，該帖更列出大批可
作攻擊性武器的用品並「戴頭
盔」地稱之為「可自衛行山工具
（在此提醒大家不要隨便對任何
人作出攻擊）」。

前端鋒利稱可短距離刺擊
該帖介紹了「杖身鐵做（造），
較粗身，硬淨實用」的行山杖，
「前端有少許鋒利，（如遇不明
暴徒襲擊）可以中短距離刺擊，
易對皮肉造成傷害。……除了刺
擊，亦可作棍棒由上而下自衛還
擊，輕身易控制，……極度建議
每位行山人士必備，無論前線後
線，一人一支！」

該網民續稱：「行山少不免露
營」，並介紹了「一包 11 枝
（ 支 ） 、 50cm 露 營 鐵 枝
（支）」，並畫公仔畫出腸地
稱：「鐵枝（支）硬淨，一包足
夠多人使用，『提醒』小心投
擲/棒打。」同一帖中還介紹了
所謂「雷神之槌」：「以小搏
（博）大，輕輕一揮變自由×，
缺點距離短，抽水之用，……大
量入手之選，不分前線後線。」
他最後聲稱：「721 個好日

子，可革命性地行山，以上裝
備，有能力有財力，請盡早大量
入手，山上贈與好朋友，WE
CONNECT！」

「逐步建立香港武裝力量」
逐步「加強武裝」只是第一階

段，有自稱「革命黨」就在「連
登」發帖《逐步建立香港武裝力
量》，稱「如果而（）家成立
革命軍，一定會畀（俾）人×同
畀（俾）『狗』打」，披露暴徒
計劃通過 4個步驟成立所謂的
「革命黨」和「香港義勇軍」。
該網民稱，第一步是要先「成

立保護記者力量」，「目的為讓
市民逐步接受香港出現警隊以外
之保衛力量，減低警隊作為香港
唯一合法維持治安機構之認受
性，為日後香港義勇軍正名。」
第二步，是將「保衛團」人數

及職能至糾察工作，保護記者及
醫護人員，指揮即場交通等，
「減低警察存在意義」
第三步，是「擴大武裝力

量」，「備有長盾，棍，自製胡
椒噴霧，以求在槍械以外在裝備
上與警隊睇齊。」
第四步就是成立所謂「香港革

命黨」及「義勇軍」，「武力推
翻『港共政權』，實現『香港獨
立』，廢除原有行政及立法機
構，成立民選政府及議會。對外
與台灣建立『軍事同盟』，強迫
『中共』承認『中港』隔河，
『中台隔岸分治』之政治現實，
以策動『疆藏獨立』要脅（挾）
『中共』，否則成立『疆藏港台
包圍網圍堵中國』」云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暴徒已計劃在7月21日

的金鐘遊行時攻擊前線警員，並在網上討論區不斷發佈

所謂「購物指南」，除了一般的「防具」外，他們還重

點介紹了鐵支、前端有「少許鋒利」的行山杖，「可以

中短距離刺擊，易對皮肉造成傷害」，又介紹購買可用

於「投擲/棒打」的「露營鐵支」。有人更鼓動要「逐步

建立香港武裝力量」，要「武裝革命」，其所作所為令

人心寒。

自從沙田新城市廣場爆發暴力
衝擊以來，反對派一直對該商場
「死咬唔放」，昨日續有不少激
進分子再到商場聚集，部分人甚
至在管理處門外「留守」，令商

場內不少店舖都提早關門。不少網民批評反對派
「日日搞」新城市廣場，此舉動擾民兼討厭，有
網民亦批評有關人等的行為影響商舖做生意。

部分人管理處門外「留守」
新城市廣場是不少旅客，尤其是內地客的熱門

去處。有激進分子就在社交平台TG鼓動人去新
城市廣場「睇最新情況」。昨日所見，愈接近晚
上，新城市廣場內的客務中心便聚集愈多人，而
客務中心的櫃枱早已被一眾激進分子貼滿示威字
句，包括有人貼上「新城市廣場十分混亂，內地
同胞不要再來」，不少化妝品及服裝店於接近傍

晚起已提早落閘關門。有部分激進分子則在管理
處門外「留守」。
網民「Yeung Kan Lou」就在網上留言煽風點

火說：「日日玩，真得意。」「Alex Ox Cham-
kinGs」更鼓動人「踩上去office啦！」

網民批擾民極討厭
不過，更多網民對此表示不滿，「Cynthia

Yung」直言有關人等的舉動「擾民極討厭」。
「丫健」反問：「其實有冇諗過人地（哋）都要
做生意，甘（咁）樣搞到人地（哋）做生意都怕
左（咗）你地（哋）。」
「Wai Chue Poon」亦批評這些激進分子製造

垃圾，「太平D（啲）啦搞咁多嘢做乜嘢啊？」
「Ray Iao」更揶揄道：「尼（呢）d（啲）就

係港式民主咯，唔滿意就搞×人地（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反對派死咬「新城市」
害商舖提早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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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登帖文介紹「露營鐵支」、「雷神之
槌」等具殺傷力的「物資」。

■當晚一班暴徒不斷用傘柄狂毆一名警察。 資料圖片

■暴徒搬鐵支準備衝擊警方防線。 資料圖片

由本港70位各界人士共同發起的「守護香
港」集會將於本周六（7月20日）舉行，以
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反對暴力、維護香港
繁榮穩定的強大主流民意。近一個多月來，
連串無法無天、令人觸目驚心的流血暴力行
動，令本港法治、管治遭受嚴重衝擊，公權
力受到嚴重挑戰，前線警員安全受到嚴重威
脅，所有有良知、愛香港的市民，不能再容
忍違法暴力肆意橫行的亂象持續下去，沉默
的大多數要站出來，用行動表達最清晰、最
強烈的意願和心聲：香港不能亂！有良知、
愛香港的市民，必定會反暴力、護法治，彰
顯香港的核心價值，保障香港穩定和諧、安
居樂業；有良知、愛香港的市民，必定會支
持特區政府有效施政，支持警隊依法維護正
常秩序，恢復法治安寧；有良知、愛香港的
市民，必定會支持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攜手
同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
和諧，維護香港良好的營商環境。

過去個多月來一系列有預謀、有組織的暴
力衝擊，打破了香港的祥和安寧，喪失理
智、泯滅人性的暴徒，瘋狂攻擊警察，向警

察擲磚頭、鐵支、雨傘，潑腐蝕性液
體，甚至把警察手指

咬斷，一再上演血淋淋的暴行；暴力衝擊
「遍地開花」，散播仇恨，侮辱特首、特區
政府和警隊的「連儂牆」向全港各區擴散，
不時惹起暴力衝突，把本來和諧平靜的社區
變成一觸即發的戰場。違法暴力的歪風邪氣
正在像瘟疫一樣蔓延，若再不遏止，後果不
堪設想。

在此關鍵時刻，廣大市民、沉默的大多數
忍無可忍，勇敢站出來，擲地有聲警告衝擊
法治、濫用暴力的暴徒，以及在背後煽動暴
亂的「縱暴派」：信仰法治、尊重法治、崇
尚和平理性，仍然是香港不可動搖的核心價
值和主流民意，港人對法治的信仰、對和平
理性的執着沒有改變，「縱暴派」煽動的違
法暴力惡行嚇不倒守法治、重理性的廣大市
民，更代表不了主流民意。「縱暴派」和暴
徒不要錯估形勢、錯判民意，再不懸崖勒
馬，必遭主流民意的反制和懲罰。

過去個多月來一系列有預謀、有組織的暴
力衝突，矛頭直指特首和特區政府，目的昭
然若揭，就是要動搖政府管治根基，搶奪香
港的管治權，危及「一國兩制」；暴徒瘋狂
襲擊警察，「縱暴派」顛倒黑白，惡毒抹黑
詆譭警隊，企圖摧毀維護香港法治穩定的

「最重要防線」，陷香港於公權力失效的無
政府狀態。在此關鍵時刻，廣大市民、沉默
的大多數挺身而出，就是要傳遞清晰信號，
主流民意相信和支持特首、特區政府有決心
和能力依法施政，相信和支持警隊維護法
治、反暴力的決心和能力，警隊不會孤軍奮
戰。

日前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發表講話，提出三
個「不會變」：第一，中央堅定貫徹「一國
兩制」的大政方針不會變；第二，香港保持
繁榮穩定、明天會更好的大勢不會變；第
三，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兩個建設
好」的美好前景不會變。他還強調「三個堅
定支持」：中央堅定支持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繼續依法有效施政、積極作為；
堅定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履行職責，維護社會
秩序和保護市民安全；堅定支持廣大香港市
民「護法治、反暴力」的共同訴求和行動。
有中央和港人作為最堅強後盾，全港各界
「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特區
政府將振奮士氣，迎難而上，積極作為，虛
心聆聽不同意見，進一步改善施政，建設法
治、團結、安定、文明的香港。

過去個多月來一系列有預謀、有組織的暴

力衝突，傷害了香港一向引以為榮、安身立
命的法治和安定，傷害了香港良好的營商環
境，守法經營的企業一再遭騷擾、恐嚇，對
香港經濟民生、各行各業發展的負面影響正
在浮現，造成的巨大損失，最終要由全港市
民來「埋單」。在此關鍵時刻，廣大市民、
沉默的大多數振臂高呼「反暴力、護法
治」，就是要「反衝擊、振經濟、保民
生」，以強大的民意和輿論力量表明，商界
和廣大市民不會向惡勢力低頭，求穩定謀發
展才是香港的民意所向、大勢所趨。

商界和廣大市民清楚明白，法治和安定是
香港的根本福祉、最大福祉，沒有了法治和
安定，香港百業不興，外來投資、遊客急速
下降，打工仔收入大減甚至生計不保，生活
百上加斤。商界和廣大市民絕不會對違法暴
力惡行袖手旁觀，更不會縱容違法犯罪甚至
為暴行美化、開脫、撐腰。商界和廣大市民
必將以堅決的行動，維護香港法治、安穩、
祥和的營商環境和正常秩序，支持特區政府
盡快落實穩定經濟、改善民生的措施，讓香
港放下矛盾、重新出發，續寫獅子山下
同舟共濟、踏平崎嶇的新一頁。

有良知愛香港市民堅定站出來 發出反暴力護法治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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