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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徒毀何君堯雙親墓人神共憤
黑衫軍「清算」起底議員資料 何勸自首「勿存邪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蕭景源）本周日西鐵元朗站發生
的「黑白大戰」，與反對派林卓廷「並肩作戰」的黑衫軍事後在
網上公佈「清算名單」，立法會新界西議員何君堯有關的設施及
其家人也名列其中。何君堯位於荃灣、天水圍和屯門的辦事處兩
日內分別被破壞和貼標語滋擾，已喪心病狂的狂徒昨日竟到屯門
良田村破壞何君堯父母的墳墓。何君堯痛斥歹徒的惡行人神共
憤，並勸喻歹徒盡快自首，並呼籲市民停止傳播恐嚇信息，「爛
咗啲嘢可以修復，但如果你的心靈係邪惡的話，對你無好處。」

在本周日西鐵元朗站黑、白衣人大
衝突後，網傳何君堯與一名白衣

人握手而被捲入今次風波中。本周
一，有人在網上公佈一張「清算」名
單，包括鄉事派人物、祠堂、鄉公
所，何君堯的家人住址和父母墳墓也
在名單上。繼何君堯位於荃灣荃豐中
心的辦事處前日被大批紋身黑衣口罩
黨大肆破壞後，昨日再有人發起圍堵
何君堯議員辦事處的行動。

兩辦事處遭示威者滋擾
昨日下午 2 時許，有 30 多人到何君
堯位於天水圍天華邨的辦事處，部分
人戴上口罩及手持雨傘，在辦事處大
閘外拉上黃色膠帶，並在玻璃貼上便
利貼紙，貼紙寫上「官黑勾結」等字
句。議員地區辦事處職員一度與貼便
利貼市民理論，其後有多名警員進入
議辦內了解，門外的包圍者大叫「留
返啲雞蛋去屯門」後隨即四散。
下午 3 時，辦事處拉閘關門，職員與
警員一起離開。
下午 3 時許，近百人轉移到屯門美樂
花園何君堯另一個辦事處，惟辦事處
已落閘，示威者遂在閘門上貼上標

語，又向閘門擲雞蛋。有人在辦事處
閘上貼上寫有何君堯母親墳墓地址的
紙張，更在門外放置香爐並上香、撒
香爐灰、獻白花等。
其間，有警員接報到場，要求在場
者出示身份證及搜身，有滋事者鼓
譟，但至下午5時自行散去。

▲警方到場調查，案件列作刑
事毀壞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何君堯促停恐嚇信息
在下午近 4 時，一個網上討論區流傳
何君堯父母位於良田村墓園的墓碑遭
破壞的照片，相中見有人向墓碑舉起
中指，而何君堯父親和母親的墳頭墓
碑分別被推倒，其中一個墓碑被噴
漆，墳墓後面的牆身被噴上「官黑勾
結」等黑色字句。軍裝警員和重案組
探員封鎖現場調查，何君堯傍晚到現
場了解和視察先人墳墓被毀情況。
何君堯在離開時一臉肅穆，並向在
場記者表示：「以中國人的傳統，你
有乜嘢問題，可以同我慢慢傾，唔需
要搞我已故父母墳頭。」
晚上，何君堯又在個人facebook上指
這件事已是人神共憤，並勸歹徒盡快
自首，而若歹徒願意自首，他和已故
父母都會原諒他：「爛咗啲嘢可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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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但如果你的心靈係邪惡的話，對
你無好處。」
他續說，雖然他很憤怒，但仍保持
平復的心情，「人間正道是滄桑，天
地是會有正氣。」他呼籲網民停止傳
達恐嚇信息，「大家要停手，唔好再
咁玩法。」
警方則表示，昨日下午 4 時 46 分接
到 55 歲姓鄧男子報案，指墓園有兩個
墳墓受損，要求派人到場調查。
案件列作刑事毀壞案，由屯門警區
重案組接手調查。

■何君堯天水圍辦事處遭滋擾
何君堯天水圍辦事處遭滋擾。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建制批毀墓惡行：文明社會之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暴徒近日將矛
頭對準立法會新界西議員何君堯，除在網上肆
意圍攻及公開家人個人資料外，其辦事處亦遭
大肆破壞或圍堵，其父母的墓地更遭暴徒肆意
破壞。40 名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昨晚發出聯署聲
明，強烈譴責有關的卑劣的刑事毀壞行為，而
何君堯竟因敢言而受到「抄家滅祖」式的對
待，是文明社會之恥，是香港法律及社會道德
不能容許的。他們促請警方嚴肅追究犯事者，
並呼籲必須停止挑動敵對仇恨，停止製造違法
暴力事端，否則香港將永無寧日。

聯署促警方嚴肅追究
建制派議員在聯署聲明中指出，針對何君堯
的卑劣的刑事毀壞行為，用意惡毒無比，「涉
及受影響議員整個家族並傷害其感情，這都是
香港法律及社會道德不能容許的，實在天理難
容！我們予以強烈譴責，並要求警方嚴肅追究
犯事者。」
他們並強調，社會必須停止挑動敵對仇恨，停
止製造違法暴力事端，否則香港將永無寧日，人
人自危，家家難安，所有市民都會受害。「在強
調言論自由的香港，一個敢言的議員竟然受到抄

聯
署

家滅祖式的對待，這是文明社會之恥。暴力不能
解決問題，我們呼籲香港社會各界和平克制，理
性對話，不要讓暴力蔓延！」

越道德底線絕不容忍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批評，暴徒破壞何君堯的地區辦事處，大肆破
壞內裡的設施，更公然將電腦抬走，現在更破
壞何君堯父母的墓碑，已超越道德底線，是絕
不能容忍的，更慨嘆做出此事的年輕暴徒，到
底是受了什麼人的影響。
立法會「六人組」、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
說，正所謂「禍不及妻兒」，現在暴徒不單止
針對議員的妻兒，就連過世的祖先也不放過，
所為「離晒譜」、「有損陰德」。
他直言，這一小撮不法之徒的惡行已經令香
港社會承受很大的苦果，呼籲警方應該嚴正執
法，不要讓這些不法之徒有機會繼續搞事、破
壞社會安寧。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評暴徒所為已經
威脅到議員整個家族的安寧，手法更有違道
德、用意惡毒，天理不容，令人震驚，無論是
在香港法律以至社會道德上都是不能容許的。

民建聯：李慧琼、陳克勤、蔣麗芸、周浩鼎、黃定光、柯創盛、梁志祥、
陳恒鑌、葛珮帆、何俊賢、劉國勳、張國鈞、鄭泳舜

她續批評，是次事件並非偶然及惡作劇，而
是縱暴派及其支持者一口咬定西鐵元朗站事件
與何君堯有關，暴徒即瘋狂攻擊何君堯，且越
來越離譜、過分。香港是法治社會，所有違法
事件均應由警方處理，暴徒所為是絕對不能容
忍的。

起底家人手法已失控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透露，何君堯十分
愛錫自己的母親，記得當日其母親去世時，何
君堯就缺席了立法會會議，專心辦理喪事，現
在暴徒竟公然破壞其父母的墓碑，他深深感受
到何君堯的憤怒。
他批評，暴徒僅根據片言隻語，就一口咬定
何君堯涉及元朗衝突事件，大肆破壞何君堯的
議員辦事處，更針對其家人起底、攻擊，而這
些可恥的手法已經失控，無法無天，必須嚴厲
譴責。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形容此事「人神共
憤」，並批評縱暴派倘不與這些暴徒割席，就
是在縱容暴力，與暴力「同行」。現在，市民
對這些暴力行為已經感到厭倦，希望有關人等
收手，一起共商如何走下去。

「六人組」
：廖長江、馬逢國、姚思榮、陳健波、陳振英、謝偉銓
新 民 黨：葉劉淑儀、容海恩

名

工聯會：黃國健、郭偉強、麥美娟、陸頌雄、何啟明

自 由 黨：張宇人、易志明、邵家輝、鍾國斌

單

經民聯：林健鋒、張華峰、梁美芬、石禮謙、盧偉國、劉業強、吳永嘉

其

他：潘兆平、謝偉俊、陳凱欣

「連登仔」煽做嘢 事後屈「白衣人」
「連登仔」前晚煽動激進分
子毀壞何君堯已故父母的墳墓
#
後，有人即於昨日「做嘢」。
有人更企圖插贓嫁禍，聲稱毀
何君堯父母墳者是「白衣人」以至是「區內黑
社會」，更繪形繪聲稱這是有人「欠債不還」
所以被搞。不過，不少頭腦清醒的網民在看到
毀墳者留下的語句，認為有人發放假消息，企
圖混淆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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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黑何君堯付錢搞襲擊
香港文匯報昨日踢爆，有名為網民「多啦A
片」者在連登討論區公開了何君堯已故父母親
的墳墓所在地，更稱：「成個墳場好細，好易
搵。」「宇文護」就稱：「何律師錢務繁忙，

◀何君堯在場時一臉肅穆，指
事件是人神共憤，並勸歹徒盡
快自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唯有我地（哋）幫一幫佢拜祭亡母。」「飛鳥
あっしゅしゅ」叫囂稱：「起佢老母副骨出嚟
喂（餵）狗啦！」「遊棄王」聲稱：「拿5毒
加死黑狗屍，經血撈落d（啲）骨一 齊。」
在昨日有人毀墳後，名為「炸の薯條技
師」者就在「連登」發帖，稱是「元朗黑社
會反轉豬肚，毀何先生母親墓碑」，企圖在
無證據下抹黑何君堯付錢予黑社會發動此前
的元朗暴力襲擊，而毀墳者是區內的黑社
會，「可惡到極的元朗黑社會，打人事件後
竟反口要求十倍價錢，何先生不肯就範，黑
社會竟派人毀何先生母親墓碑。」
不少激進分子亦在多個 fb 專頁、群組發
帖，轉發類似訊息，包括在「佔中」期間向
警員撥污水而襲警罪成的「社工」曾健超。

他在帖中聲稱：「何妖，你以為行惡冇報
應，咩都唔洗（使）找數呀？」「港獨」沙
田區議員陳國強助理邱文勁則涼薄發帖，
稱：「何妖老母山墳石碑壽終正寢。」
不少轉貼有關消息者個個都聲稱「已經
fact check」， 但個個都未能提供確實證
據。「Fung Kai Wing」發帖，帖中只上載
了一張來歷不明的對話圖，聲稱：「經教友
同意後，手足公開對話內容。中華基督教會
屯門堂教友指，何君堯父母墳墓被毀一事，
實為黑社會嫁禍學生。」

網民批搞事者插贓嫁禍
不過，不少醒目網民並無中計，直言黑社
會最「信邪」，搞人山墳之事可能性極低，且
根據毀墳者現場噴漆留字中所謂「官黑勾
結」，及明目張膽留下黑社會組織名稱及一黑
社會中人的名號，證明有人企圖插贓嫁禍。

■ 另一間屯門美樂花園辦事處亦
難倖免。
難倖免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明敏譴責暴徒目無法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
法會議員何君堯繼辦事處遭暴徒嚴
重毀壞後，其父母的墳墓更被人大
肆破壞。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著
名歌手張明敏對這些暴徒的惡劣行
為表示非常憤怒，促請警方盡快將
暴徒繩之以法。
張明敏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近日香港出現的混亂情況，令他非
常痛心，周日發生暴徒圍堵中聯辦
大樓，污損國徽並噴塗侮辱國家民
族的字句，以及元朗發生無差別襲
擊市民事件，更可形容為香港最黑
暗的一日。他譴責暴徒將怨氣發洩
在國家駐港機構和無辜市民身上，

根本是挑戰法律，目無法紀。
何君堯的辦事處及其父母的墳墓接
連遭受破壞，張明敏強調這是絕對不
能接受的，一個為民請命的議員的辦
事處，竟公然被大肆破壞，就連祖墓
亦被毀，與損壞中聯辦大樓暴徒所做
的劣行如出一轍。不過反對派從未對
破壞中聯辦的暴力行為作出譴責，反
而只批評元朗暴力事件，完全反映反
對派的雙重標準。
他表示，何君堯已澄清與元朗的
事件無關，在沒有任何證據下，暴
徒仍上綱上線，誣陷何涉及事件，
更動用私刑作出天理不容的違法行
為，故必須作出嚴厲譴責。

市民慰問支持
導演陳欣健：何君堯你永不會孤獨，有我！
導演徐小明：希望對何君堯表示慰問和支持！
公關何小姐激動地說：真不知有何辦法表示對何先生的關懷？呢
班人是恐怖的黃衛兵， 掘人山墳咁賤格的行為都做得出，可
恨！ 已經沒人敢大聲疾呼對抗呢班發癲畜牲，政府要撐何君堯
呀！何先生，你代表香港許多沉默者的聲音，你至少代我及我的
家人發出了怒吼！謝謝你的大義大勇！
傳媒人吳小姐：要還何君堯公道！
林小姐極氣憤：何老太唔好放過班衰人呀！
朱小姐： 何生不能退縮，事已到此一定要同這些人幹到底。 我
很多朋友都說支持你， 何君堯繼續努力！

「陳趣明」直言：「黑社會信邪，黑青
（『反修例』的激進分子）無有怕嘛！」
「Chau Ming Chung」亦道：「最好 X 和
（黑社會組織）攪（搞）完你祖墓會留『X
和字」喇……想知點解要嫁禍學生要留『✕
和字』呢？」「Karine Chiu Spring Roll」
附和道：「同埋如果係佢地（哋）（黑社
會），又點解會寫升天南（據稱元朗暴力襲
擊當日是由一綽號『飛天南』者吹雞，塗
『升天南』即咒佢去死）呢？」
「eddy Li」就根據這些塗鴉逐步排除嫌
疑人：「『官黑勾結』：排除黑（白）衫人
做；『飛（升）天南』：排除飛（升）天南
做；『和X和』：排除和 X和做。邊有黑社
會做完衰野（嘢）留自己個朵咁硬膠㗎，以
為自己係俠盜黑玫瑰咩~」
「Kwan Ray」 也 道 ： 「 收 數 就 唔 會 噴
『官黑勾結』喇！其實討論黎（嚟）都冇

■曾健超在
fb 為「連登
仔」散播謠
言。
fb截圖
用，係定唔係比（俾）人嫁禍都中晒伏
喇……點都有人認為係示威者做！」「Juri
Zhu」亦道：「小朋友睇得太多古惑仔！從
來犯法者，都會想盡辦法去掩飾自己罪行！
犯案後會留證據係（喺）現場，做多左
（咗）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犯法者自
己小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