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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再施「先遊後衝」慣伎 狂言燒村殺人拆祠堂

元朗遊行勢濺血
各界促警拒放行
圖
網上截

圖
網上截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圖
網上截

25

星期四

2019 年 7 月

天晴酷熱 局部驟雨

己亥年六月廿三 初八立秋 氣溫 28-33℃ 濕度 70-90%
港字第 25328 今日出紙 3 疊 8 張半 港售 10 元

■「連登」
上有多帖叫囂燒村、燒祠堂。

■「連登」
帖子揚言燒村祭旗，報
「血海深仇」
。

■「連登」
上有多帖狂言不惜燒死人。

■ 暴徒叫囂周六
要在元朗燒村、
要在元朗燒村
、
拆祠堂。
拆祠堂
。 圖為本
月 21 日港島
日港島「
「和
平遊行」
平遊行
」後，暴
徒在上環縱火燒
路障。
路障
。 資料圖片

縱暴派藉 21 日的元朗白衣人衝突事件
日的元朗白衣人衝突事件，
，連日來
借題發揮挑撥香港民間矛盾，
借題發揮挑撥香港民間矛盾
， 聲言會
聲言會「
「 武裝升
級」於本周六
於本周六（
（27 日）攻入元朗村落
攻入元朗村落「
「放火燒村
拆祠堂」
拆祠堂
」報復
報復。
。他們的言論並非只是說說而已
他們的言論並非只是說說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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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已到村落「
有人已到村落
「踩線
踩線」，
」，了解地形及環境
了解地形及環境，
，更拉
斷村內電訊網絡，
斷村內電訊網絡
，令該村部分通訊一度停頓
令該村部分通訊一度停頓。
。暴
徒更計劃於遊行當日把涉暴物資運入元朗，
徒更計劃於遊行當日把涉暴物資運入元朗
，有人
暗示會帶備縱火物品燒村。
暗示會帶備縱火物品燒村
。為了達成這令人齒冷
的險惡目的，
的險惡目的
，煽暴者擬申請
煽暴者擬申請「
「不反對通知書
不反對通知書」，
」，
企圖再次進行「
企圖再次進行
「假遊行
假遊行，
，真衝擊
真衝擊」。
」。種種網上情
種種網上情
拒發「
拒發
「不反對通知書
不反對通知書」（
」（見另稿
見另稿）。
）。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張得民、
、齊正之
21 日晚元朗發生白衣人暴力衝突，有煽暴者乘機在網
7月上煽動「報復行動」，不斷在連登討論區及
Telegram 煽

動「燒村行動」，聲言要在 27 日「殺入」元朗「燒光所有
圍村及拆祠堂」。有煽暴者更於 22 日刻意在網上發動所謂
「燒村公投」，兩日內竟獲得超過 3 萬個「正評」，有人更
聲言「禍必及家人，一定要燒村」。

派人踩線
「燒村起墳」
其後，有人覺得消息外流不利當日行動，及有助警方進行
「煽動暴力」的刑事調查 ，前日發貼要求「連登」管理員
刪除有關貼文。雖然該批貼文被迅速刪走，但有人仍在一些
留言區留言稱「明嘅」，暗示已「心領神會」當日的行動。
有暴徒把當日的行動命名為「燒村起墳」。
為了實施這個險惡「計劃」，有人更親自到某村落「踩
線」，更刻意拉斷通往該村的電訊網絡，令到該村部分網絡
通訊一度停頓。
近期多次暴力衝擊事件都是由遊行演變而成，今次煽暴者
亦打算重施故伎，先申請在當日遊行，企圖藉此召集更多人
參與，再在遊行期間乘機發動暴力衝擊。在連登及Telegram
已有多名煽暴者研究當日的襲擊計劃，更有人放上元朗地圖
詳述如何進攻元朗一帶，就連圍村的祠堂位置也有清楚標
示，「假遊行、真暴力」的目的已非常明顯。有大批暴徒亦
表明就算當日沒有獲得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也會照計
劃「殺入元朗」報復。

起底村民計劃施襲
在聲稱要「燒村」外，有人亦計劃在當日針對元朗圍村居
民施襲，聲言當日「要捉住 d（啲）白衫打」。暴徒近日發
動大量網軍進行起底行動，目標針對所有圍村居民，就連老
人及婦孺都不放過，把所有有關人物的相片放在 Telegram
群組，企圖在當日施襲。
據了解，為準備當日行動，煽暴者已開始調配物資，打算
在「727」早上把涉暴物資運入元朗，同時，他們也呼籲參
與者在當日自備防具、雨傘及行山杖等，準備隨時行動。
除武器防具外，亦有人暗示會帶縱火物品到現場，更用
「雞尾酒」作代號掩人耳目，企圖在當日發動大規模暴力衝
擊，放火燒村。有網民直言，警方應全力阻止隨時可能出現
大量人命傷亡的所謂「和平遊行」，包括對遊行不發出「不
反對通知書」。

■ 暴徒在上環掟石
襲警。
襲警
。 資料圖片

■ 元朗圍村居民生活
一向平靜。
一向平靜
。 資料圖片

■ 元朗不少祠堂列為法定古蹟
元朗不少祠堂列為法定古蹟。
。 資料圖片

十八鄉函警方：批准遊行後果嚴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港獨」分子擬於本
周六在元朗舉行所謂「光復元朗」的遊行，聲稱要抗議
元朗早前發生的白衣人襲擊事件，並正向警方申請「不
反對通知書」。不過，網上愈來愈多情報顯示，暴徒擬
將暴力升級，令這場遊行變得極高危。十八鄉鄉事委員
會主席程振明昨日去信元朗警區指揮官李偉文，強烈反
對警方向遊行批「不反對通知書」，並警告若「放行」
後果嚴重。有法律界人士認為，根據國際公約，警方有
法理基礎拒絕批出「不反對通知書」。

「獨人」
搞手有暴衝前科
程振明在信中指出，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強烈反對警
方批出「不反對通知書」，特別是網上流傳有人會在
當晚攻擊南邊圍，而遊行申請人鍾健平也有暴力衝擊
的前科。

信中指出，鍾健平是「港獨」組織「港人自決」的
成員，曾在 2013 年 7 月 1 日遊行期間衝擊警方防線，
被控非法集結，而過去一個月的集會遊行，幾乎「每
次集會後都發生嚴重衝擊」。基於這些理由，倘警方
仍向鍾健平批出「不反對通知書」，「一切嚴重後果
全部由警方負責」。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傅健慈博士指出，觀乎本港近月整體的形勢和趨勢，
暴徒不斷利用集會、遊行示威的方便，進行破壞社會
安寧和秩序的極端違法行為，問題更愈來愈激烈。
他指出，根據國際人權公約、《香港人權法》和
《公安條例》，警務處處長絕對有權不批准任何危及
社會秩序的遊行示威申請，避免警察和其他無辜的市
民受傷，保障社會安寧和維護法紀，這是合情、合
理、合法。

「獨人」
搞手叫囂：警不批照遊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獨」分子鍾健平
擬於本周六舉行所謂的「光復元朗」遊行，昨日與警
方開會商討交通安排。鍾健平指警方會上引用了《公
安條例》第二百四十五條涉及多項法律字眼，他要先
尋求法律意見，會議因而「不歡而散」。他更聲言，
即使活動最終未獲發「不反對通知書」，他也「霸王
硬上弓」在周六下午3時舉行活動。
「光復元朗」遊行原訂本周六下午 4 時半出發，
但由於主辦團體預料當日的遊行人數眾多，昨日改
變計劃，決定將遊行提前至下午 3 時出發，路線則
由水邊村經大馬路遊行到西鐵站。
鍾健平昨日與警方開會。他聲稱，會議原訂有港

鐵及巴士公司職員參與，討論當
日的交通安排，但他到場時港鐵
及巴士公司職員已陸續離開。
鍾健平續指，昨日的會議是
就遊行安排作出協調，但警方席
間引用《公安條例》第二百四十
五條，令他的建議變成「具法律 ■「獨人」鍾健
效力的陳述」，因而決定停止會 平。 網上圖片
議，以便尋求法律意見。
他聲言，即使警方最終拒絕就遊行發出「不反對
通知書」，也一定會如期舉行，「就算得我一個
人，這個遊行都會繼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將於本月 27 日進
行的所謂「光復元朗」示
威鬧得沸沸揚揚，香港
10 所大學以及演藝學院
的校長或高層昨日向學生
發出聯署電郵，指有關情
況可能會變得非常危險，
強 烈 懇 請 （make the
strongest plea）學生遠離
行動，保障人身安全。
聯署成員包括港大校
長張翔、中大校長段崇
智、科大校長史維、理大
校長滕錦光、城大校長郭
位、浸大校長錢大康、嶺
大校長鄭國漢、教大校長
張仁良、公大校長黃玉
山、仁大常務副校監胡懷
中，及演藝校長華道賢。
電郵提到，對於過去
周末發生的事情感到震驚
及悲痛。他們留意到本周
末在元朗正籌劃進一步行
動，由於情況持續演變，
可能會變得非常不穩定和
危險，強烈懇請學生為了
自身安全遠離相關行動，
並好好照顧自己。
信中續指，學生若有
需要，可以聯繫各校的學
生辦事處尋求協助，各校
將會全力提供協助。

大專校長懇請學子遠離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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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也顯示這次遊行極度高危，
報也顯示這次遊行極度高危
，各界齊聲要求警方

兩區家教會籲
保護子女安全

元朗區家長教師會聯
會、屯門區家長教師會聯
會及家校會主席湯修齊亦
發出聯合聲明，指因應周
六、日於元朗可能有大型
示威，兩區家長非常擔心
子女人身安全，呼籲各方
必須克制，以理性及和平
方式表達意見，千萬不要
影響到兩區市民正常生活，更加不要讓
暴力蔓延，影響任何人人身安全。
他們並呼籲盡量避免前往有可能發生
危險的地方，家長應教導子女關心自己
及他人的人身安全，並保持冷靜與子女
共同面對困難時刻，同時關心子女的精
神健康，如有困難應與學校校長、老師
和社工保持聯繫，在需要時盡快尋求專
業協助。而教育局則應加強元朗及屯門
學校教育心理學家、學生輔導及行政支
援，警方則要增加人手加強巡查，確保
學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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