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英網戰群黃 還警「屯氣」清白
批自以為「正義」便打砸燒 反詰「這不是聚眾鬧事是什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暴力衝擊持續多
月，暴徒文宣隊於多區設立所謂「連儂牆」，藉此大
肆張貼假新聞以侮辱政府及警隊，並張貼區選候選人
資料及抹黑對手等海報，以達至造謠抹黑、影響選舉
的公平性，甚至散播仇恨的目的，此舉亦為社區的環
境衛生帶來隱憂。三十多名「青年快閃．社區清潔」
的義工昨晨在九龍區進行快閃清潔，抱着不挑釁、不
衝突的原則清潔由深水埗至長沙灣的「連儂牆」。

昨日清晨，「青年快閃．社區清潔」三十多名義
工在九龍區進行快閃清潔行動，他們由深水埗快閃
至長沙灣，清潔深水埗麗閣邨及元州邨兩條「連儂
隧道」。他們攜同清潔用具，默默地全力清理貼在
「連儂牆」及街道上的海報，更有一名義工站在膠
馬上清理位於高處的海報。他們表示，抱持着不挑
釁及不衝突的原則，並不與同樣是香港人但不同政
見人士爭執，更指「香港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家」。

青年快閃 義務「清場」

前日傍晚，一名操普通話女子被暴徒扯髮及用黑
漆噴臉，女事主眼睛不能睜開及感到十分痛楚，一
度激動質問：「為什麼來香港會被人打？」一名中
年男子前晚在山東街近彌敦道遭黑衣魔圍毆，被毆
至頭破血流重傷昏迷倒地，黑衣魔更「意猶未
盡」，將他衣服全部扯脫，傷者幾近全裸倒臥馬
路，狂徒則施然離去，最後由救護車送院治理。資
深傳媒老友對自明憤然說：「黑衣暴徒對人權的無
視和蔑視已發展到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對市民瘋

狂濫用私刑，扯髮、用黑漆噴臉，甚
至打低除衫羞辱，這

些暴行玷污人類良心。香港目前私刑肆虐、踐踏基
本人權的行為泛濫，不能不令人質疑，香港還有沒
有免於人身安全和人格尊嚴恐懼的自由？」
老友續說，《經濟學人智庫》今年8月公佈2019
年全球城市安全指數，香港由兩年前的第九位急跌
至今年的20位，評分的四大範疇中，只得「個人
安全」一項位列全球首三名內。但是，香港「個人
安全」位列全球首三名內，完全不能反映現在的實
際狀況。「究竟今天出街是否安全？哪一區會有私
刑？哪一區會有刑事毀壞？哪一區會有堵路？哪一
區會有縱火？」這就是當下香港市民和遊客心中擔
憂和恐懼的真實寫照。
過去近五個月來暴力禍延全港，暴徒的目標不僅

是警員，但凡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普羅市民和遊客
都有可能遭受私刑，暴徒每到一地都無不帶來黑色

恐懼，市民不敢出門，全球旅客望而卻步，即便來
了香港也可能慘遭私刑，正如前日傍晚一名操普通
話女子質問：「為什麼來香港會被人打？」暴徒違
法行為愈趨暴戾，而且襲擊對象不再限於警員，但
凡與暴徒政見不同的普羅市民和遊客，就會被暴徒
圍堵毒打、綑綁、非法禁錮，施行私刑。老友喟
嘆：「曾是世界最安全城市之一的香港，正在自吞
『暴力之都』的惡果。如果暴力情況繼續惡化，每
一個市民和遊客都不能免於恐懼，港人再不徹底與
暴力切割，受害的是港人自己。」
老友續說，現在所有暴徒可能出現之地，店舖關

門，市面冷清，行人稀少，市民和遊客都擔心會被
暴力殃及。不少國家針對香港現時亂局，提醒訪港
旅客小心留意個人安全，至少有逾30個國家就香
港發出不同程度的旅遊警示，香港已從「旅遊之

都」淪為「暴力之都」。反修例行動發展到今日，
已經變得無法無天，「原來一班當初聲稱要令香港
人『免於恐懼』的人，原來係為香港帶來真正的恐
懼，係令到唔少香港人都感覺『人人自危』，甚
至人身安全
和人格尊嚴
都 受 到 威
脅。」老友
呼籲：「大
家唔想繼續
係咁，就應
該出聲，向
暴力、私刑
說不！」

打低除衫羞辱 香港還有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網上近月出現大
量與暴力衝擊事件相關
的傳言，當中不少是未
經證實，但在伊利沙伯
醫院急症室工作的醫生
梁子恆前日卻轉載傳媒
一項關於「示威者相信
傳言程度」的報道，並
留言指當中一些未經證
實針對警察的指控不只
是「傳言」云云。「抗
暴力醫護同盟」質疑梁
子恆的言論是否有實質
證據支持，批評他對警方提
出未肯定的指控可能違反醫
務守則。
梁子恆轉載一則傳媒報

道，報道的配圖顯示示威者
對多項涉「警暴」行為傳言
的相信程度，並留言暗示當
中「女示威者被警強姦」及
「女示威者被警性侵」的指
控是「事實」，並聲言「第
一二項唔係傳言，恕不詳
述。若果我有半句虛言，天
人共鑑」云云。
「抗暴力醫護同盟」質疑

梁子恆言論有何證據支持，
「到底這是你在急症室親自照
顧過女示威者而發現，還是透
過『垃圾傳媒』聽回來呢？還

是，你只係肯定有參加調查的
示威者，例如你自己，均同意
第一第二項嘅傳言呢？」
「抗暴力醫護同盟」批評

梁子恆在網上發表煽動仇警言
論，要求他就有關言論作出澄
清，質疑他的言論已經違反醫
務守則中醫生不能向市民發表
令人不安，卻又未經肯定言論
的規定，呼籲市民就其言論向
醫務委員會作出投訴。
另外，「抗暴力醫護同

盟」又透過公開醫務人員登記
資料發現，梁子恆至今仍未考
獲急症科專科資格，質疑他曾
自稱「急症室註冊醫生」會令
市民誤會其專業資格，認為情
況可能違反醫務守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競逐連任東涌
南區議員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阿鼎），
日前又被一些無聊網民造謠抹黑，聲稱他的妻子
蘇婉恩「任職於《紐約時報》，並且持有綠卡」
云云。昨日，周浩鼎於facebook作出澄清，指他
與妻子同屬中國籍，並嚴厲譴責所有抹黑誣諂的
行為，和保留一切追究權利。
「傑出關公災難」日前在facebook的專頁中，

貼上一張寫着「【突發】中國在香港的『共產黨
主將』周浩鼎，被揭發其妻蘇婉恩（Alice So）
竟然任職於《紐約時報》，並且持有綠卡」的圖
片，有大批網民在底下評論區中盡信謠言，更有
人附和稱是「事實」，又謂自己「有朋友識佢老
婆」云云。
對於有人於網上故意發放虛假消息，周浩鼎昨

日拍片作出嚴正聲明澄清，指自
己與妻子同屬中國籍，持有香港
特區護照，更從沒有申請過任何
綠卡。
他認為選舉臨近，有人企圖以

抹黑誣陷方式影響他的選情，此
乃旁門左道無賴行為。因此，他
嚴厲譴責所有抹黑誣諂的行為，
並保留一切追究權利。
不過，煽暴派網民依然在其帖文

下留言滋擾，並抹黑稱「明白」
他，似乎想繼續傳綠卡謠言，甚至有人蠻不講理稱
他「刻意」拍片澄清是「分明有D（啲）嘢」，
「Kenny Leung」甚至稱︰「驚未退選囉。」
部分支持者則留言強調信任周浩鼎，叫周浩鼎

不用理會這種伎倆。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亦
留言為周浩鼎打氣︰「反對派疏於地區工作，只
好用抹黑造謠一招。兄弟加油。」
同區候選人還有劉永賢、王進洋、黎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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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暴「綠卡」抹黑 阿鼎：夫婦皆中國籍

林超英表示，他的前文已經清楚解釋所謂
「大興行動中心是催淚煙源頭」是沒有

根據的言論，以錯誤理解去該處要求「交
代」以及堵路破壞屬於無理行為，反詰這不
是「聚眾鬧事是什麼？」
林超英又引述媒體報道：「一批人晚上8
時半開始到屯門警察大興行動基地旁的建生
邨聚集，要求警方交代氣味是否與警方有
關。聚集的人高叫口號，部分人用激光筆照
向基地，更在良運街架設路障。晚上10時15
分，有示威者在建生邨良德街破壞商舖及縱
火。」

林遭圍攻 諷黃自稱「不忘初衷」
他質問「黃絲」網民，架設路障與要求交
代有何關係？破壞商舖及縱火與要求交代之
間又有何關係？言下之意，指這些人只是不
斷找藉口去做違法的事。
林超英認為，不明氣體在屯門造成傷害，
政府的確有不可逃避的責任去調查，市民可
以敦促政府多做工作，但是真相不能靠
「打、砸、燒」獲得。他苦口婆心地闡釋：
「凡事以為正義在我就『打、砸、燒』，道
理放在一邊，社會只會一片混亂。」
對於自己被大量「黃絲」留言圍攻，林超
英諷刺道，不過是講出事實就遭圍攻，這場
所謂爭取自由尤其是言論自由的「運動」，

竟還自稱「不忘初衷」！
林超英在文末申明，自己fb頁面提倡理

直氣和，也盡量容許多元討論，但是幾天
來不斷有留言只講他本人卻不討論事情，
指這樣的言論沒有意義。他呼籲各位網友
留言時配合頁面的精神主旨，勿再對人不
對事。

明理網民撐林講科學事實
留言區有「黃絲」繼續反對和謾罵，但仍
有不少明理人士撐林超英。「Lewis Chan」
表示：「支持林生，少數為真相敢言的有識
之士。真心為香港人，不向黑色暴力低
頭。」「Wilkie Luk」留言：「林先生不用
介懷，多謝你科學方法分析。他們常說：黃
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科學事實就是黑
白，他們亦視而不見，他們真的有良知嗎？
」「Chung Wai Ho」亦表示支持：「非常
認同，破壞得徹底，仲有每次的私了令人心
寒。」
林超英的文字似乎也啟發了一些原本偏黃

的網民，「Steven Wong」留言：「你提出
的（觀點）確有讓人反思的價值，但有人表
示甚（什）麼，或是討論你焦點以外的東西
也是多元討論之一吧，認同你話香港現正是
講事實就會接受壓力，但願林生繼續尋真，
加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日前在社交網站發文，

用科學方法解釋日前屯門出現不明氣體並非來自警方大興行動基地，並稱

當晚包圍基地的「市民」屬「聚眾鬧事」，隨後眾多「黃絲」網民湧入其

fb頁面留言，批評他用詞欠妥，但林超英毫不示弱，昨日再發一文反駁眾

人，指出不過是講出事實就遭圍攻，這場所謂爭取自由尤其是言論自由的

「運動」，竟還自稱「不忘初衷」！雖然仍有人在下方留言區謾罵，但有

不少網民挺身而出仗義執言，表示支持林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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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要五頭：林超英發文反駁網友圍攻

屯門多個地點於上月底
（10 月28 日）傳出刺鼻氣
味，有不明真相的市民及暴
徒聲稱氣味起因是警方在大

興行動基地「亂放催淚彈」，或是解放軍
駐港部隊在青山練靶場演習，更以此為借
口連續多晚聚眾鬧事。前天文台台長林超
英曾在網誌中指出，經分析當日的天氣資
料後，可排除不明氣體來自該兩處，並相
信這些刺鼻氣味或來自屯門北面的礦山村
一帶。日內經過與網友討論分析，林超英
昨日再次發文補充資料，證實上述結論之
餘更釐清了事件的一些疑點。
林超英在補充的網誌中用一幅平面圖

展示了青山操炮區的地形（圖1），操炮
區以橙色線標記，圖中1至6的位置跟上
篇文章一樣，啡色線是青山的山脊線。
他分析指，由於有網友提到青山以西或
有可疑源頭，故用兩個圓圈標記較明顯

的山坳口，另外也根據香港政府地圖將
兩個有「靶場」名字的地點，標記為A與
B，在西北偏北風背景下，假設A有氣體
排出，氣體有可能經過山坳G1去到良景
邨（1）和寶田邨（2），至於B點，它的
下游不涉及今次不明氣體影響範圍，毋
須理會。
針對上述可能性，根據青山練靶場和

屯門良景邨和寶田邨相對位置的立體圖
（圖2）觀察，兩者之間有青山山脈，有
網友指出的坳口在圖中標記為G1，假如
青山練靶場有氣體產生，輕於空氣的會
升上天不影響周圍任何人，重於空氣的
會貼地隨風向東南偏南飄移。
林超英指出，一個基本問題是，重於空
氣的氣體即是要用力抬起才能爬上山，能
否上山和能夠爬多高視乎當時大氣層的所
謂「層結」，也可以叫「穩定度」。而當
日（10月28日）轉北風反映微弱冷空氣

到港，29日氣溫低了幾度，有理由相信28
日下午空氣相對穩定，空氣本身爬坡上山
都會吃力，更遑論托不明氣體上去，因此
不一定能去到山坳口G1。

酸餿味非催淚味
另外，林超英得悉11月1日有媒體曾

派記者去礦山村考察，為事件分析增添
了幾條線索。該記者報道指礦山村（F）
的村民和竉物場（E）的工作人員都受不
明氣體影響，其中一位聞過催淚煙，此
人形容當日的氣體：「很強酸酸餿餿氣
味 … … 好攻眼、辣喉，好辛苦，唔同
催淚，係另一種氣體。」側面證明氣體
並非催淚煙。
報道中另一處值得留意的地方是，在

該處斜坡上最高位置的「光孝仙苑」
（D）的職員稱「當天沒有聞到不明氣
體」，從立體圖觀察，如果有氣體從坳
口向下流，必須先經過D才到E和F。綜
合記者報道，林超英推論沒有不明氣體
從坳口下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查地圖尋「味源」礦山村有可疑

■義工清潔由深水埗至長沙灣的「連儂
牆」。 家在香港Home Kong fb 圖片

◀圖一青山操炮區和兩個靶場相對於屯門的
位置。 網誌圖片

▲圖二青山練靶場與良景邨和寶田邨的相對
位置立體圖。 網誌圖片

■林超英發文反駁「黃絲」。 fb截圖

■梁子恆暗示警方不當對待示威者
的傳言真有其事。 fb圖片■周浩鼎作出澄清，指他與妻子同屬中國籍。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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