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謠言：躲避催淚彈而跨過3樓圍牆失
足墮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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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只見消防不見警

從停車場地下一條影片
所見，大批防暴警約於

本月4日凌晨1時05分進入停車場地
下，地下另一個閉路電視則拍下他們
於接近1時07分經過；二樓閉路電視
片段則拍到約於1時06分，一名黑衣
人引領兩名消防員到達傷者所在位
置，其後陸續有多名消防員到場。

影片顯示，到1時15分始有大批
防暴警到達該位置，並僅停留不
足1分鐘便離開；三樓閉路電視片

段則未有拍到傷者或防暴警員。
綜合上述證據，可以推斷應該

是一名黑衣人率先發現傷者，然
後引領消防員到達傷者所在位
置，最後才是防暴警察到場。事
實上，根本無證據顯示，警員早
已在停車場內，並與周梓樂追
逐，相反有片段顯示警員在周梓
樂墮樓後才到場，因此關於「周
梓樂被警員追捕時不慎墮下」之
說亦不攻自破。

破解：領展10段分別來自尚德邨停
車場6部閉路電視於本月3日晚上11時
30分至4日的影片，均無拍得現場曾有
催淚彈射入停車場，連煙霧瀰漫的情況
也沒有，與警方指當時施放催淚彈與周
梓樂墮樓位置相距至少120米之說吻
合，亦證明周梓樂因躲避催淚彈而跨過3
樓圍牆、失足墮樓之說屬子虛烏有。

10段閉路電視片段均未有拍
到周梓樂墮樓的經過，而片段的

拍攝時間相信是由他墮樓前已開始。在他墮
樓直至被發現，其間沒有拍得警員影蹤，更
遑論是「推人落樓」的經過。

影片並顯示，警方在周梓樂墮樓後才進入
停車場，故除非整個「推下樓」的過程均是
在鏡頭「死角」下發生，及「下手」警員進
出停車場均能成功避過所有鏡頭，否則「警
方故意推周梓樂落樓」之說難以成立。

10天眼片證科大生墮樓後警到
領展放片篤爆煽暴派「避彈失足」「警推落樓」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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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責任編輯：霍柏宇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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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 1 時 10 分，一
輛救護車A492確曾在

唐明街及唐俊街交界，但該車是
被指派去處理廣盈閣一宗氣促求
助。到達該交界時，有市民要求
救護車處理廣隆閣一宗頭部受
傷，而周梓樂墮樓是1分鐘後才召
喚，所以該救護車與周梓樂案無
關。

救護車 A344 才是處理周梓樂
案，該車因為有人堵路，連路口
都未去到，要兜去廣明苑進入。
凌晨 1 時 20 分去到廣盈閣，但有
私家車及消防車停泊無法進入，
救護員徒步去停車場救治周梓
樂。其間沒有遇到警方阻延。

領展昨日於 Twitter （https://twitter.com/LINKRE-
ITHK）發放10條尚德停車場當晚的閉路電視片

段，包括4條分別來自地下兩部閉路電視、時間介乎3日
晚上11時45分至4日凌晨1時47分的片段；兩條分別來
自2樓兩部閉路電視、時間介乎4日午夜0時37分至1時
38分的片段；4條分別來自3樓兩部閉路電視、時間介乎3
日晚上11時30分至4日凌晨1時39分的片段。
綜合2樓兩部閉路電視的片段，則看到零時56分有兩名
黑衣人快步跑過，1時06分則有一名黑衣人似是引領兩名
消防員到周梓樂倒臥的位置，但鏡頭被車輛所擋，未能拍
到周梓樂的身影，其後陸續有多名消防員趕至，並見有穿
着反光背心、手持類似攝錄器材疑似記者的人出現。
到1時15分始有大批防暴警員出現於周梓樂倒臥的位
置，他們逗留不足1分鐘後離開。
領展早前在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閉路電視攝錄範圍包
括肇事現場，惟拍攝鏡頭是平移轉動，而非停留於固定角
度，加上鏡頭部分拍攝範圍被停泊車輛所遮擋，恰巧未有
攝入事發當刻傷者墮下的片段。而昨日公佈的10段片
段，2樓的攝錄機未能將周梓樂墮樓經過攝下，只見曾有
一班消防員圍攏着，之後警員才到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科技大學22

歲學生周梓樂本月4日凌晨於將軍澳尚德邨停車

場從3樓墮至2樓平台，目前仍在伊利沙伯醫院

留醫，情況危殆。在事件起因尚未確定前，煽暴

派連日來散播謠言，稱周梓樂是「為避警方施放

催淚彈時失足墮樓」，甚至是被警員「推落

樓」。停車場所屬的領展昨日在Twitter公開10

段當晚於停車場不同樓層拍得的閉路電視片段，

其中清楚拍下大批防暴警察是於凌晨1時05分

才進入停車場，即相信是周梓樂墮樓後的時間，

且比消防員更遲到場，令各種謠言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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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3樓於1時03分拍到兩名消防員，他
們於商量後決定分開左右兩個方向行。

閉路電視截圖

C02 01：06：52 警經過C02位置

C03 01：04：58警進入停車場

■地下閉路電視片段於1時05分拍得大批防暴警員
進入停車場。 閉路電視截圖

■2樓閉路電視拍到於1時06分後陸續有多名
消防員趕至。 閉路電視截圖

C30 01：06：50 黑衣人疑引領消防員到倒臥位

C30 01：24：19 消防員詳細搜索

C34 01：02：59 消防員分頭工作

區議會選舉屯門樂翠區候選人、立法會
議員何君堯昨日在擺街站時遇襲。儘管何
君堯幸無生命危險，但事件明顯是一宗有
預謀、有計劃的謀殺，不排除有幕後黑
手，警方必須徹查。事件反映在縱暴派煽
動、縱容下，修例風波引發的暴力活動已
演變成直接謀取性命的恐怖手段，企圖對
不同立場人士和建制派全面滅聲，暴露修
例風波令社會撕裂對立，反民主、反社會
的極端暴力化，已經蔓延到區議會選舉，
嚴重威脅建制派候選人的人身安全。政府
必須採取一切有效措施，保障選舉的安
全、公平、公正，確保香港的民主選舉制
度免受暴力威脅。

兇徒襲擊何君堯明顯志在奪命，行事手
法如電影橋段。兇徒假扮是何君堯的支持
者，向何君堯送花並要求合照，以求降低
何君堯的防備，然後突然從袋中拔刀向何
猛刺。從兇器和落手位置，兇徒以利刃對
準何君堯的心臟直刺，明顯是想取性命而
非恐嚇，完全是有預謀並經過精心策劃的
謀殺，暴力已到喪心病狂的程度。

何君堯因為仗義敢言，敢於對煽暴派、
縱暴派政客和暴力行為直斥其非，一直成
為黑色暴力針對的重點目標。他的議員辦
事處多次遭嚴重毀壞，連父母的山墳也曾
被破壞，今年7月更接獲死亡恐嚇。如今兇
徒有預謀刺殺何君堯，完全是意圖從肉體
上消滅何君堯，對建制派乃至所有敢向暴
力說不的正義之士製造寒蟬效應。這一謀
殺行動背後是否有人指使、策劃，警方必

須徹底查明真相，以免留下
隱患。

修例風波發生以來，縱暴派、黑衣魔打
着爭取民主、自由的幌子，實質卻用極端
暴力反民主、反自由。黑衣魔對不同政見
人士輕則起底欺凌，重則以暴力施加私
刑，將不同政見人士打得頭破血流。暴力
歪風持續升溫擴散，就是要造成「有我
講、無你講」的民主霸權，壓制、消滅任
何不同意見。隨區議會選舉臨近，這股
黑色暴力風氣開始嚴重威脅選舉，除了何
君堯之外，上百個建制派議員辦事處遭不
同程度的破壞，建制派候選人、義工被暴
徒滋擾襲擊，不少商戶因張貼建制派候選
人的海報而遭恐嚇，商戶惟有除下海報以
求自保。

民主選舉本來是透過候選人表達各自政
綱、政績、競選承諾，以公平競爭，爭取
選民支持。但在暴力陰影下，候選人連生
命安全都受威脅；而且針對選舉的暴力行
為已構成選舉舞弊，抵觸《選舉(舞弊及非
法行為)條例》。暴力肆虐，沒有免於恐懼
的選舉自由，根本就是不公平、不合法的
選舉，民主意義盡失。

要確保區議會選舉在公平、公正、安全
的情況下進行，前提是止暴制亂。特區政
府必須要有更積極的行動，採取一切更有
效的措施遏止選舉暴力。如果在投票日之
前，暴力未能止息，政府應積極考慮押後
選舉，直至社會回復法治安定才復選。煽
暴派政客、黑衣魔以暴力干擾選舉，企圖
利用暴力增加勝算機會，極為卑劣，要為
破壞民主選舉、摧毀香港核心價值負上全
部責任，必定會被釘上香港歷史的恥辱
柱，遭港人唾駡。

刀襲何君堯是謀殺 選舉暴力必須遏止
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昨日在北

京會見特首林鄭月娥。韓正表示，修例風波引
發的極端暴力破壞活動，是當今世界任何國家
都不能容忍、不能接受的；同時強調中央是特
區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堅強後盾，必定會全力
支持。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仍是香港當務之
急，行政、立法和司法機構必須互相配合，通
過嚴正執法、公正司法，推動香港重回法治安
定的正軌。中央一以貫之支持香港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謀劃長遠解決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
盾。社會各界更應團結一致、全力以赴，支持
特首和政府依法施政，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機遇，令香港早日突破困局、重新出發。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和韓正副總理昨日會見
林鄭月娥時都明確指出，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仍然是香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依法制止和懲
治暴力活動是為了維護香港廣大民眾的福祉，
是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共同責任和最大共
識。中央最高領導層清晰明確指出解決香港當
前問題的關鍵，開出對症下藥的良方。

要實現止暴制亂的共同目標，當然要靠特區政
府和警隊，而立法、司法機構作為特區建制架構
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責無旁貸，應克盡職守。
2017年7月1日習主席視察香港，曾向特區政府
行政、立法、司法機構負責人提出三個寄語：一
是「一寸丹心為報國」；二是「為官避事平生
恥」；三是「上下同欲者勝」。這三句寄語意義
重大，更應成為如今特區管治架構止暴制亂的行
動指南。行政、立法、司法須以一片丹心、事不
避難、上下同欲的決心和意志，互相配合、主動
作為，凝聚更強大的輿論聲勢和法治力量，更有
效遏止暴力，彰顯法治公義。

韓正還指出，中央支持特區政府採取更積

極、有效的舉措解決民生問題，特別是香港中
低收入家庭住屋問題，以及年輕人的就業住屋
問題，中央政府是特區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堅
強後盾，必定會全力支持。民生無小事，不斷
改善民生，發揮好香港獨特優勢，促進香港自
身更好發展，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
市民，切實提高港人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是確保香港長治久安的根本所在。

昨日舉行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會議
推出16項措施，當中包括便利香港居民到大灣
區內地城市置業、建設大灣區成為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等措施，正是以實際行動支持解決港人
尤其是年輕人解決住屋、就業問題，充分顯示
中央注重推出讓港人看得見、摸得、享受得
到的優惠政策，為港人提供更大的生存發展空
間，讓香港的年輕人看到希望，引領港人更積
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此次修例風波，集中反映了本港社會長期積
累的深層次矛盾，暴露出本港治理體系存在的
缺陷和不足。但是，辦法總比困難多。在中央
堅定不移的支持下，愛國愛港陣營、社會各界
和廣大市民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
之利，不斷完善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
度和機制，迎難而上，困擾香港的難題一定能
夠迎刃而解。正如香港中聯辦領導班子學習貫
徹四中全會精神的會議所指，「當前，只要我
們堅決按照中央決策部署，堅定支持林鄭月娥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定支持特區
警隊和司法機關嚴正執法、公正司法，堅定支
持愛國愛港力量的正能量行動，香港一定能夠
恢復秩序、重回安寧，東方之珠一定能夠煥發
出新的璀璨光彩。」

中央挺港止暴制亂 謀劃長遠解決積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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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無煙霧

片段佐證
片段佐證

片段佐證
片段佐證謠言：周梓樂在橋上與

警方口角，其後
有警員衝向周梓
樂 試 圖 將 之 拘
捕，周梓樂在雙
方追逐時不慎墮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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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佐證
片段佐證

周墮樓警才到

破解：

謠言：警方故意推周梓樂落樓

消防無遇警阻延
謠言：警方阻礙救護車救治周梓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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