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制派立法會議
員、區議會屯門樂翠
選區候選人何君堯前
日被一名男子企圖刺

殺，對方一開始假扮送花，話合照
時就喺袋入面拎把刀出嚟，都咪話
唔陰毒。不過，有啲煽暴派網民就
自欺欺人，話成件事都係「自導自
演」，但有啲求真嘅網民就搵到疑
似係嗰個刀手嘅高登帳戶，見到佢
當日朝早連續出咗好幾個post，包
括影到何君堯嗰朝擺街站嘅相，又
話自己可能「圓寂涅槃」，同埋引
用講述荊軻刺秦王嘅詩句。唔少高
登仔見到呢堆 post 已經封咗佢做
「義士」，所謂「自導自演」嘅流
言就咁不攻自破。

前日何君堯遇襲一事一出現，唔
少煽暴派都即刻「神探」上身，聲
稱件事有好幾個「疑點」，質疑係
何君堯自己安排好嘅「一齣戲」咁
話，但唔使一日已經有越嚟越多相
關帖文浮面，唔少網民都開始相信
嗰個刀手其實係一個高登巴打。

料「圓寂」引用荊軻歌
睇返被搵到嘅帳號叫做「天王寺

璃奈」，佢喺何君堯受襲嗰朝，起
碼出咗4個相關嘅post。佢先喺7點
5分出咗個《貧尼有頂陳舊僧帽 似
唔似僧帽水母？》，貼咗張黑白色

鴨舌帽嘅相出嚟，頂帽同刀手當日
戴嘅極度相似。再喺朝早 8 點 12
分，佢出post問《貧尼預計今日有
可能圓寂涅槃，請問有乜需要預先
準備？》，但當時冇乜人理佢。過
咗3分鐘，即係8點15分，佢又出
咗個《探虎穴兮入蛟宮，仰天呼氣
兮成白虹》嘅post，呢句詩句出自
《荊軻歌》，即係形容荊軻刺秦王
嘅嗰首詩，同刀手「圖窮匕現」嘅
刺殺手法脗合。喺8點34分，佢又
出咗個《何律師又出現》嘅post，
仲貼埋何君堯擺街站嘅相，而相中
情況顯示，街站嘅人都似乎有留意
到鏡頭。

事實上，除咗刺殺嗰朝係咁出
post，呢個「天王寺璃奈」之前都
出過唔少關於何君堯嘅post，包括
喺星期一就出咗個《何律師又親自
去到海翠花園門口個巴士站拉票》
嘅 post，仲嫌對方「嘈住貧尼清
修」。佢仲出過 post 話何君堯想
「篡奪香港」等。

月初稱「貧尼斬妖除魔」
同時，佢喺今年10月14號曾經

出post話「貧尼加入地球防衛隊，
為守護人類出一分力」，同月24號
就出咗個post《（斬妖除魔）貧尼
修行完成，即將出戰惡鬼。》。本
月1號，佢亦出咗個《貧尼斬妖除

魔》嘅post，仲貼咗一紮花嘅相，
但過咗個幾鐘，佢又出多個post話
自己「我係垃圾，係食屎狗，少少
野（嘢）都搞唔掂」，令人懷疑佢
嗰日係咪「行動失敗」。

見到咁多具體資訊，唔少網民都
相信呢個高登巴打就係刀手，但有
啲人依然堅持件事一定係「戲」，
中大「獨」講師劉正就喺佢face-
book 專頁「無神論者的巴別塔」
話︰「如果你仲係要堅持係『苦肉
計』，咁你就要拎番（返）足以否
定呢個POST嘅理據出黎（嚟），
唔係的話，其實就同今時今日仲信
（民主黨）林子健係被屈嘅笨××
黃屍無分別。」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天王寺璃奈」出post問：貧
尼預計今日有可能圓寂涅槃，請問
有乜需要預先準備？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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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黃絲證黃心
假何粉刺何君

改控企圖謀殺 今午粉嶺提堂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一行約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一行約2020人人，，攜同果籃到醫院探望何君堯攜同果籃到醫院探望何君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區
議會選舉候選人、立法會議員何
君堯前日在屯門擺街站時，遭兇
徒以利刃刺胸，昨日仍在醫院留
醫，現時傷勢穩定，近日或轉
院。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代表和多
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昨日到屯門
醫院探望何君堯，並嚴厲譴責兇
徒所為。何君堯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談到自己的傷勢時說，
傷口比原來想像中嚴重，深度達
2.5cm，醫生叮囑他不要操勞，相
信離康復仍要一段時間。
在何君堯受傷入院後，兩天來都
有不同界別的人士前往探望。昨日
下午，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一行約
20人，在主席龔俊龍的帶領下，
攜同果籃到醫院探望何君堯。就香港文匯報記者現
場所見，何的精神不錯，病床餐桌上放有一大疊文
件，在養病時亦不忘工作。
何君堯在病床上接受訪問時談到自己的傷勢，形

容暫時情況穩定，但傷口比原來想像中嚴重，深度
達2.5cm，所幸並無傷及內臟，醫生要求他不要操
勞，相信離康復還要一段時間，又透露在必要時，
近日或會轉院再接受治療。

廣總建制議員探望
龔俊龍在探望何君堯後表示，何君堯所受的是致

命襲擊，該會對兇徒的行為予以嚴厲譴責，何君堯
作為本屆區議會選舉候選人，是次事件將對區議會
選舉產生負面影響，希望有關部門能夠盡快將兇徒

繩之以法。
同日，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包括民建聯的周

浩鼎、梁志祥、葛珮帆，工聯會的麥美娟，新民黨
的容海恩，自由黨的邵家輝，和旅遊界姚思榮、金
融界陳振英到醫院探望何君堯。葛珮帆在fb發帖
說：「看到君堯兄精神不錯，我們都比較安心，知
道他胸前的傷口原來2.5cm深，真的嚇了一跳，實
在太接近心臟！」
她續說，何君堯是次能夠吉人天相，一來因為他

身手敏捷閃避及時，二來是一早有預防，安排了有
兩位助手在身邊保護，才可以避過此劫。「我們絕
不會向惡勢力低頭，一定會繼續無畏無懼服務香
港，為公義發聲！希望君堯好好休養，康復後再和
我們並肩作戰！加油！」

■■消息指疑兇為證明自己是黃絲而犯案消息指疑兇為證明自己是黃絲而犯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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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涉及今年區議會選舉的暴力幾近無
日無之，前日更有人企圖謀殺何君堯。據新華社昨日
報道，中聯辦副主任仇鴻前日在出席香港中資企業活
動時表示，香港的暴力正在從打砸搶燒一步步走向毫
無底線的殺人害命，少數暴徒及背後黑手正試圖將香
港推向萬劫不復的萬丈深淵。
仇鴻指出，有建制派議員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暴徒

的襲擊，暴徒的尖刀直刺議員的胸膛，這是赤裸裸的
蓄意謀殺。

中聯辦支持止暴制亂
仇鴻表示，香港中聯辦嚴厲譴責針對在港中資企業

的打砸搶燒暴行，對新華社亞太總分社的暴力衝擊，
對建制派議員辦事處的暴力破壞，對一切在港合法經
營企業的打砸暴行，以及對無辜路人的泯滅人性的暴
行，香港中聯辦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及警隊嚴正執法、
止暴制亂。
仇鴻表示，駐港中資企業將堅定不移地和廣大愛國愛

港同胞站在一起，初心不改，堅定前行，繼續支持特區
行政長官、特區政府、警隊以及建制陣營，為盡快實現
止暴制亂，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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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手疑為高登「天王寺璃奈」何君堯傷勢穩定或轉院

國務院港澳辦強烈譴責行刺 籲依法嚴懲

■■仇鴻仇鴻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蕭景源蕭景源））屯屯

門區議會選舉候選人門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立法會議員何立法會議員何

君堯君堯，，前日在屯門擺街站拉票時前日在屯門擺街站拉票時，，遭遭

扮扮「「何粉何粉」」的男子施的男子施「「穿心刀穿心刀」」行行

刺刺，，何心口中刀險死何心口中刀險死。。消息透露消息透露，，被被

捕的無業漢曾用不同名稱活躍於高登捕的無業漢曾用不同名稱活躍於高登

討論區討論區，，因為其言論飄忽出位因為其言論飄忽出位，，曾被曾被

網民起底及質疑他扮網民起底及質疑他扮「「黃絲黃絲」」是是「「內內

鬼鬼」，」，懷疑他因禁不住被辱罵和貶懷疑他因禁不住被辱罵和貶

低低，，為證明自己是為證明自己是「「黃絲黃絲」」而犯案而犯案。。

警方調查發現警方調查發現，，疑兇在案發前特意由疑兇在案發前特意由

葵涌到屯門現場踩線及作好行刺計葵涌到屯門現場踩線及作好行刺計

劃劃，，前日事先購買鮮花作前日事先購買鮮花作「「埋身埋身」」道道

具具。。新界北總區重案組調查後新界北總區重案組調查後，，將案將案

件列為企圖謀殺案件列為企圖謀殺案，，今日下午在粉嶺今日下午在粉嶺

裁判法院提堂裁判法院提堂。。

30歲的疑兇董×輝，被捕後
自稱是詩人，與父母同

住葵芳邨。據悉，阿輝是家中獨
子，母親是家庭主婦。阿輝曾就讀
荃灣官立何傳耀紀念中學，是今年
10月1日在荃灣大河道涉嫌襲警而
中槍男生的師兄。
阿輝中學畢業後一直無正式工
作，主要靠父母供養。他有時做散
工，但家人不知道他從事的工作。
在家人和鄰居眼中，阿輝沉迷上
網，有時表現古怪及神神化化，但
並無向精神科醫生求診。警方初步
調查顯示，疑兇無精神病記錄，也
無刑事案底。

邏輯混亂飄忽
有傳阿輝曾在7月和10月參加過
反修例集會和遊行，但警方並無拘
捕他的記錄。不過，疑兇案發前在
高登討論區先後以「章魚東」、
「南極企鵝」、「高海千歌」等名
稱開賬戶發帖，被網民揶揄其言論
邏輯混亂及「忽左忽右」，質疑他
是「藍絲」扮「黃絲」，有人更嘲
諷他的樣貌。
阿輝其後改用「反抗逃犯條例」
名稱開戶，但被網民揭穿是同一
人，再質疑他是「鬼」。警方調查
懷疑，疑兇不堪被「黃絲」質疑，
為證明自己是「真黃絲」而行事。

據悉，疑兇在案
發後受輕傷，敷治後出
院，由新界北總區重案組扣
查。根據案發時被拍攝到影片顯
示，相信疑兇有預謀、有計劃行
事，他恐防何君堯有戒備或有機會
逃離，所以事先購買鮮花作道具，
假扮支持者行近何攀談，又藉詞與
何合照，最後在兩人相距1米的距
離、趁何不備時突然襲擊。他被制
服時又大罵何君堯，顯示自己是
「黃絲」。

事前多次踩線
警方調查顯示，疑兇在事發前曾

多次到現場觀察環境，得悉前日何
君堯在屯門湖翠路啓豐園商場對開
擺街站。當日上午，疑兇將一把深
色陶瓷刀收藏在斜孭袋內，由葵涌
乘車到現場，又在附近一間花店購
買鮮花，然後扮「何粉」接近何君
堯行刺。
遇襲的何君堯昨日仍留醫，其屯

門啓豐園辦事處職員林小姐昨表
示，前日上午七八點鐘已在現場擺
街站，而其辦事處在案發後整個下
午都未能辦公，下一步的選舉工程
要等何君堯出院後再安排。
何君堯為屯門樂翠區議員並競逐

連任，同區候選人還有盧俊宇及蔣
靖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新聞發言人徐露穎於昨日就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議員、第六屆區議會選舉候選人何君堯被刺
事件發表談話，對有關暴行表示極大憤慨和強烈譴
責，呼籲依法嚴懲暴力活動。
徐露穎說，11月6日上午，何君堯議員在香港屯
門參加區議會選舉宣傳活動時，遭到一名假扮

支持者的男子突然襲擊。該兇徒以
利刃直刺何

君堯胸部，手法兇殘，場面驚悚，導致何君堯左胸
被刺傷，其兩名同事也被利刃割傷。這種在光天化
日之下行兇謀殺愛國愛港區議會候選人的行為令人
震驚，不僅是危害他人生命安全的嚴重犯罪行為，
也是赤裸裸的選舉暴力。我們對此表示極大憤慨和
強烈譴責，對何君堯議員及其同事表示深切慰問。

指意圖威嚇 影響選舉
徐露穎表示，連日來，少數暴徒除繼續實施堵

路、縱火、襲警等暴力活動外，還對在港中資企業
打砸毀燒，暴力衝擊新華社亞太總分社，圍毆和侮
辱持不同意見的路人，大肆破壞愛國愛港議員辦事
處和開展競選活動的街站，對愛國愛港候選人、助
選團隊和支持選民進行滋擾、恐嚇。現在更是變本
加厲，直接對旗幟鮮明反對暴力的愛國愛港議員行
兇傷害，意圖威脅和恐嚇愛國愛港參選人及其支持
者，製造「寒蟬效應」，以此影響區議會選舉結
果，達到奪權的政治目的。

徐露穎表示，極端暴力活動是任何社會都絕不能容
忍、絕不可姑息的。正如習近平主席和韓正副總理日
前會見林鄭月娥行政長官時所強調的，止暴制亂、恢
復秩序仍然是香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我們希望香港
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共同擔負起依法制止和懲治暴
力活動的責任，希望香港各界人士進一步凝聚反暴
力、護法治、保穩定的正能量。香港的選舉必須在
公平、公正、安全、有序的環境
下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