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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暴候選人謀公帑助黑魔逞暴
建制議員：用選票掃走庇魔勢力

選舉真係好複雜㗎，有
時抹黑攻勢嚟自對手定自
己人都好難分。近日，上
水區出現多張「抹黑」參
選北區區議會石湖墟選區

嘅林卓廷（鴿廷）嘅banner（橫額），林
卓廷班支持者即刻將矛頭指向建制派參選
人，甚至「同路人」、另一個煽暴派候選
人梁金成。
不過，有網民噚日就上載咗啲相，話自
己親眼見到林卓廷助選團自己掛個抹黑
banner喎。有網民狠批林卓廷方面低莊，
但亦都有人質疑啲助選團阿姐係「諜中
諜」。香港文匯報記者噚日就打畀林卓廷
諗住求證，點知對方就拒絕回應，話︰
「我唔得閒啊。」
網民「Jacky Man」噚日朝早喺 face-
book 群組「North District 北區」度出
post，話佢朝早出街，發現上水有好多張
抹黑民主黨嘅banner，諗住上去睇清楚
啲情況，點知喺順欣花園附近，見到兩
個阿姐掛緊抹黑banner，正想上去鬧對
方時，「發現果（嗰）兩個阿姐係幫林
卓廷助選既（嘅）義工……我即場黑人
問號，心諗……咁都得？林生竟然為左
（咗）選票，自己搵人去掛banner抹黑
自己？有冇人知究竟發生咩事？」
根據「Jacky Man」啲相，兩個阿姐企
喺banner附近，同時佢哋睇住大堆林卓
廷物資，其中一個阿姐一度對banner有
所動作，有人就推斷係一個阿姐掛ban-
ner，另一個負責睇水咁話，仲爆料話睇
水阿姐係林卓廷嘅資深義工李太咁話。
「Grace Law」質問林卓廷︰「自己抹

黑自己？打悲情牌？算啦，全投金金
（意指梁金成）。」「Fung Lee」揶揄
林卓廷︰「『林已完』就真係算啦，除
咗依（）呢幾個月有出現過之外，其
他時間都淨係喺立法會見過佢。」
不過，有班人堅信林卓廷係俾人陷

害，反話出post者係鬼，仲質疑點解出
post 者唔拍片。「Jacky Man」就話︰
「你信咪信囉，我親眼見，有埋相都唔
信，咁下次拍片囉，拍左（咗）片你都
可能唔信，咁點算？係咪要你自己親眼
見先信？但你呢D（啲）盲粉可能親眼
見都唔會信，又會諗肯定有人陷害
佢。」

諷助選阿姐「食幾家茶禮」
有人就懷疑係個阿姐嘅問題。「Ho

Kwan Leung」話︰「你真係當阿姐冇糧
出嫁（㗎）？食人幾家茶禮是常識
吧。……阿姐會唔會係對家安排佢去人
地（哋）到（度）做義工，再叫佢掛埋
抹黑banner特登比（俾）人地（哋）發
現呢？」
睇返林卓廷，佢噚日中午都有出post講

「抹黑文宣」嘅事，但就冇提到自己助
選團義工俾人質疑單嘢，只係一味話啲
抹黑海報係要打擊佢選情咁話。

鴿廷話「唔得閒」cut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都特登打咗畀林卓廷

求證，點知對方一句「我唔得閒啊」就
收咗線啦。
同區候選人仲有新民黨、公民力量嘅

孔永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鴿廷自掛抹黑橫額 網民質疑炒作低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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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食
環署在區選前展開「掃障清潔」行
動，包括清理各區的所謂「連儂
牆」貼紙，其中一隊食環署人員昨
日在港鐵粉嶺站剷走「連儂牆」
時，被煽暴派區選候選人呂智恆阻
撓，最終警方以涉嫌「妨礙公職人
員執行職務」把呂拘捕。
現場為港鐵粉嶺站對開一幅「連
儂牆」，一批食環署外判員工清潔
牆身。呂突然上前要求清潔工人出
示地政署文件，警員向他解釋「連
儂牆」是違規標貼，清理違規標貼
毋須批文。
根據網上短片顯示，呂智恆持揚

聲器要求防暴警「離場」，食環署
清潔人員則站在較遠處等候開工。
其間，防暴警不斷好言勸喻：「有
法唔執行就是我理虧，你如果妨礙
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我有機會拘捕
你，呢個係刑事罪行……」呂智恆
聞言回應稱「多謝你提醒」，但仍
繼續站在「連儂牆」前大喊：「我
只是想了解吓……」

警屢籲離場 呂「賴皮」唔走
呂智恆身旁另一名防暴警不耐煩

地揚聲：「要了解就過去一邊了
解，唔好阻住！」但呂智恆冥頑不
靈說：「我一個人點阻住佢哋公職
人員呀？」
防暴警多次口頭警告：「你依

（）家係咪唔走？」呂智恆依舊
「賴皮」拒絕離開，更戾橫折曲
說：「包圍住我點走呀！」防暴警
聞言即反駁：「無包圍你，走
啦！」不過，呂智恆繼續站在「連
儂牆」前阻撓。

防暴警前後多達六七次警告無效
後，隨即高聲宣讀：「對唔住，我
依（）家拉你……」，並馬上將
呂智恆雙手反銬押走，同時向正持
手機拍攝、疑為呂智恆助理的男子
質問：「你哋是否一齊？」
該人當場被嚇得不知所措，防暴

警需要多次重複：「依（）家警
察調查……問你是否一齊？你唔好
震住先，答啦……」該人聲音顫抖
地問：「一齊又點……唔一齊又點
呀？」防暴警斬釘截鐵地說：「如
果你哋係一齊的，我就拉埋你。」
該人即支吾以對，只低聲說：
「唔……係……」
呂智恆為北區盛福選區候選人，

同區候選人還有工聯會溫和達和新
民主同盟黃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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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黑衣魔在過去5個多月間肆無忌憚地打砸燒、對市民行私刑、瘋

狂襲警、煽動年輕人違法等，令普羅市民惶惶不可終日。一批煽暴派區議會候選人唯恐香港不夠

亂，近日公然宣稱自己一旦當選，未來4年都會運用一切方法來支援黑衣魔。多名建制派立法會

議員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亂局至今未有平息跡象，急需止暴制亂，然後靜下來療

傷，但有關人等竟圖添煩添亂，甚至以公帑等去「支援」黑衣魔，讓他們繼續破壞、威脅市民人

身安全，做法可恥。他們呼籲大家利用手上一票，掃走黑魔勢力，讓社區回復安寧。

■防暴警察於多次警告無效下，即把
呂智恆拘捕押走。 短片截圖

■有網民上載相片，話親眼見
到林卓廷助選團自己掛個抹黑
banner喎。 fb截圖

■網民見到兩名林卓廷助選團的女義工（紅圈）到
場。有人推斷係其中一人負責掛banner，另一人則負
責睇水。 fb截圖

參選元朗元龍選區的張秀賢及參
選九龍城馬頭圍選區的曾健

超，昨日均於社交平台貼文，聲言他
們這些「民主派」候選人聽到「前線
手足」的心聲，並承諾稱︰「假如我
有幸當選，未來四年會運用一切方法
支援各類被捕、被起訴、被囚嘅『政
治抗爭者』，亦都會繼續走上前線同
各位一齊，齊上齊落。」

盧瑞安籲投票時要諗清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所
謂要支援「義士」、用盡方法與暴徒
「齊上齊落」的言論是不能夠容忍
的。黑衣魔在過去5個多月來之所以
能夠橫行無忌，視法律如無物，就是
這班煽暴派的包庇，一直在背後推波
助瀾。
他批評，這些人不但對黑衣魔的各

種違法恐怖暴力行為，例如縱火、傷
人等視若無睹，反而不斷抹黑警方及
特區政府，「試問這班目無法紀、要

濫用公帑繼續撐暴徒的人，真的可以
值得信任，能夠為香港未來？」
他呼籲市民在區議會選舉投票時要

考慮清楚，是否要讓黑衣魔繼續亂
港，令社會永無寧日。

陳恒鑌：勿讓亂港之徒毀家園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批評，這

批煽暴派擺明車馬認為香港目前現象
「還未夠亂、還未夠差」，非但不斷
煽動、包庇暴力行為、拒絕割席，更

當一般市民「冇到」，只顧討好黑衣
魔，現在更以涉嫌賄選的手段去爭取
暴力分子的支持，繼續撐黑衣魔搞亂
香港。選民應該認清事實，不要再讓
這些亂港之徒，繼續損害我們的家
園。

張華峰盼讓社區「療傷」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張華峰認為，經

過連月來的暴力衝擊，香港已經受到
前所未有的傷害，市民大眾都十分希
望能盡快平靜下來，重拾理性，讓社
區能夠有機會療傷，重回正軌，而區
議會的職能主要涉及民生、交通、社
區設施等工作，希望有關人等不要將
仇恨、暴力等帶入社區，更不要令大
家持續承受黑色恐怖之苦。他相信，
選民會懂得選擇。
元朗元龍選區候選人還有王威信、

周樂寧；馬頭圍選區候選人還有邵天
虹、林天恩。

■曾健超及
張秀賢均於
社交平台帖
文，聲言若
能當選，未
來會運用一
切方法支援
各類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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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截圖

今天是區議會選舉投票日。這是一場正邪
之戰，維護、追求正義的建制派需要選民的
每一票力挺，一票都不能少！

此次區選備受注目，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
支持止暴制亂、恢復秩序，還是「暴力有
理」的民意較量。在過去5個多月的暴力衝
擊中，縱暴派政棍、以「和理非」包裝蒙混
入閘的「政治素人」，包庇姑息暴力惡行，
從不與暴力割席，甚至參與暴衝事件，嚴重
傷害香港法治管治，陷市民於水火。如果讓
他們取得區議會議席，甚至佔據多數優勢，
對香港危害不淺。建制派力量長期扎根社
區、真誠服務市民，即使在當前暴力氾濫、
面對不公平的環境下，仍然為民謀福矢志不
移、初心不改。誰人禍害香港，誰人造福市
民，涇渭分明；應該支持誰，應該踢走誰，
不言而喻。

常 言 道 「 人 在 做 、 天 在 看 」 。 這 個
「天」，既是天道，也是民心；天道不可
逆，民心不可違，是亙古不變的為人為政鐵
律，順昌逆亡。審視過去5個多月借修例風
波發動的暴力運動，客觀對比審視泛暴派政
棍和建制派力量的表現，可謂絕然不同、雲

泥之別。
5個多月的恐怖暴力變本加厲、令人髮指。

黑衣暴徒無法無天，飛磚謀殺市民，放火焚燒
不同政見者，肆意破壞港鐵、砸毀商舖，昔日
安全繁榮熱鬧的香港淪為戰場，香港經濟一落
千丈陷入衰退，打爛市民飯碗；針對選舉的暴
力層出不窮，恐嚇建制派候選人、助選團隊及
支持者，甚至行刺建制派候選人。此次區議會
選舉，香港籠罩在前所未見的暴力陰影之中。
令人不齒的是，不管暴力如何無底線、無人
性，一向標榜「和理非」的縱暴派及其背後勢
力，為了收割暴力運動反政府、反建制的「紅
利」，從不譴責暴力，反而不斷美化暴力，把
暴徒形容為「勇士」「義士」，更充當暴徒的
保護傘，把無知青少年綁上暴力奪取管治權的
戰車，用他們的血作為自己的「政治能量」。
是非顛倒、正邪混淆，暴力有恃無恐，香港良
好法治、管治被嚴重衝擊，市民人心惶惶，生
活在沉重的暴力威脅下，縱暴派正是罪魁禍
首。

與縱暴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建制派堅持
守法理性，堅決抵制任何形式的暴力，在 5
個多月中，多次組織反對暴力、維護法治、
支持執法的大型活動，凝聚止暴制亂的強大
民意，振奮人心、鼓舞士氣；另在民生層面

竭力幫助受暴力影響的普通市民，成為基層
的主要穩定力量。即使在區議會競選期間，
建制派遭到瘋狂的暴力攻擊，選舉工作承受
巨大壓力，但暴力沒有嚇倒、打垮建制派服
務市民的意志和決心。建制派信心堅定，眾
志成城，迎難而上，頂住黑色暴力的威脅和
衝擊，不改專注民生、為民解困的作風，以
更優質貼地的實幹贏得市民、選民支持。5
個多月的表現，足以證明建制派才是愛護香
港的力量、穩定香港的力量、服務市民的力
量，才是值得信賴的管治力量。

區議會是一個以社區為服務對象的諮詢組
織，其功能主要聚焦地區服務，專責處理與
民生、社會資源管理有關的事務，同時是本
港市民參政議政、管理社會的重要政治平
台。倘若縱暴派政棍及不少本質上是「港
獨」「自決」鼓吹者，甚至一些暴力活動的
參與者，因打「民主」「自由」的旗號，
乃至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煽動性口
號而混入區議會，搶佔多數議席，主宰了區
議會的話語權，那就意味區議會將變得高
度政治化，政爭撕裂、暴力抗爭必將如瘟疫
一樣在全港各區「遍地開花」，香港將再無
安寧之日，無一處平靜之地。真心愛香港、
希望香港好的選民，經歷5個多月的暴力蹂

躪，能不認真思考出現這種可怕景象的後果
嗎？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回想 2003 年，因基
本法 23 條立法風波，當時的反對派乘勢在
區議會選舉取得壓倒性勝利。但勝選後，反
對派只懂炒作政治，將區議會變成玩弄自由
民主意識形態的政治舞台，嚴重忽視民生和
社區事務，對選民的切身需要毫不關心和專
注，很多選民表示「後悔莫及」；反之，建
制派不氣不餒，繼續深耕社區，服務街坊，
以扎實的工作重拾選民支持，在接下來的幾
屆區選扭轉局勢、重振聲威。本港目前形勢
之複雜嚴峻，較之 2003 年有過之而無不
及，能否盡快止暴制亂、恢復秩序，需要匯
聚更強大民意力量的支持。因此，此次區選
更具重大意義，更需要選民把寶貴的一票投
向建制派，推動香港擺脫困局，重回正軌，
重建家園；我們應清晰無誤地警告縱暴派政
棍和黑衣暴徒：暴力不得人心，必被民意唾
棄！

善良的選民，相信你們會理性分析、冷靜
判斷，為香港、為自己、為未來投下負責任
的寶貴一票。力挺建制派，一票不能少！

力挺建制派，一票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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