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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暴區員圖公帑「建牆」打壓異己
謀助貼煽暴文宣增撕裂 無視街坊意見損社區和諧

持續近6個月的黑衣暴力，摧毀了香港的法治和安
全感，連累香港「全球最安全城市」的美譽受到嚴重
威脅。一位退休警察老友憂心忡忡地對自明話：「黑
衣暴力持續幾個月，本港罪案率不斷上升，10月份的
劫案上升到一日一宗。匪徒明顯是看準警方要花費大
量人力物力在止暴制亂，分身乏術，匪徒趁火打劫。
如果社會各界再不合力止暴制亂，香港治安將毀於黑
衣魔之手。」

這兩日與劫案有關的消息不絕於耳。警方
昨日在何文田鳴槍一發拘捕7

人，懷疑這

7人與日前土瓜灣的金行劫案有關。老友分析：「香
港雖然有3萬警察，但真正在前線工作的估計不足1
萬。經過近6個月的黑衣暴亂，高峰期日日有黑衣魔
上街堵路、縱火、搞破壞，甚至暴力在全港18區『遍
地開花』，同警察『打游擊』，玩『貓捉老鼠』遊
戲。一哥鄧炳強都話，有警察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
警察都是人，能力都有極限。黑衣魔消耗大量警力，
試問還有足夠警力應付其他犯罪？」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行動組高級警司李桂華前日在

警方記者會上表示，2018年搶劫案全年有147宗，平
均2日至3日一宗；但2019年10月，單月就有28宗，
即每日一宗搶劫案，反映搶劫案上升。老友話：「從
刑偵的角度上睇，賊人犯案有兩方面考慮：第一是獲
益大不大，第二是被捕機會高不高。黑衣魔肆虐，暴
力橫行，賊人覺得在暴力氾濫的時候行動，被捕機會

降低，得手機會增加。另外，黑衣魔無法無天，堵塞
道路，破壞公物，而且有縱暴派政棍包庇縱容，完全
不把警方放在眼裡，也令一部分人的守法意識變弱，
『賊膽』變大。有文獻及犯罪研究指出，犯罪行為是
會模仿，守法意識一旦變弱，會造成其他罪行增加。
黑暴氾濫，香港劫案大幅增加、治安變差，完全是意
料中事，縱暴派政棍、黑衣魔是罪魁禍首。」
香港素來以安全城市聞名於世，但是破壞容易建設

難，要保住這一項殊榮並不容易。近半年來，香港的
罪案數字爆炸性上升，廣大市民都有責任為維護治安
多出一分力，這也是在保障市民自己的生命、財產安
全。
老友指出：「每一位市民都有責任和能力制止黑

衣暴力，齊心協力止暴制亂。黑衣魔之所以有恃無
恐，連警察都不怕，重要的一點，是他們聲言的所

作所為是為香港爭取人權民主、創造更美好的未
來，能夠得到民意支持。只有市民對黑衣魔破壞
法治秩序的行為當頭棒喝，直斥其非，不容事非
黑白被顛倒，黑衣魔才不敢再撒野，警方才能集
中精力打擊其他犯罪。香港是繼續亂下去，變成
『 暴 亂 之
都』、『罪
惡之城』，
還是回復昔
日的法治安
全，市民應
該 懂 得 選
擇。」

黑暴氾濫分散警力 助長「賊膽」變肥

在黑色暴力的持續衝擊下，許多為街
坊辦實事、辦好事的建制派區議員在區
議會選舉中落敗。民建聯副主席、立法
會議員周浩鼎昨日透過視頻表示，雖然
包括自己在內的許多民建聯黨友沒能在
選舉中勝出，但走訪社區，依然見到很
多市民街坊的支持和鼓勵。他們會繼續
加強社區工作，以工作回報大家。同

時，民建聯必然會重新出發為香港、為
國家守護「一國兩制」而努力，加大力
度要求特區政府止暴制亂。
民建聯 facebook 專頁昨日發表帖

文，「有嘢講—周浩鼎：民建聯未來
會繼續加強社區工作回報支持我們的
市民」，並上載一條周浩鼎的短片。
他在片中說，這次區議會選舉，雖然
很多民建聯黨友包括自己在內沒能勝
出，但這段時間走訪社區，依然見到
很多市民街坊對自己和黨友的支持和
鼓勵，充分反映市民對民建聯團隊的

地區工作和地區實績有信心。
他強調，民建聯未來只會繼續加強
社區工作，以工作回報大家，但更重
要的是，「民建聯必然會重新出發，
為香港為國家守護『一國兩制』而努
力。」
周浩鼎指出，在這麼困難的時期，

止暴制亂是廣大市民一個最重要的要
求，所以接下來的時間，民建聯會加
大力度，要求特區政府下決心止暴制
亂，採取果斷的措施，包括成立24小
時特別法庭，加快監控違法暴亂者。

止暴制亂依然是廣大市民的要求，民
建聯會繼續努力服務大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與現已改口稱「政治
民生，缺一不可」的其
他荃灣區煽暴派候任區
議員不同，在剛過去的
區議會選舉中在荃灣海

濱選區勝出的前學聯秘書長岑敖暉，
繼續全力煽動「政治至上」，聲稱選
舉的「唯一目標」就是迫使特區政府
「落實『五大訴求』」。有荃灣海濱
居民看不過眼，製作專頁揶揄岑敖暉
既不落區、又不為民發聲，並強調區
議員最重要是先搞好區內事務，不要
辜負投票市民的期望。
包括岑敖暉在內的荃灣區泛暴派區
選當選者聯署，要求渠務署解決荃灣
海旁臭味的問題，其中劉肇軒、陳劍

琴、謝汶澤、易承聰等紛紛轉發，更
稱要「又理政治，又做實事」，但在
岑敖暉的fb上就不見動靜。

同道「開晒波」岑蹤仍難覓
昨日下午，岑的最新一條facebook貼

文仍為在上月28日的一條帖文。雖然一
眾泛暴派勝出區選，但岑就聲言「所有
期望、精力放在選舉、選舉結果上，絕
對是死路一條，只會令這個制度更有正
當性」，「要全力爭取選舉的勝利，目
標只有一個：對政權施加更大的壓力，
迫使其回應五大訴求」，「選舉毫無疑
問地是個手段，不是結果」，等等。
「Danny Chan」就在岑敖暉帖文下

評論指：「區議員最重要是攪（搞）好

區內事務先，海濱今年已爆了四次地底
鹹水喉，請與管理處及政府部門商討，
制定短中長期解決方案。還有永德街擴
闊問題，讓更多巴士線能途經永順街，
方便海濱海灣居民出入，還有很多社區
問題，請不要辜負投你票的居民期望，
一位於海濱海灣土生土長的居民上。」
只見政治不見民生，有人開設了

「每天關心岑敖暉區議員」專頁，監
察岑敖暉有無落區，並表示從上月24
日區選投票日至前日，已經連續8天沒
有在荃灣見到岑敖暉的身影。
專頁並對比岑敖暉與其泛暴派「老
友」關於民生事務的對比，揶揄岑敖
暉「不安狀態」的情況「令人擔
心」。網民「Hoi Fung So」直言：
「屯門／元朗候任議員其實全部開晒
波，岑議員仲未出洞呀？」
有疑為岑敖暉的水泥隊就留言聲稱要

舉報該專頁，有人則為岑辯護稱，他未
正式上任區議員所以無事可做，並稱
「現任議員唔使做呀」，有關專頁的管
理員即狠批：「有糧出先做野（嘢）
呀！贏×左（咗）就出糧先做，參選時
（就話）關心社區問題。」
有人則稱岑敖暉並無「失蹤」，當選

後出席了多個記者會及接受傳媒訪問，
「Kayu Leung」揶揄道：「有得上鏡
緊（梗）係去，區內野（嘢），未上任
又冇鏡頭，不了。」
昨日，《明報》就刊出了岑敖暉

的訪問。在談到「每日關心岑敖暉
區議員」專頁時，他僅含糊其詞地
稱，的確有人擔心他只顧政治，把
區選當作參選立法會的「踏腳
石」，並認為「一時三刻難以一兩
篇文章釋除疑慮，期望未來多花時
間投入社區」。

聲言將「權力交還市民」卸膊
同日晚，岑敖暉終於在 fb更新帖

文，似乎想搵定借口不做地區事。他
聲稱就重建民主社區而言，「岑敖暉
並不是一切。一個岑敖暉不可能解決
座落在我們眼前的問題……況且，若
我可控制所有事務，那麼我充其量只
會變成另一位土皇帝，把權利（力）
歸還於社區的各持分（份）者顯得更
為重要。『成為一個讓居民能發揮所
長和力量的平台，去投身改革運動
中』是我在參選時對自己的期許之
一」云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岑敖暉只務「政」業 地區無影惹民憤

■海濱區街坊開設專頁監察岑敖暉近況，揶揄他「情況令人擔心」。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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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煽暴派的煽動和刺激下，
香港多處港鐵遭到嚴重破壞，
市民出行的安全和便利都受到
極大影響。在元龍選區當選的
張秀賢，以及「港獨」分子、

在天恒勝出的王百羽等，日前突然開始假惺
惺「為市民着想」，在facebook發帖稱要為
大家「督促港鐵履行大眾運輸的責任，回復
正常班次」云云，還要「收集街坊意見」向
港鐵施壓。既然兩位「議員」如此關心天水
圍交通，當初為何又要縱容、甚至煽動人破
壞呢？現在又為何不叫自己的「手足」收手
呢？真係「神又係你鬼又係你」。

施壓促速復修 罪責隻字不提
泛暴派的十八鄉當選者司徒博文、十八鄉

中當選者方浩軒、元龍區當選者張秀賢以及
十八鄉東當選者李俊威早前到元朗站請願，
要求港鐵「立刻」維修輕鐵站內的設施。他
們對黑衣魔肆意破壞港鐵設施、導致港鐵不
得不基於安全理由要減班及提早收車隻字不
提，反稱港鐵需對區內長者不能順利搭乘等
「負上最大責任」。
張秀賢昨日再在fb發帖稱，自己今日會同
一班元朗「民主派區議員」、「候任區議
員」一齊同港鐵開會，更戴頭盔稱：「雖然
大家都想繼續罷搭，但畢竟事都係要做，都
要繼續去爭取佢地（哋）回應嘅。」
王百羽亦在facebook發帖稱自己今日約見

港鐵時，會跟進天恒街坊關注的交通問題，
又聲稱雖然明白街坊都「不想搭（港）
鐵」，但還要為街坊爭取西鐵線恢復班次等
「福利」，要求「港鐵履行大眾運輸既
（嘅）責任」云云，企圖倒果為因，混淆是
非。
為能成功「入閘」區選曾寫千字「悔過

書」企圖洗白自己「港獨」身份的王百羽，
行事風格向來前後矛盾、不擇手段。王百羽曾高調宣
揚所謂「五大訴求」、「重組警隊」等口號，刺激暴
徒破壞香港，為其達成政治目的鋪路。
成功當選下屆區議員後，想必張秀賢和王百羽等都

擔心街坊因民生受影響而敗露了自己破壞香港的真面
目，開始邯鄲學步，效仿建制派區議員關心區內交
通，卻是假關心、真卸膊。如此這般的區議員「壞事
做盡、便宜佔盡」，街坊還須擦亮眼睛，監察他的一
舉一動，不要讓其再罔顧街坊利益，先真破壞、後假
建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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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當選的煽暴派中人日前聲言要煞
停觀塘海濱音樂噴泉，煽暴派觀塘九

龍灣選區當選者潘任惠珍更「獻計」，宣稱
要在觀塘海濱音樂噴泉附近加建一幅「永久
連儂牆」，並將「港獨」歌曲《願榮光歸香
港》設為其主題音樂之一云云。
在富柏區當選的公民黨余德寶，昨日則在
facebook發文，將有街坊向其表達對行人天
橋所謂「文宣」不滿稱為「一位街坊的挑
戰」，更聲言向該街坊宣稱，要在天橋設所
謂「合法」的「民主牆」，絲毫不將和其意

見不同的街坊放在眼中。
在馬頭圍區當選的前公民黨成員曾健超此

前亦在facebook發文稱，要用區議會撥款興
建所謂「固定的大型連儂牆」，「定期合法
地大量張貼文宣」云云。

何啟明批違區會職能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指出，泛暴派當

選者為了自己的政治訴求，就要利用區議會
資源去側重某一個政治立場市民的意見，興
建一些只有利於他們政治宣傳的建設，這對

整個區議會來說並非好事，而所謂「連儂
牆」會將大家不同的政治意見不斷激化，這
與區議會的原本職能有所違背，「正常區議
會做事應該要一致、公平及公開。」
他指出，區議會作為民政事務局下面的諮
詢架構，民政事務處應該要有相應的責任，
去督促及去指示區議會如何善用資源。他希
望煽暴派中人要顧及區議會的形象，跟隨正
常的程序去處理他們地區的興建，而非根據
自己的政治訴求，在任意地方興建所謂「連
儂牆」，又呼籲市民應該要持續監察這些煽
暴派當選者，他們是如何使用區議會資源
的。

陳恒鑌斥犯法犯上癮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批評，所謂「連

儂牆」會繼續撕裂社會。過往，不同的「連
儂牆」前都有出現不少爭拗和打鬥事件，煽
暴派中人竟想用公帑，去延續這種社會撕裂
和打鬥。他認為，新當選者應該要多思考為
市民服務做事，但從他們目前的提議，可以
看出這些人當選並非為了做實事，而是為了
繼續搞亂社會。
陳恒鑌批評，煽暴派中人已經犯法犯上

癮，完全沒有法律觀念，如果在公眾地方去

興建一些宣傳建設，其實已違反了食環署的
規例、地契和地政處關於標示的規定。如果
有區議員犯法，地政處亦應該執行責任堅定
執法，不能向惡勢力低頭。

顏汶羽促勿箝制言論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表示，如果煽暴派
中人最後真的去建設一個所謂「連儂牆」，
就必須要給予所有不同意見的市民發表意
見，而非單一政治立場者去進行所謂的「文
宣」，「不能有政治審查，市民要按規矩表
達意見。」

周浩鼎：續加強社區工作回報街坊

一批煽暴派區選當選者，勝出後的首

要任務並非為街坊謀福祉，而是圖謀濫

用公帑，動用區議會撥款興建所謂「合

法連儂牆」，張貼煽暴文宣散播仇恨，

更將街坊的反感和不滿當成對自己的「挑戰」，毫不遮掩地把自己的

政治利益擺在街坊之上。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過往發生過多宗因為所謂「連儂牆」所引發的衝突甚至暴力事

件，此等煽暴派中人的建議只會加劇社會撕裂，他們敦促新當選的煽

暴派區議員要為街坊辦實事，而非搞政治，並呼籲市民監察以免其濫

用撥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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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暴派議員圖動用公帑建「連儂牆」，政界批此舉只會加劇社會撕裂。圖為市民早前自
發「清牆」。 資料圖片

■周浩鼎承諾會繼續加強社區工作。
fb短片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