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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九龍城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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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風波臨近一周年，黑暴再起的

危機不斷升溫。香港文匯報梳理由本

月初頻密佔據全港各大商場的「犯聚」、「和你Sing」非法活動，總

結黑暴2.0五部曲，包括煽暴文宣為新一代「勇武」洗腦造勢、「攬炒

派」政棍和區議員瞓身助陣，臨時記者和臨時急救員當肉盾掩護，黑暴

的「一條龍」逞暴已見雛形。前晚，有16歲少年暴徒在沙田新城市廣

場發起刑毀店舖第一擊，而近日「犯聚」版圖更不斷擴張，商場不但成

為被攬炒的重災區，恐淪為黑暴向社區發動輻射式暴亂的堡壘，煽暴文

宣甚至狂言警方現時難以破解商場「和你唱」。警方正密切關注事態變

化，並調整策略遏制黑暴「回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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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黑暴逞兇2.0 前奏五部曲
文宣造勢 政棍助陣 拓展版圖 臨記掩護

攬炒派阻警執法 到場撐腰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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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黑衣魔前晚再入侵沙田新城
市廣場，4樓飲品店「喜茶」突
遭3名黑衣青年用硬物搗毀店內
設施，兩名便衣探員在門外將其
中一名黑衣青年制服在地。黑暴
同黨圖搶犯，大批「記者」亦包
圍探員，有人與混入其中的暴徒
粗口橫飛侮辱罵警員，一名女子
更揮傘襲警員，「記者群」即閃
開一條人隙讓另一名女暴徒逃
去。探員為防有人搶犯，舉起胡
椒噴霧射向在場者，並大叫「企
開啲」，但其後卻被黃媒「老
屈」粗暴阻止記者採訪。
曾於去年上演7．14防暴警血
戰暴徒的沙田新城市廣場，近日
成為泛暴「攬炒派」發動「和你
唱」的重災區，前晚有商戶就提
早關門避禍。晚上9時許，仍在
營業的飲品店「喜茶」突受3名
黑衣青年襲擊。
據「喜茶」的閉路電視顯示，
3名黑衣蒙面青年衝入店內，用
以布包裹的硬物擊毀點餐機等設
備，兩名便衣警迅即現身擒兇。
3黑青拔足逃跑，店員亦追出，
探員一度捉住其中一人，但其同
黨折回搶犯，經一番埋身肉搏，
兩名黑青逃脫，探員將其中一人
壓在地上制服。未幾，大批「記
者」聞風趕到。

16歲少年涉刑毀被捕
探員向身旁的男同袍大叫：

「幫我打電話叫佢哋（軍裝警
員）過嚟！」其間，一名黑衣女
子打開雨傘襲擊該名制服青年的

探員，大叫「你有咩證明你係警察」，企圖
煽動他人搶犯。警員回頭大喝「企開啲、保
持距離」，但就被身穿反光背心者重重包
圍，男警遂向背後人群噴胡椒噴霧。大批軍
裝警員到場增援，將被制服的黑衣少年帶走。
警方表示，前晚約9時，有暴徒突然闖入
商場內一間店舖，毀壞多部電子屏幕、電子
儀器及其他設施，警員立即阻止及以涉嫌
「刑事毀壞」拘捕一名16歲少年。警方其後
亦於沙田大會堂外拘捕3名男子，年齡介乎
17歲至52歲，他們分別涉嫌「公眾地方行為
不檢」及「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被捕。

▼ 16歲黑衣青年前晚在沙田新
城巿廣場破壞飲品店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 飲品店職員修理被砸毀的售
賣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部曲一：「犯聚」試水溫
自今年初本港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後，
泛暴派乘機在各區發起反對政府設立社
區防疫診所的非法集結。其間，暴徒向
診所掟汽油彈縱火、堵路製造混亂和恐
慌，但因規模有限及分散，迅速被警方
瓦解。泛暴一直無機會造成「遍地開
花」的實質效果，遂以各種理由申請集
會，為黑暴製造更多平台「試水溫」。
在五一勞動節尖沙咀遊行被警方禁止
後，泛暴和「攬炒派」將目標轉向商場
搞「和你唱」。由上周煽動所謂的「和
你非」到中環ifc「和你LUNCH」及金鐘
太古廣場「和你DIN」，開始有數十人
至百人響應，至本周發展到下午及晚上
「和你唱」，煽暴及「攬炒」文宣不斷
煽動市民霸佔商場，更將目標商場名單
不斷擴大，至本周日母親節於各區再發
起「和你唱」，大規模「犯聚」掀暴，
流竄到旺角街頭製造騷亂，警方當日共
拘捕230人。

部曲二：屈警谷人氣
綜合煽暴文宣黑手近日在社交平台鼓

吹的「攬炒」策略，其首要任務就是擴
大文宣影響力，讓更多「和你非」重新
走上街頭及參與「和你唱」。由於黑衣
魔被拉的拉、坐監的坐監，人手已大不
如前，因此「和你非」到商場借口「逛
街、吃飯和購物」，創造人盾免令黑暴
分子因人少勢弱而「送頭」，更屈警
「濫捕」、濫發犯聚告票，製造聲勢及
阻撓警方行動，同時迫商戶落閘，再嫁
禍警方執法嚇走顧客，最終達至「攬
炒」目的，在文宣洗腦下，學生等青少
年成為「和你唱」的主力。

部曲三：煽「唱」拓版圖
警方發現，近日網上煽惑「和你唱」

進駐各大商場，且範圍愈來愈大，截至
昨日，港島ifc、時代廣場、太古廣場、
太古城中心，九龍則有觀塘apm、旺角新
世紀廣場、朗豪坊、奧港城、九龍塘又
一城及尖沙咀海港城，還有新界天水圍
嘉湖銀座、元朗形點商場及荃灣廣場、
沙田新城市廣場及大埔超級城，全部成
為「和你唱」的霸佔目標。
除了青少年外，有些「熟面孔」的成

年人亦經常現身於不同商場挑釁警方，

另一個詭異之處就是不同商場卻出現同
款式的橫額、標語和海報，相信是有組
織統一派發，而這些商場絕大部分都在
港鐵沿線，不排除有人以商場作為集合
點並常態化，然後將暴力破壞延伸至社
區或港鐵，形式猶如去年11月黑暴佔領
各大學為據點，然後在附近堵路及破
壞。

部曲四：臨「記」作人盾
煽暴黑手利用Telegram群組，組織及
召集了大批「記者」、「急救員」充當
「哨兵」和人肉盾牌，近日的「和你
唱」現場，「記者」和充當炮灰的「娃
娃兵記者」人數之多超過以往，且是阻
警執法及「護暴」的中堅力量，每當警
方接報進入商場執法，他們便築起人
牆，將黑暴和警員分隔開，為暴徒爭取
脫身機會。
上周三，有「記者」就在天水圍銀座
商場外，協助暴徒圍堵市民並行私刑。
前晚在朗豪坊，也有人在防暴警入場
時，打開商場逃生門讓黑暴分子逃走，
甚至公然在直播時為暴徒「提水」及指
路。

部曲五：「勇武」吸新血
警方發現有新一批黑暴青少年受煽

動，充當新「勇武」。本周日下午5時，
警方在驅散旺角新世紀廣場「和你唱」
人群時，在一名22歲青年身上搜出製造
汽油彈原料，包括電油、多條毛巾及數
個打火機，不排除有人企圖在商場使用
該批物品，嚴重危害市民安全，前晚有
年輕暴徒更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和你
唱」人群掩護下突襲一間飲品店，大肆
破壞店內設施，一名16歲中四男生被便
衣警當場拘捕。
據悉，警方密切留意近期愈來愈多、

各種名目的所謂「和你唱」，一方面懷
疑有人圖分散警力，另一方面文宣武攻
相配合，催谷足夠人數，便會扔汽油
彈、堵路、縱火、打砸店舖，重演去年
黑暴的戲碼，加上日前在廢置校舍發現
暴恐分子的大批遙控炸彈和壓力煲炸
彈，警方對觸發更大殺傷力的暴力違法
活動，保持高度警惕，會加強情報主導
行動，以及因應示威活動的形式變化調
整戰術。

▶▶ 兩名便衣警兩名便衣警
員與員與 33 名暴徒名暴徒
糾纏糾纏，，右邊的右邊的
便衣警員以一便衣警員以一
敵二敵二。。

短片截圖短片截圖

▶▶ 33名黑衣暴徒名黑衣暴徒
在新城市廣場破在新城市廣場破
壞店舖時壞店舖時，，兩名兩名
便衣警員趕抵制便衣警員趕抵制
止止。。

短片截圖短片截圖

「攬炒派」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近日成為
「和你唱」現場的常客，以「監察」為名到場
為「攬炒青年軍」撐腰打氣，更用盡各種手段
阻撓警方向集結者發「限聚令」告票，更公
開為「犯聚」者解脫，抹黑警方「濫發告
票」、「打擊市民消費」，甚至有人在社交平
台通風報信當「哨兵」，將青少年當「攬炒香
港」的爛頭卒，自己則坐享政治紅利。

胡志偉到場拍照抽水
在前天的所謂各區商場「和你唱」期間，
幾乎每次都到場「打醬油」的民主黨立法會
議員胡志偉，現身慈雲山中心商場以「監
察」為名拍照抽水。其餘靠修例風波「上
位」的泛暴兼「攬炒派」區議員，亦紛紛到

商場自拍放上fb炫耀「撐暴」。
當中公民黨油尖區區議員余德寶，先後現

身大角咀奧海城及旺角的朗豪坊商場，還在fb
上通風報信：「我在朗豪坊，防暴（警察）
落地，手足小心！」
黃大仙區議員岑宇軒則現身慈雲山中心，

中西區區議員葉錦龍亦率同同區議員任嘉
兒、梁晃維和彭家浩等到西寶城，九龍城區
議員曾健超到九龍城廣場現場，屯門區議員
巫堃泰到屯門市廣場，元朗區議員張秀賢、
伍軒宏、黎國泳、陳樹暉到元朗Yoho Mall
等，「港獨」黑手劉頴匡亦到沙田新城市廣
場「博上鏡」。他們在各區的非法集會現場
煽風點火，通風報信，更不忘「打卡」及時
將自拍照放上fb「抽水」增加曝光率。

最積極「抽水」的「攬炒派」立法會議員
當然要數鄺俊宇。他幾乎「逢聚」必到，每
次都用大聲公進行所謂「現場討論」阻警推
進。隨着選舉將近，屢屢以「苦肉」博上鏡
的「鄺神」更豁出去。5月10日母親節當晚，
警方在旺角山東街近彌敦道一帶採取驅散行
動時，鄺俊宇被指在警察防線前投擲一個水
樽，防暴警員將其按地拘捕。鄺其後報稱受
傷要送往醫院，其後再「踢保」步出警署，
想盡方法增加傳媒「出鏡率」。

楊岳橋遇危即閃被罵
藉近日「和你唱」增加曝光率的還有公民

黨黨魁戇橋楊岳橋，惟其「抽水」伎倆則令
自己失分。本月1日，沙田新城市廣場「和你

唱」期間，戇橋疑見立法會選舉臨近，亦到
場做直播騷「箍票」，惟當警方開始驅散行
動時，他即第一時間閃人，見到前線「手
足」被胡椒噴霧射中亦懶理，即場被一班同
路人破口大罵，直斥其是「冇事嗌口號，有
事影都冇」的垃圾。
攬炒泛暴區議員更公然招兵，四名天水圍

新晉區議員侯文健、林進、伍健偉、關俊笙
組成的「天水連線」，近日不停在區內招募
學生參加所謂「天水圍元朗全民特訓計
劃」，並分開多個不同的訓練項目，進行有
針對性的短跑衝刺及核心肌群訓練等。翻查
資料，元朗區議員黎國泳曾在1月18日參與
過該群組籌辦所謂「反恐特訓」，被質疑是
在訓練本土恐怖分子。

■■ 黑衣女用雨傘黑衣女用雨傘「「篤篤」」執行拘捕任務的便執行拘捕任務的便
衣警員衣警員。。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