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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攬炒派聚集銅鑼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黑暴一日不除，香港
永無寧日。最近兩天，民建聯、九龍社團聯會在進行
「撐國安立法，反港獨、反顛覆、反暴恐、反干預」
簽名行動時，先後遭黑衣暴徒滋擾甚至出手襲擊，多
名義工受傷送院。民建聯、九龍社團聯會昨日強烈譴
責暴徒的野蠻行徑，而有關人等所作所為更證明了在
港實施涵蓋「反暴恐」的港區國安法的必要性和急切
性。

兇徒挑釁襲擊 街站義工受傷
民建聯及「香港各界撐國安立法聯合陣線」昨日

在大埔區內多個地點擺設街站期間，多番遭受黑暴滋
擾，包括言語挑釁及出手襲擊，令街站義工受傷送

院。
昨日上午11時50分，「陣線」在大埔昌運中心對

出簽名街站，被一名騎單車男子搗亂，包括用粗言穢
語辱罵街站義工，更塗污街站的宣傳品。街站義工出
言制止，該男子即騎單車離開，並撞傷正在現場協助
街站的民建聯大埔支部主席譚榮勳。譚右腳受傷，兇
徒逃去無蹤。

民記九龍社聯予強烈譴責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昨日亦在其社交平台發帖，

指有民建聯職員在深水埗被人襲擊，眼及面部受傷，要
送院治理，受傷職員指當時幾乎暈倒，一度視力模糊。
民建聯已立即報警拉人。他強烈譴責暴徒的暴力行為，

「我們不怕暴力及威脅，繼續堅定服務市民。」
中午12時30分，在大埔太和邨近居和樓，兩名身

穿黑衣的兇徒出手襲擊街站義工，並向太和邨方向逃
走。義工頭部受傷，出並現頭痛、頭暈和明顯腫脹情
況，當即送往大埔那打素醫院治理。
民建聯對黑暴的滋擾及暴力行為予以強烈譴責。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對受傷的街站義工致以深切慰問，
並會和警方保持緊密聯繫，盡快緝拿兇徒歸案。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則指，會就黑暴問題要求警方嚴
肅處理，並一定追究違法人士的法律責任。
九龍社團聯會昨日亦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兇徒前

日滋擾街站義工的違法卑劣行徑，足以證明在港實施
涵蓋「反暴恐」法律的必要性和急切性。

蒐簽名屢遇襲 更證立法必要

正當全港社會各界發聲支持人大審議港區

國安法之際，攬炒派昨日在港島發起非法集

會，一眾黑暴分子打砸燒恐嚇市民，更以殘

酷私刑手段要市民「滅聲」。律師陳子遷在銅鑼灣阻止暴徒堵路時，慘遭多名

黑衣暴徒以雨傘、路牌及拳腳狂毆，頓成「血人」，身受重傷須送院救治。兩

名女子因挺身清路障及發聲反暴慘遭毒手。律政司司長和香港律師會均嚴厲譴

責針對不同意見的暴力行動，並直言暴徒對不同立場、手無寸鐵的市民施以暴

力，是香港的悲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攬炒派煽動昨日在灣仔及銅鑼灣非法集結。昨日
下午約3時半，大批黑暴分子在利園山道、禮

頓道一帶堵路及打砸店舖，將銅鑼灣希慎道近利園山
道交界的I.T時裝店玻璃櫥窗擊毀，有暴徒衝入一間
店舖把模特兒模型拖出街亂扔。
其間，41歲的陳子遷律師正前往南華會打波，經

銅鑼灣利園山道時，遇見數十名暴徒以雜物堵路，他
上前阻止及與暴徒理論，結果被數名暴徒奪走其高爾
夫球棍，追毆他至保良局正門。兩名黑衣人和一名白
衣人用黃布罩在陳律師頭部，然後一齊猛踢陳胸腹，
及用拳頭猛擊陳頭部。

逃走遭攔截傘扑頭十餘下
陳子遷負傷掙脫後沿禮頓道逃走，但被暴徒追打

不放，沿途用傘柄多次猛擊陳後腦。陳一度不支抱頭
蹲到牆角，一名暴徒雙手持傘，向陳頭部猛擊十餘
下。其間，另一名黑衣人開傘遮擋施暴過程。陳突圍
逃至加路連山道過路處時，再被數名暴徒掟水樽及打
倒在地，用傘柄、棍棒、拳腳猛擊他頭部。
陳血流披面，衣服被扯爛，踉蹌起身離開時，又

有人將一塊桌面大小的路牌擲向陳。此時，陳滿臉披
血，頭、手及背均受傷，之後報警送院治理。案件已
交由港島總區重案組緝拿兇徒。
律師會會長彭韻僖到醫院探望陳子遷後表示，陳

傷勢嚴重，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她對暴行感到憤怒，
並對暴徒一言不合就訴諸武力，感到十分悲哀，認為

暴行只會令社會更加撕裂。她希望警方能盡快緝捕兇
手，彰顯法律公義。
彭韻僖說，當時陳子遷正去南華會練習高爾夫，

暴徒不但將其身上的球桿搶走，更將之用來猛擊陳的
頭部。高爾夫球桿十分堅硬，（擊打）分分鐘危及生
命，有人更用傘柄猛插陳的頸部，傷及其大動脈。

「公民抗命非違法許可證」
律師會發表聲明，對事件感到震驚、痛心、憤
怒，並予以強烈譴責，強調暴力行為不為社會所接
受，傷人是嚴重罪行，無論背後理念動機是什麼，
暴力始終是暴力，絕對不能接受。
聲明強調，香港是文明社會，「公民抗命」並非

違法的許可證，暴力亦非施暴者的許可證，絕不可以
暴力使政見不同的人噤聲。因為立場不同就馬上招致
暴力回應，「如這樣就是大家想爭取的自由，那是香
港的悲哀。」該會重申，法治的其中一個最基本精神
就是守法，作為律師更不能對暴力行為保持沉默。
彭韻僖續說，陳子遷送院後情緒十分激動，醫生

給他打了鎮靜劑，現已入睡。家人都對他的嚴重傷勢
痛哭不已。她說，平時看暴徒打人，還可能覺得事不
關己，當身邊人被這樣毆打時，那真是感到切膚之
痛。「香港法治社會，怎麼可以因為意見不合，就貿
然毆打他人？」她希望香港能多點尊重和包容，任何
問題都絕對不能訴諸暴力。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向被黑魔行私刑而受傷的陳子遷律

師致以深切慰問，並祝願他早日康復。鄭若驊表示，從
新聞片段得悉兇徒施襲的經過，感到震驚和痛心，她絕
不認同任何暴力行為，更遑論向無辜路過或意見不同的
人施以襲擊。她並嚴正指出，以違法行為來達成任何目
的，在法律上是絕不容許的，更會破壞法治精神，任何
人都不能以武力方式解決問題。律政司強調，傷人屬嚴
重罪行，一經定罪，可被判處監禁。

女司機頭部遭腳踢狠踩
同日，有暴徒在銅鑼灣興發街及琉璃街交界以圍

欄及道路工程牌阻塞馬路期間，一名女司機自行搬開
路障，被黑衣人上前指罵，一名女黑衣人掄棍猛擊女
子面部。女子受創意圖反抗，被四名男女暴徒推倒在
地，用腳猛踢及狠踩她頭部。
昨日下午5時許，數名市民包括外籍人士，在銅鑼
灣街頭不滿暴徒堵路，上前理論時反遭襲擊，其中一
名女子被硬物掟爆鼻流血。警方呼籲受害人挺身而出
舉報案件，並嚴厲譴責暴徒傷害無辜市民的暴行，誓
言將暴徒繩之以法。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截至昨晚6時，港島區示威活

動中合共2男4女送院，全部送往律敦治醫院。2男2
女情況穩定，1名女子出院，1名尼泊爾籍51歲女子
危殆。
據悉，該名危殆女子為清潔工，本身有心臟病，

她在公廁工作時，被突然衝入的暴徒驚嚇，疑引致心
臟病發昏迷。

警方狙擊打砸燒毆拘1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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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傳媒聯絡隊遇襲至少四傷

▲警方檢獲暴徒使用的傘中劍，劍刃長
達30多厘米。 警方圖片

◀ 有暴徒在銅鑼灣向警察擲磚頭，至少
4名傳媒聯絡隊人員受傷。 警方圖片

■暴徒在街頭縱火。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
在昨日示威現場，警方傳媒聯絡

隊全程被「街坊」挑釁，更「老
屈」聯絡隊「失控」，其間更向聯
絡隊投擲大量磚頭、硬物及不明液
體襲擊，導致4名隊員受傷。警務

處處長鄧炳強非常關注案件，並在其中兩名傷者送
院前親向他們作出慰問。
昨日下午4時15分，警方在軒尼詩道與怡和街交

界佈防，警察公共關係科警司高振邦帶領傳媒聯絡
隊，高站在防線和記者群之間維持秩序，惟有混在
記者群中的「街坊」不斷叫囂。高警告「唔係記者
就離開」，並指有關行為「破壞緊記者的專業」。
由於高一度站得太前，現場有人起哄，他被同袍

拉走，惟此舉即被「黃媒」形容為「失控」。其
實，防暴警當時是擔心高一旦落單會被黑衣魔私刑

對待，才上前拉他回安全距離。

磚頭毀頭盔 圖奪警性命
同日下午約4時45分左右，在軒尼詩道近鵝頸橋，

有黑衣魔突向站在警方防線前的傳媒聯絡隊投擲大
量磚頭、硬物及不明液體，結果造成4名隊
員受傷，其中一人更被磚頭擊中頭部，連
頭盔亦告損毀，可想而知，若被直接擊
中頭部，該警員將凶多吉少。
警方事後譴責暴徒惡行，強調任

何人以暴力及傷害他人的方式去
「爭取」訴求，都是超出法律容許的
範圍。又重申警方絕不會姑息暴徒惡
行，定必追究到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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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攬炒派、黑暴再掀禍
港之亂，昨日在銅灣鑼及灣仔街頭，揮動英美及「港
獨」旗幟，大叫「港獨」口號，堵路、縱火及打砸交
通燈和店舖，更空投玻璃樽、瘋狂襲擊市民和警員。
警方鐵腕執法，快速追擊違法暴徒，警員發射催淚彈
和水炮車發射水柱。至晚上10時，拘捕至少180名暴
徒。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在銅鑼灣及灣仔一帶的暴
行，顯示「港獨」和「黑暴」分子仍然猖獗，印證了
就國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警方昨晨9時開始在港九佈防，水炮車及銳武裝甲
車在港島區及中聯辦外戒備，並在過海隧道設路障及
巡查港鐵車廂，防止黑暴帶武器混入非法集會。中午
開始，大批暴徒在銅鑼灣及灣仔一帶進行違法暴力活
動，包括在軒尼詩道、怡和街、菲林明道及駱克道街
市對出用垃圾桶、鐵欄、雪糕筒和路牌等雜物快閃堵
路，巴士及電車等車輛受阻。

40人逃入地盤一網成擒
其間，有暴徒向警員投擲雨傘、水樽等雜物，防暴

警立即施放催淚彈驅散，並展開追捕。大批暴徒拔足
狂逃，其中一批人慌不擇路，逃入鴻興道近遊艇會一
個地盤「掘頭路」，其中40人涉非法集結一網成擒。
其他暴徒在近柯布連道和鵝頸橋底、告士打道近紅
隧口等處，用大量雜物和磚頭堵路，更擊毀路中的交
通燈等設施，在軒尼詩道路中焚燒雪糕筒，及在莊士
敦道近盧押道將垃圾桶、環保回收箱等推出路中潑淋
電油縱火，濃煙捲上半空。

崇光百貨附近拘捕80人
在波斯富街快樂大廈，有黑暴從高處向地面的警察
防線投擲多個玻璃樽，警員登樓拘捕8名暴徒，分涉
非法集結、協助及教唆非法集結被帶署，另外又在崇
光百貨附近拘捕最少80人。
多名警務人員及持不同意見的市民被暴徒以磚頭及

雨傘等硬物襲擊，另有一輛載有防暴警的警方七人車
在駛至軒尼詩道近天樂里時亦遭暴徒飛磚擊爆司機位
車窗，一名男警被碎片濺傷嘴角流血，暴徒則趁亂逃
去無蹤。同日傍晚，有人在尖沙咀海港城商場內集結

及叫囂，涉嫌破壞社會安寧，防暴警進入商場至少拘
捕20人。
警方表示，截至晚上9時半，警方在相關地區拘捕
至少180人，主要涉及未經批准的集結、非法集結及
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等罪行。
警方嚴厲譴責暴徒傷害他人及暴力破壞的惡行，這
一切暴行絕非文明社會所能接受的「示威」方法，相
關行為更觸及法律底線，警方定必追查到底，違法者
亦必須承擔刑事責任。
警方亦在此呼籲社會各界，共同向暴力說不，重拾

香港人珍而重之的和平理性方式表達意見。
特區政府發言人對暴徒及「港獨」分子的行為予以

強烈譴責，並支持警方果斷採取執法行動，並強調全
國人大會議正審議有關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根本目的是為了維
護國家安全、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從而更好地保障香
港廣大市民的合法權益和自由，並呼籲市民要與暴徒
劃清界線，不要以身試法，廣大珍惜香港的市民亦應
同聲譴責這些暴行。

攬炒派昨日煽動黑暴再臨，更親身上陣阻撓警方執法。香
港文匯報記者在銅鑼灣一帶現場所見，至少有數十名攬炒派
政棍混雜其中，有人刻意到現場「打卡」做騷博出位，有人
不時煽動眾人情緒挑釁警方，其中，兩名攬炒派區議員葉錦
龍及李志宏被警方拘捕。
攬炒派連日催谷昨日在港島區的非法聚集及遊行活動，不少

攬炒派政棍為爭取曝光率紛紛現身銅鑼灣人群聚集現場（見
表），其中一些正部署參加今年立法會選舉的政客最為積極。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觀察，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譚文豪早於下

午1時許就抵達現場，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胡志偉、黃碧雲、尹
兆堅、林卓庭、許智峯，「議會陣線」的朱凱廸等也出現在
人群中，參與非法遊行。

「快必」挑釁警方被捕
同時，「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則與「眾志」關係密切

的觀塘區議員梁凱晴、「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前發言
人張崑陽以及南區區議員袁嘉蔚等人亦加入非法遊行活動。
不過，黃之鋒出現片刻後就急急離去，似乎只是為「打卡」
而出現。
同時，「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得志更在中午左右就在崇光

百貨外擺街站，而在被警方要求離開時，他更刻意向警方挑

釁，最終被防暴警員拘捕。

許智峯葉錦龍涉阻警執法
過往多次在暴力現場涉嫌阻礙警員執法的立法會議員許智

峯和中西區區議員葉錦龍，在現場被警方拘捕。其中，葉錦
龍被捕時，發現其佩戴着黑衣魔的Full Gear（全套裝備）。
記者發現，除了許智峯和葉錦龍外，還有不少過往曾活躍於
暴力現場的攬炒派議員徘徊在鵝頸橋一帶，與一些換了裝的
黑衣魔有講有笑。
據了解，攬炒派之所以發起今次的非法遊行，是企圖為5

月27日包圍立法會重現去年「612」造勢，而大多數攬炒派
成員傾巢盡出打卡後，眼見警方開始慢慢驅散人群，為了避
免太多人被捕造成5月27日人數不足，遂於昨日在連登及各
大Telegram煽暴群組發放「散水」消息，提醒支持者要
「保留實力迎戰527」。

據了解，攬炒派經過去年區議會選舉後，一直都密謀部署
今年立法會選舉前重現黑暴肆虐的活動，以坐收漁人之利。
據悉，除了昨日的非法聚集外，攬炒派亦企圖藉5月27日
（周三）《國歌條例》草案在立法會二讀時，煽動包圍立法
會，企圖重現去年的「612事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政棍做騷「打卡」煽動挑釁做齊

■有暴徒在銅鑼灣堵路，交通受阻。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女司機在街頭被四名暴徒棍毆女司機在街頭被四名暴徒棍毆、、打打
頭頭、、扯髮扯髮，，不支倒地不支倒地。。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一名女子在銅鑼灣不滿被堵路，遭對方毆打，被
擊中鼻子，鮮血直湧。 網上圖片

■■ 中西區區議員葉錦龍被中西區區議員葉錦龍被
捕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律師陳子遷遭黑衣暴律師陳子遷遭黑衣暴
徒圍毆徒圍毆。。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銅鑼灣IT時裝店被黑暴「裝修」破壞。 網上截圖

■車輛因堵路寸步難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子遷陳子遷

■■警方使用催淚彈驅散警方使用催淚彈驅散
有違法行為的人群有違法行為的人群。。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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