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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黑魔撞爆頭 女工心臟病發
暴徒匿公廁踢門撼暈清潔工 工會促速擒兇手

中聯辦發言人昨日發
表談話，嚴厲譴責暴徒
前日在港島中心城區非
法遊行聚集，公然打出
「港獨」標語，肆意堵
路、打砸、縱火，破壞
公共設施，圍毆無辜市

民，嚴重侵害廣大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和合法權
益，嚴重危害國家安全。
發言人指出，反對派和激進勢力不顧疫情當
前，自5月1日迫不及待重啟黑暴之後，24日又借
反對香港國安法及國歌法本地立法之名，大肆行
兇破壞，讓市民「想有個平安環境」的心願再次

破滅。他們在銅鑼灣、灣仔一帶，高喊「港獨」
口號，揮舞「港獨」及外國旗幟，四處堵路縱
火，打砸中資企業和商舖，破壞公共交通設施
等。更有暴徒從大廈天台向地面投擲玻璃瓶，以
磚頭襲擊警方並向警察淋潑有害液體，導致包括4
名警員在內至少10人受傷送院。

強烈譴責暴力違法
令人髮指的是，一名女路人嘗試穿過路障時，

被暴徒揮長棍襲擊，並推倒拳打腳踢；一名律師
只因反對堵路，就被數名暴徒用棍棒和雨傘野蠻
毆打，重擊其頭部，導致多處受傷送院。此等暴
力違法行徑，難容於任何法治文明社會，必須予

以強烈譴責，必須受到法律制裁。「我們堅決支
持香港警隊嚴正執法！」
發言人指出，暴徒們的違法行徑，充分暴露了

他們與外部勢力合唱、製造恐怖、煽動「港
獨」、逼香港社會「攬炒」的真實面目。鐵的事
實再次證明，全國人大決定制定有關法律維護香
港國家安全，十分必要、十分迫切。越來越多市
民意識到，一小撮人的所作所為再不及時得到制
止，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的利益和福祉就會被侵
害，香港和「一國兩制」的前途就會被葬送。我
們注意到，24日已有超過50萬市民參與「撐國安
立法」街頭和網絡簽名大行動，且正在持續增
加，這是廣大市民「護國安、反暴力、反攬炒」

心聲的強烈表達。

勿低估中央衛國決心
發言人指出，種種跡象顯示，一些極端激進分

子正加緊策劃更大規模的違法暴力行動，妄圖徹
底「攬炒」香港。我們要正告這些人及其背後勢
力，切勿低估中央決心。中央政府捍衛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和意志堅如磐石，維
護香港社會繁榮穩定、維護香港同胞根本利益的
決心和意志堅定不移，做好了處理各種複雜局面
的準備。一些人如果一意孤行，等待他們的必然
是法律的制裁！

■香港文匯報 據中聯辦網訊

中聯辦：國家安全必須維護 民眾利益不容侵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黑衣魔前日再度破壞社會安

寧，濫用私刑襲擊無辜市民，更

累清潔女工命危。一名尼泊爾籍

食環署外判清潔女工在銅鑼灣近

鵝頸橋底的堅拿道公廁工作，突

然一群黑衣暴徒懷疑躲避警員追

截而衝入公廁，其間狂踢廁格，

令該名女工頭部重傷更引致心臟

病發，由途人協助送院接受「通

波仔」治療，目前情況仍然危

殆。據目擊者表示，女工當時大

量流血，「有人踢門撞到佢個

頭，之後佢坐喺廁所，暈暈

哋！」香港環保物流及清潔從業

員協會昨日發聲明譴責暴徒的暴

力行為，形容事件令人髮指，要

求警方盡快把暴徒緝拿歸案，還

當事人公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剛過去的周
日（24日）黑暴重臨，暴徒假借示威之名到
處破壞店舖、毀壞公共設施甚至襲擊路人和
警察。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昨日發表公開
信，對這些暴徒及推波助瀾的縱暴分子予以
嚴厲譴責，並形容這是「黎明前的黑暗」，
黑暗將走到盡頭，光明即將照亮前路。該會
會代受傷的同袍，向涉案暴徒追究刑事以外
的其他責任。
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在公開
信中表示，黑暴正式捲土重來，市民一個難
得的周日又被糟蹋，要為暴徒的暴力和破壞
埋單。儘管警方早已警告切勿參與未經批准
的集結，但不少好事之徒仍然響應事先張揚

的網上號召，在多個地方參與非法集結，假
借示威之名到處破壞店舖、毀壞公共設施、
堵路危害交通安全等。
他續說，暴徒所到之處大部分商業活動被迫

停止，其所作所為完全漠視市民的飯碗和生
計，市民對經濟復甦及正常生活的期待被部分
人以虛無飄渺的所謂「政治訴求」凌駕。更甚
者，有持不同意見途人目睹暴徒堵路欲上前阻
止，反遭約十名暴徒包圍行使私刑毆打，傷勢
嚴重。
林志偉指出，有警務人員在執勤期間被暴
徒從高處擲下的大量硬物所傷，暴徒行為嚴
重威脅在場警務人員及其他途人的安全，足
以構成人命傷亡。

他批評，暴徒的所作所為是與民為敵，
甚至直接威脅他人生命安全，與他們口中
的「大仁大義」背道而馳，警方必定會嚴
正執法，竭盡所能拘捕犯案者。如有暴徒
向協會同事施襲致其受傷，協會還將向其
追究刑事以外的其他責任。

林志偉：黑暗盡頭 光明將至
林志偉質疑，口是心非的黑暴和縱暴分子
經常將所謂「光復」一詞掛在口邊，做的卻
是令市民的生活被黑暗籠罩的事，但相信現
在是「黎明前的黑暗」，如今黑暗真正走到
盡頭，光明即將照亮前路，大家可拭目以
待。

律師陳子遷周日下午在銅
鑼灣被黑衣人行以私刑，傷
勢嚴重須留院治理，目前仍
然留醫。香港文匯報就此追
訪擁有多名大律師的公民黨
立法會議員，惟他們均拒絕

回應。該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更反稱，對律
師會迅速發表譴責聲明「感到震驚」。多名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暴徒公然濫用私刑，踐踏了法律底線，
但有法律背景的公民黨議員不但拒絕譴責，
更企圖抹黑律師會，無資格自稱為法律界中
人。
針對黑衣魔冷血施襲，身為立法會法律界
議員的郭榮鏗向記者聲稱自己已經「慰問」
了陳子遷，希望陳能盡快康復，並就聲言對
律師會「這麼快」就發出譴責聲明「感到震

驚」，特別是很多「律師」在過去一年被警
方「公然侮辱、暴力對待」，律師會反而視
而不見。
當香港文匯報記者追問會否譴責有人暴力

襲擊陳子遷時，郭榮鏗拒絕回應。本報記者
再追問身為大律師的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時，
他竟稱「不知道有這件事」。身為大律師的
公民黨議員陳淑莊就避而不答：「知你問
乜，唔答，無嘢講。」

建制批攬炒派食人血饅頭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批評，此事證明
公民黨幾位議員極之無人性，「任何一個正
常人，看到暴徒毫無血性地以恐怖手段向手
無寸鐵的市民行私刑，也會作出嚴肅指
責。」
他狠批公民黨等攬炒派為繼續食人血饅

頭，不想開罪暴徒，竟連一句譴責都不敢
講，反而繼續縱容暴行，更證明香港須要有
港區國安法，以維護社會穩定及繁榮。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狠批，攬炒派不斷

煽動年輕人上街，對違法行為諸多包庇，終令
黑暴膽大包天，無差別地襲擊市民，特別是公
民黨不少議員都自稱法律專業，但為食人血饅
頭就對陳子遷被襲擊一事一句譴責也不肯說出
口，希望市民認清楚這些人的真面目，並相信
歷史對這些攬炒派將自有公論。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認為，任何以暴
力手段嚴重傷害他人身體已屬不合法行為，
除作出譴責更須將涉案者繩之以法。自稱有
法律專業的議員面對黑暴橫行、任意對市民
行以私刑，竟不敢譴責暴徒，根本不配自稱
有法律專業資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訟黨懶理律師被打 反「震驚」律師會譴責
律師陳子遷在銅鑼灣被黑暴

襲擊致重傷入院引起公憤，攬
炒派文宣組為轉風向，在網上
發起針對陳子遷的起底抹黑。
包括誣陷他先挑釁暴徒，甚至
稱是警方混入示威群眾中挑起
示威者的情緒，才導致事件
的發生，有人甚至將其家人
資料上載上網。香港律師會
昨日再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暴
力，並譴責任何形式的網絡欺
凌行為，又提醒所有人起底行
為將引起的民事和潛在刑事責
任。
陳子遷前日在前往南華會打

高爾夫球途中，疑因阻止暴徒
的堵路行為而遭人搶去其球
棍，更被球棍及雨傘等武器瘋
狂圍毆而受傷送院。律師會會
長彭韻僖當日到醫院探望陳子
遷及譴責暴力。據了解，陳子
遷的頭、頸及身體都有傷，檢
查過腦部未發現有瘀血。

律師會譴責起底惡行
律師會昨日再發表聲明，強

烈譴責有關的暴力事件，指任
何人對他人身體加以傷害屬嚴
重罪行，而公然違反法例、破
壞治安、使用暴力均令人髮
指。該會對會員陳子遷被襲深
表痛心及關切，而對方已向警
方報案。
聲明續指，襲擊事件發生

後，陳子遷及其家人的個人資
料疑在未經同意下於網上被人

公開發佈。對此，律師會譴責
任何形式的網絡欺凌行為，並
提醒所有人「起底」行為將引
起的民事和潛在刑事責任。
身為律師的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張國鈞透露，他認識陳子
遷，對方在律師會致力推動文
康體育等工作，是年輕有為的
律師，並沒有任何政治背景。
黑暴為求漂白自己的惡行，

竟刻意捏造事實，甚至網絡欺
凌其家人，所為可恥。
身為大律師的新民黨立法會

議員容海恩亦表示，他認識陳
子遷，而對方並無任何政治背
景，惟心懷正義，見到不合理
的事都會「說一兩句話」，是
次竟因此遭私刑對待更遭抹黑
及起底，實令人氣憤，更令人
擔心部分香港人竟變得如此不
堪，擔心社會難以翻身。
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
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強
調，香港是一個講求法治的
地方，無論「顏色」或政
見，不能接受任何違法行
為，而有人竟以抹黑或捏造
事實手段企圖掩飾罪行，更
完全漠視法治精神。
除陳子遷外，當日還有多名

無辜市民被黑衣魔行私刑。
警方昨日則在其fb公佈，已

拘捕一名16歲男子，懷疑與一
名女子前日在天后電氣道清理
路障時遇襲有關。當日下午3
時許，該名女子清理路障期
間，遭暴徒襲擊，她的頭部、
手及腳都受傷。案件由東區重
案組接手調查，不排除會有更
多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警員佐級協會：代受傷同袍追究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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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魔昨日肆虐港島，一名尼泊爾籍清
潔女工被發現暈倒在堅拿道公廁內。

有目擊者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當時銅鑼
灣鵝頸橋一帶有很多黑衣人聚集，約有50名
警員在執勤。其間，有人懷疑為躲避警員追
捕而衝入公廁，有人踢門撞到她頭部。她坐
在廁所內，感到暈眩，更流了很多血。她發
現清潔女工暈倒後，遂報警求助。

食環署將供適切支援
該目擊者向傳媒提供的相片可見，該清潔

女工坐在地上，地上有數個水樽，當場有身
穿印有「急救」字樣反光衣的「義務急救人

員」從旁協助。
食物環境衞生署昨日證實，一名外判清潔

員工前日於工作期間，在灣仔堅拿道公廁被
發現身體不適送院治理，目前情況危殆，已
向傷者表示慰問，並正向她及其家人提供適
切協助。署方對事件感到難過，並已向傷者
致以慰問，期望她早日康復，亦會透過服務
承辦商與傷者家屬保持聯絡，在可行情況下
提供適切的支援及協助。

清潔從業員協會譴責暴力
香港環保物流及清潔從業員協會理事長林

有貴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譴責暴徒的暴

力行徑，工會在知悉事件後已作出跟進、了
解事件，也會盡量提供協助。
香港環保物流及清潔從業員協會昨日發表

聲明，指疫情未完全減退，黑暴又捲土重
來，暴徒的行為更近乎恐怖級別，引發更大
規模的破壞犯法行為。前日中午，暴徒在銅
鑼灣鵝頸橋遊行、堵路和聚集，一群黑衣暴
徒衝入堅拿道公廁，混亂期間導致該清潔女
工撞傷頭部及心臟病發，事件令人髮指，要
求警方盡快把暴徒緝拿歸案，還當事人公
道。
聲明同時提到清潔工友為生計賺取微薄酬

勞，長期辛勞工作，更不斷為社會事件帶來

的破壞「埋單」，使日常工作負擔百上加
斤，並呼籲所有相關機構、僱主應加強與工
友溝通，因應情況讓工友到安全地方暫避，
保障僱員的工作安全。

前日拘193人 最細12歲
另外，警方昨日公佈，在前日全港各區示

威活動中共拘捕193人，包括122男71女，
近 30人未成年，其中年紀最小的只得12
歲，最年長的有72歲。他們涉嫌干犯暴動、
非法集結、藏有攻擊武器、襲擊他人身體導
致受傷等，警方在被捕者身上搜出士巴拿、
鎅刀、丫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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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灣被暴徒砸碎櫥窗的時裝店，深夜即派出職員清理碎玻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黑暴過後銅鑼灣一帶滿目瘡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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