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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兩會看點

尚有聚焦兩會及國安法新聞刊：

A2—A6 A8—A10

A15—A16 A20

詳刊A4

全軍加強練兵備戰
維護戰略全局穩定
：習近平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上午9時：代表小組會議審議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最高
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下午3時：代表小組會議審議
關於政府工作報告、年度計
劃、年度預算三個決議

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

下午 2:10：第三場「委員通
道」採訪

下午3時：政協閉幕會

1. 通過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
員會第三次會議關於常務委員
會工作報告的決議

2. 通過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
會提案委員會關於政協十三屆
三次會議提案審查情況的報告

3. 通過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
員會第三次會議政治決議

2019年

9月22日：有市民在元朗被黑衣魔瘋狂
毆打，血流披面

9月28日：有市民在金鐘示威現場揮舞
國旗，即被黑衣魔毆打

10月3日：一位老伯與在黃大仙搞事黑
衣魔意見不合受襲，頭部流血

10月6日：一名的士司機懷疑意圖駛過
路障而被黑衣魔圍攻，期間疑有人搶軚
令的士失控撞向其他黑衣魔。司機事後
被黑衣魔圍毆重傷

10月6日：香港藝人馬蹄露因拍攝黑衣
魔的破壞行為，被蒙面人毆打至頭破血流

10月6日：有內地旅客途經旺角，疑被
指影黑衣魔「大頭照」而遭人圍毆

11月2日：多名蒙面黑衣魔在旺角圍毆
一名市民，直到他倒地無法動彈後，還
扯去其上衣、長褲及內褲「示眾」

11月11日：馬鞍山一處過街天橋上，
一名市民斥黑衣魔堵路破壞，被暴徒淋
澆易燃液體點燃燒至重傷

11月13日：黑衣魔以暴力阻撓市民上
班，扔出的磚頭擊中70歲的清潔工羅
長清，令其不幸身亡

12月9日：旺角有黑衣魔堵路放火，一
男子疑因政見遭黑衣魔毆打暈倒，施暴
的18歲巴基斯坦籍學生當場被捕

2020年

1月7日：20名清潔隊員在葵涌梨木
樹邨清理「連儂牆」期間，被逾百名黑
衣魔恐嚇，有人出手毒打清潔隊員

2月1日：藍田8名童黨仿效黑衣魔
「私了」，於本月初因私人糾紛，結
黨並對兩名14歲男童施以酷刑及百
般凌辱，威迫兩人進行猥褻性行為，
令兩名男童身心受重創

2月4日：多區出現暴徒搗亂情況，
沙田、將軍澳、旺角有黑衣魔快閃堵
路，而天水圍有市民被黑衣魔毆打，
頭部受傷

5月1日：沙田新城市廣場「和你唱」圖
製造混亂，一名女士高叫「支持警察嚴
正執法」，即遭黑衣魔包圍威嚇施襲

5 月 6 日：天水圍商場「圍城和你
SING」行動中，一名69歲婦人疑因拍
攝在場市民容貌，被數十人包圍指罵，
更被腳踢後腦及淋水施襲約一分鐘

5月23日：在牛頭角下邨顯貴樓旁行
人天橋，3名15歲至16歲就讀中四
男子，因政見問題用刀威嚇擺街站的
女子，被控串謀傷人

5月24日：一名女途人行經天后興發
街琉璃街交界時，發現有人以垃圾筒、
鐵馬等阻礙交通，在嘗試清理時遭4男
女上前指罵，更以竹竿、拳腳襲擊

被黑衣暴徒瘋狂襲擊受
傷的律師陳子遷，是專業
團體「香江聚賢」的骨幹

成員之一。為此，「香江聚賢」
一眾成員昨日到醫院探望陳子

遷，並向他致以慰問及送上鮮花和禮物。
「香江聚賢」永遠榮譽會長廖漢輝表

示，陳律師是為正義發聲，反招致黑衣魔
襲擊，相信任何人都不能忍受，「這是失
常的人才做出的暴力行為。」他希望社會
各界正視事件，更期望政府撥亂反正，及
早制止暴亂，讓一切重回正軌。

望盡快緝拿真兇
該組織副主席兼秘書長徐景勝指，黑衣

魔通過暴力威嚇市民，以行使私刑方式打
壓市民思想和言論自由，破壞社會安寧，
是絕對不能接受，必須予以譴責，希望有
關部門重視並徹查此事，盡快緝拿真兇，
嚴懲暴徒。

黑暴事件死灰復燃，故「香江聚賢」十
分支持制定港區國安法，相信能及時有效
地遏制暴力行為在香港肆意蔓延，還市民
安全安心的生活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遏制濫用私刑
還民安全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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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人血人律師陳子律師陳子遷遷：：

立國安法懲暴安良
「當時有人拉住我，又扯

衫，再按我到地上，係咁打

我個頭同頸，打到我耳鳴頭

暈，嗰刻真係覺得自己會

死。」在剛過去的周日，律師陳子遷在銅鑼灣阻止

黑衣魔堵路破壞時，慘被黑衣魔以球桿、雨傘、

路牌及拳腳狂毆，導致頭手及背受襲流血，頓成

「血人」，被送到養和醫院救治，全身上下縫了近

20針，現仍留院。他昨日在醫院內接受香港文匯

報獨家訪問時直言，未曾料到黑衣暴徒已如此喪

失人性，但他認為參與黑暴的年輕人是被人利用

及誤導，反映出香港教育制度需要改變，並希望

港區國安法盡快立法，將對黑暴起到阻嚇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在全國人大審議港區國安法之際，香
港攬炒派煽動於5月24日在灣仔及

銅鑼灣非法集結。當天時近下午3時半，
大批黑衣魔在利園山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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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裝店玻璃櫥窗全部擊毀，店
內模特兒模型亦被拖出街亂扔。

喝止破壞店舖 慘遭黑暴私刑
當時，前往南華會打球的陳子遷正好
途經銅鑼灣利園山道。他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說：「我見到黑衣人打爛店舖的櫥
窗玻璃，更有準備逃走之勢，情急之
下，我說了一句：『你哋班黑暴唔好走
呀……』」話還未說完，有五六個黑衣
魔即衝向他，圍起他以雨傘、路牌及拳
腳狂毆他的頭部和身體，「有人拉住
我，又扯衫，再按我到地上，係咁打我
個頭同頸，打到我耳鳴頭暈，嗰一刻真
係覺得自己會死。」
陳子遷負傷沿禮頓道逃走，但一眾黑

衣魔繼續窮追猛打，沿途用傘柄多次猛
擊他後腦。他一度不支抱頭蹲到牆角，
有黑衣魔即雙手持傘柄向他頭部猛擊十
多下。其間，另一批黑衣魔開傘遮擋施
暴過程，陳子遷一度突圍逃至加路連山
道過路處時，再被數名黑衣魔掟水樽及
打倒在地，再用傘柄、棍棒、拳腳猛擊
頭部。

頭部背部重創 至今住院療傷
最後，陳子遷踉蹌起身並成功逃脫，

但已被暴徒打至血流披面，頭部、手部
及背部均受重擊。被送院救治時，他全
身上下需要縫十幾廿針，至今仍然感到
頭痛，需住院休養。香港文匯報記者現
場所見，陳子遷的頭頂有縫針，下巴、
頸部及手背仍裹着紗布，可見暴徒下手
之狠。
有攬炒派為「洗白」行私刑的黑衣魔，

竟抹黑陳子遷被打是因為他「主動挑釁」
甚至「出手襲擊」黑衣魔，陳子遷反駁

道：「我只是一個手無寸鐵的律師，當時
手上未拿什麼武器，只有一支水。」
陳子遷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黑暴受害

人，憶起當日仍心有餘悸，並坦言感到
「後悔」，「不能因為自己一時衝動，
令家人為我擔心，我當時確實錯判形
勢，未曾料到這群黑衣暴徒已如此喪失
人性，我估唔到我只係講咗兩句，成班
人好似癲咗咁，直情係想攞命！」
不過，他對自己是次遇襲，未有完全

責怪參與黑暴的年輕人，而是覺得他們
是被人利用及誤導。「佢哋都是因為被
人誤導先會咁做，佢哋邊識是是非非，
更不理解事情後果的嚴重性，這正正反
映出香港教育制度需要改變。」
可惜遠水不能救近火，要即時解決香

港當前的黑暴問題，陳子遷認為，港區
國安法立法是最佳選項，「佢哋（黑
暴）其實都好驚國安法，個個都諗住之
後會被拉，所以趁現在繼續搞事，若然
國安法可以盡快立法，相信可以起到阻

嚇作用。」

支持中央出手 香港不能再亂
對攬炒派聲稱港區國安法違反基本法，

本身是律師的陳子遷表示，全國人大有權
為國家安全立法，特別是香港多年來都未
能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才迫使中央出
手，並相信港區國安法對香港一定是利
多。「如果香港想繼續做國際金融中心，
就不能再亂下去，否則不會有人敢投資，
又或者一早已經走咗。」
更重要的是，香港市民已經不能再容

忍黑暴了。「（疫情）之前的黑暴，已
經搞到大家無法出街和外出食飯。疫情
後，香港經濟已經咁差了，你哋（黑
暴）仲搞，係咪想香港死？」他希望通
過自身的經歷，令社會各界更關注香港
的黑暴問題，並勸喻有份參與黑暴者，
為了香港的繁榮穩定及安居樂業及早收
手，否則，香港將會出現更多像他一樣
的受害者，香港更將永無寧日。

■ 律師陳子遷希望盡快訂立港區
國安法，阻止黑暴逞兇，保護廣大
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江聚賢香江聚賢」」成員探望被成員探望被「「黑黑
暴暴」」毆打致毆打致重傷的律師陳子遷重傷的律師陳子遷。。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本 月 24
日，律師陳
子遷挺身喝
止「黑暴」破
壞店舖，即
遭群「魔」圍
毆（紅圈）。

視頻截圖

◀ 陳子遷被
「黑暴」打成
重傷，頓成
「血人」。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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