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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攬炒區員煽阻檢疫提堂
與另兩人被控非法集結襲警 警嚴厲譴責漠視疫情

張建宗：國安法讓「一國兩制」更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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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在會議上以視像發言。

攬炒派政
棍不顧港人
生死，百般

=

 阻 撓 政 府 為
抗擊新冠肺

炎疫情所採取的措施，今年初在各區煽動人
上街破壞。其中今年 3 月 8 日，大批暴徒反對
政府在區內設置指定檢疫診所，在大埔非法
集結、堵路及向警員投擲雜物，警方當日最

■文念志

■姚鈞豪

■連桷璋

少拘捕 23 人。三名攬炒派大埔區議員文念
志、姚鈞豪及連桷璋與另外兩人，昨日分別

亂點巴士線扮
「政績」
岑敖暉俾
「泛民」
恥笑

被控非法集結、襲警及無牌管有無線通訊器
具等罪名，9 月 17 日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
對有區議員漠視疫情嚴峻，公然煽惑群眾聚
集，警方作出嚴厲譴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昨日被起訴的五名男子，分別大埔區議員連桷璋
（31 歲）、姚鈞豪（22 歲）和文念志（29 歲），

以及議員助理蘇揚浚（22 歲）和報稱攝影師的蔡健瑜
（36歲）。五人合共被控一項非法集結罪，而文、姚、
蘇三人被加控一項無牌管有無線通訊器具罪，文和蘇兩
人則同時被加控多一項襲警罪。
據悉，今年初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醫管局公布全港
18間指定診所名單，以接收輕微發燒或出現上呼吸道感染
病徵的病人，而大埔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亦在名單之
列。有攬炒派區議員非但拒絕配合政府同心防疫抗疫，更
煽惑群眾3月8日當天下午約3時起進行非法集結遊行。其
間，大批示威者在大埔安慈路、安祥路及大埔超級城一帶
非法聚集，有暴徒更用雜物堵路及向警員投擲雜物。

有人圍罵警員讀
「起底」
資料
當晚約 9 時，一名便衣警員在大埔超級城附近巡邏
時，發現有 40 多人集結，該名警員遭 10 多名暴徒尾
隨，除用電筒照射眼睛外，及包圍辱罵。由於該警員被
人「起底」，有人大聲叫出該名警員和家人的個人資
料，有暴徒甚至一直尾隨該警員返回警署，其後增援的
警員到場拘捕多名涉案者，當中包括多名區議員、助理
等人。
警方在當日全日行動中，以非法集結、阻礙警務人員
執行職務、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盜竊及襲警等罪名
合共拘捕 17 男 6 女，其中一名 55 歲女子事後已被控告
一項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罪，今年 5 月 8 日已在粉嶺
裁判法院提堂。經進一步調查及徵詢律政司意見後，起
訴包括三名區議員等五人。

「抗爭派」區
議員想省靚自己
民生「政績」嘅
招牌，但又唔識
區務，鬧咗笑話
就梗係俾支持傳統「飯民」嘅網民寸爆無能。
「抗爭派」荃灣區議員岑敖暉、陳劍琴、劉肇軒
日前與九巴會面，煞有介事咁討論完善荃灣巴士
路線嘅安排，包括要將 N122 延長至海濱花園
等。但佢哋嘅建議無考慮行車時間、班次安排、
收費標準、車輛噪音等基本問題，漏洞百出。自
詡熟悉區務嘅「飯民」亦開腔「教導」，巴士改
線要多黨派合作先有機會成功，仲揶揄「抗爭
派」呢啲不合格建議唔係意識形態而係行政能力
嘅問題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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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倡 N122 延至海濱花園
岑敖暉見完九巴，喺facebook發帖邀功。佢話
𠵱 家海濱花園嘅通宵服務「完全真空」，但開辦
新通宵路線唔容易，建議延長來往筲箕灣及美孚
嘅 N122 線至海濱花園，只需增加約 9 分鐘車
程。仲提咗多個延長巴士路線嘅建議。
網民「Tik Lam」直接喺回應度拜託岑敖暉收
手，延長 N122 完全係「傻×咗」，話𠵱 家筲箕
灣到美孚行程一小時啱啱好，司機都要有時間休
息，而且「完全唔值得只係為一條只係喺通宵時
段先有嘅巴士線棟個站長喺度囉，根本就係浪費
資源，蝕死你呀」。「Chan Tony」亦話，「唔
好玩啦！嫌 N122 行車時間唔夠長咩？」

柴公開
「教」
五大考慮點

「Ho Lun Alan」亦認為改動極不合理，用過
海線應付過海前路段需求完全係浪費時間同本末
倒置。「Chan Tony」揶揄佢：「你係咪唔記得
左（咗）N122有新巴？點解淨係搵九巴？」
今屆啱啱交棒唔做南區區議員嘅鴿黨（民主
黨）中委柴文瀚亦睇唔過眼，轉帖「教導」岑敖
暉等人話，專營巴士管理絕非喺地圖上睇過，或
應人哋要求而單純決定，而應從整區而非個別區
議會選區研究，必要時跨黨派合作，先有較大成
功機會。而且私營專利制度講求盈利，所以近年
新線多數只作深宵而非通宵服務。
佢仲話，修改巴士交通路線要有五大考慮：延
長路線定係延長服務時間、延長會否令非總站乘
客被迫加車費、總站管理及配套是否能跟上、延
長路線影響班次要點處理，以及車輛聲響與車站
便利嘅平衡。
身為「巴士迷」嘅油尖旺區議員陳嘉朗亦評論
話，自己上任後更感受到「山頭主義」嘅可怕。
柴文瀚就覆佢話，呢啲唔係意識形態，而係行政
能力嘅問題。
網友「Angus Ho」感慨區議員幾時先可以擺
脫「在我嗰區整多個巴士站、開多條巴士線」嘅
思維。柴文瀚回覆話：「睇落最容易爭取到嘅政
績，操作上往往最難同最易有爭拗。」
「Charles Lee」亦唔滿意建議可能性，「假設
真係拉（搭）N122，由紅隧口爬到上海濱都真係
碌到天荒地老。」柴文瀚話，「少人搭而乘客又
唔想晚上係（喺）街行太耐，結果繞經太多地方
費時甚久，正係傳統 N 線面對問題。」「Lam
Kiu Wai」就直言，「通宵小巴都唔多夠客，開
巴士做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饅頭張被爆「理大戰」夾《蘋果》做騷
以為叫得多「不分化、不割
席、不篤灰」就會互相扶
 持？到頭來咪
又係為咗爭食
人血饅頭而互
相開片、鬥個你死我活。呢排
人血龍門（龍門冰室）老闆饅
頭張（張俊傑）因為告揹住暴
動罪嘅「手足」誹謗，做咗
「黃圈」公敵，多間昔日同路
嘅知名「黃店」日前仲同日喺
facebook 加入圍剿，大爆饅頭張
不過係做騷上位，搞到當饅頭張
神咁拜嘅「手足」今次無眼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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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門泰式海南雞飯專門店
水門泰式海南雞飯專門店」
」踢爆
饅頭張當日理大教學生煮飯係做
騷。
《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
》fb
fb截圖
截圖

踢爆做樣教學生煮飯
佢憶述，當大家密密煮飯時，「唔×知邊×
個記者（網上截圖顯示為《蘋果日報》記者）
細細聲講，『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借個位比
（畀）張生，佢黎（嚟）教學生煮飯』……
個×街同隊 crew（攝影隊）影×完相 D（啲）
野（嘢）掉×返係（喺）到（度）就走×左
（咗）去。」
「黃店」「新景園咖喱小廚」都發帖話：
「 再 重 申 多 一 次， 支 持 告 『 手 足 』 誹 謗 嘅
人……新景園唔歡迎你地（哋）！」「陸陸

網民笑
「黃絲」
盲撐釀惡果
有「黃絲」就話已再三跌眼鏡，今次唔割唔
得。「Jane Lam」話：「舊年之前食過（人血
龍門）一次，食品好一般，所以冇再去幫襯，
之（前）發生嗰啲事……當佢畀（俾）人冤枉
啦。再後來同『黃圈』割席，當佢要做生意冇
辦法。但睇到自稱『良心店』竟然告『手足』
誹謗罪，仲要搵藍血事務律師提告，真係辣着
晒，有冇搞錯，我究竟睇緊啲咩 post（帖）

香港文匯報訊 去年區
議會選舉充斥各種暴力及
選舉不公問題，攬炒派早前的「初選」更涉嫌違反
選舉條例，但選管會對此種種竟視而不見。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及九龍東團隊一行昨日到選管會
抗議，並作出強烈譴責，質疑選管會是否正在包庇
攬炒派及縱容選舉不公的情況發生，要求選管會跟
進及嚴肅追究，盡快提出應對措施，確保明年的立
法會選舉可以在公平公正的環境下進行。

「黃絲」不斷高叫
要撐「黃店」，不論
 好醜死都要撐，但正
所謂把口講乜都係
假，個胃就最公正，
就算盲撐極都有頂唔順嘅一日。
「 黃 絲 」 「Chik Wg」 近 日 就 喺
「黃絲」吹水圈「51 黃金良心圈」
上大插最多牙齒印嘅「黃店」「人
血龍門」賣嗰啲餐講就天下無敵，
擺落口就好鬼難食，話以為佢哋俾
人插到死會有啲改善，「點不知都
係咁×差，啲賣價仲唔平添
（）。」
「Chik Wg」話，「人類總要犯
同樣錯誤」，提到自己食午餐時見
到「人血龍門」有個食肉獸餐，初
時諗住雖然之前佢啲嘢難食，但咁
耐應該有所改進，仲講到話係米之
蓮秘方𠻹，「心諗差極都有個普
（譜）掛（啩），點不知，真係×
▲多間
多間「
「黃店
黃店」
」喺 fb
fb圍剿饅頭張
圍剿饅頭張。
。 fb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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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煲火鍋」都發帖爆粗
鬧 饅 頭 張： 「 成 × 日 話 幫 年 輕 人？ 幫 條 ×
呀……如果你仲支持個加害『手足』嘅人，
唔好意思，麻煩你過住（主）啦。」「光榮
冰室」就發帖講：「本是同路人，相煎何太
急。」

促 查 初 選

「黃絲」
盲撐食
「黃店」
中伏呻笨俾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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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手足」
被
「黃店」
圍剿
饅頭張早前俾前伙記楊朗爆佢
點刻薄夥計、欺騙「手足」後，決
定要告楊朗誹謗，而楊朗隨即發聲
明稱自己不過係「陳述事實」，反
指饅頭張今次請「藍律師」告「手
足」係「其心可誅」，唔少「黃
店」都齊齊喺facebook 發長文數臭饅
頭張。
「黃店」「水門泰式海南雞飯專門
店」就以「家政堂的一天」為題，大
爆饅頭張在理大被暴徒佔領當日，去
到理大校園內幫「手足」煮飯只係做騷，打完
卡就走咗去。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昨日以中國代表團副團長身份，在瑞
士日內瓦舉行的第四十五屆聯合國人權理事
會會議上，就香港局勢及香港國安法等情況
以視像發言。他強調，香港國安法使「一國
兩制」框架更牢固，讓香港行穩致遠。
張建宗在會上表示，制定香港國安法是為
了應對去年在香港的社會動盪，暴徒的暴力
不斷升級，構成日益嚴重的國家安全威脅，
「我們有必要採取有效措施，讓香港回復安
全和穩定……香港國安法對香港重回正軌，
維護我國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至關重
要。」
他強調，香港國安法已經為恢復香港穩定
帶來顯著效果。鼓吹「香港獨立」及與外部
勢力勾結的情況已明顯減退。暴力行為及公
然違反法律和秩序的情況也大幅減少。
張建宗同時指出，香港國安法會保障香港
的核心價值，包括權利和自由、法治及司法
獨立，而在基本法及有關國際公約適用於香
港的有關規定下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也不受影
響。
他強調，全球大多數國家都有其國家安全
法律。一些國家就香港國安法提出質疑，實
屬匪夷所思，並促請國際社會不要持雙重標
準。
張建宗最後強調，作為極具活力和開放的
國際金融及商貿中心，香港必將繼續向前邁
進。「我們期待繁榮及穩定的未來。」

呀！」
「Isle Sam」都笑班盲撐友無腦：「係啦！
由著（着）晒西裝立（蠟）晒頭去煮咖哩到而
（𠵱 ）家告『手足』！……但仲有人當佢係神
咁拜不可侵犯！一早話條友係×街，就話人
『鬥黃』『分化』，而（𠵱 ）家露出真面目勒
（嘞）！醒未呀？繼續幫襯俾（畀）錢佢告
『手足』！」「Wing Owo Ng」就覺得盲撐嘅
人都有責任：「要怪就怪班一直盲撐嘅人啦，
呢隻怪獸佢哋有份做出嚟㗎。」
「James Bryant」就唔明點解唔鬧埋吹捧饅
頭張嘅《蘋果日報》：「點解唔講埋個記者就
係《蘋果日報》記者呢？姐（即）係將龍門
『造神』，但你哋又話將賣月餅嘅錢捐晒比
（畀）佢果（嗰）份《蘋果日報》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老×。個餐湯係一包包即食湯，仲
要未×開，成包咁比（畀）你。」
「Chik Wg」再講，「個牛扒先
係重點，嗰（個）扒黎（嚟）到我
仲×嬲，鋸個（嗰）舊（嚿）野
（嘢）鋸到我隻手冇力，×你老×
米之連（蓮）煎牛挑扒會煎×到全
熟？ 你知唔知我之前係（喺）龍門
（冰室）食×完個中服（伏）牛
扒，個心理陰影有幾×大，今次我
鼓起好大勇氣黎（嚟）食，你比
（畀）的（啲）野（咁）ge（嘅）
野（嘢）我食？ 我係（喺）花園
（餐廳）lunch（午餐）鋸個扒都係
$ 7x 。」
食食吓「Chik Wg」都頂唔順，
再發帖講要轉飯堂，問其他「黃
絲」有無好介紹，又講自己平時喺
銅鑼灣時代廣場返工 ，因為減肥做
健身要食高蛋白低碳水，「平時都
係 食 花 園 鋸 扒/龍 門 、 通 粉 雞 扒
蛋。又話自己已經真係食到悶，仲
有邊的（啲）茶記冰室有意粉、通
粉雞扒、牛扒蛋？唔要焗同炸」云
云。

「難食都要笑住話好食」
此帖一出，唔少人都好有共鳴。
「Fanny Kwok」就話，「去黃店
食，同食垃圾冇乜分別，但冇辦法
曱 甴 係 鍾 意 食 垃 圾 」 ； 「Shirley
Ng」亦講，「笑左（咗），撐就要
撐到底唔好彈。難食，硬食完，仲
要笑住話好食，舉晒姆（拇）指先
為之撐。識唔識中文呀佢地
（哋）。」「Jennifer Chow」就好
抵死咁話：「路係自己揀！屎係自
■「黃絲」大鬧龍門冰室食物質素 己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無進步。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