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3

淋水淋水

■深圳訪港旅客的身份證和雙程證的所有資料
被放到網上公開。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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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菅人命阻醫護救人 警施援亦被瘋狂毒打

暴徒圍毆環時記者 泯人性虐旅客5句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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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曾是全球最佳機場的香港國

際機場，連續第兩天因為暴徒蠻

橫地霸佔機場而「停飛」，不但

剝奪全球旅客出入境的自由，暴

徒們更濫用私刑，上演千人對內

地旅客綁手禁錮、拳打腳踢、酷

刑大逼供，更肆意翻出其個人行

李及將證件上的所有個人資料上

載至互聯網。該旅客被虐打5小

時陷入昏迷，救護員到場施援

時，暴徒竟罔顧人命加以阻撓，

擾攘逾1小時，直至警方介入，

暴徒迅即瘋狂攻擊警車和警員，

一名督察被至少5名暴徒狂毆，

負傷拔槍警告才成功護送傷者送

院，警方至少拘捕3名暴徒。一

名《環球時報》記者其後亦遭暴

徒圍毆，救護人員同樣受到阻

撓，完全是在草菅人命。

■■被私刑毆打的深圳旅客雖獲機管局職員被私刑毆打的深圳旅客雖獲機管局職員（（白衣白衣））前後保護前後保護，，但仍被但仍被
一名暴徒拉扯他身上的索帶一名暴徒拉扯他身上的索帶，，令他痛苦不堪令他痛苦不堪。。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Okura希望示威者以和平的方式表
達訴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Iacoviello(左)未知何時才能可以前
往越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Aukvit(右)指暴力不能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一個經香港轉機的葡萄牙學生合唱
團滯留機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機場非
法集結的行動升級，黑衣口罩黨在一號
及二號客運大樓離境大堂，用行李手推
車攔阻禁區入口，大量旅客行程受阻無
法離港，所有航班登記服務於昨午4時
半起暫停，這是連續第二日因非法集會
而影響航班。由於非法集結者堵塞各出
入口阻撓進出，多名受影響旅客怨氣大
爆發，與在場非法集結者發生肢體推
撞。有患心臟疾病的澳洲籍老婦一連兩
日到機場也撲空，同行朋友一度哭訴：
「她丈夫剛在澳洲逝世要趕返去，心臟
儀器又已在行李（寄艙），好擔心她的
健康。」惟暴徒十分絕情，始終拒絕放
行。
年長需坐輪椅、患心臟疾病的澳洲
籍女士 Hill Brabra，一連兩日到機場
都未能登機返回澳洲。澳洲領事館職
員昨日到場協助，向非法集結者作出
呼籲，希望能讓路給她進入禁區，但
遭到無情的拒絕。
Hill向在場記者表示，自己有心臟

疾病，一旦病發要使用心臟儀器，惟
心臟儀器前日已存放在寄艙行李上，
「我有醫療需要返回澳洲，現在很無
奈，不知道航空公司可以如何安排，
他們不應該阻止我離開。」與Hill同
行的朋友更一度落淚，說Hill丈夫剛
在澳洲逝世，現在卻無法回家，親友
都很擔心她的健康。

日客不忍見香港續紛亂
來自日本的Okura先生坐在機場大

樓一角，顯得有點不知所措。不諳英
語的他透過翻譯軟件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他原訂在香港旅遊3
天，本來乘搭昨晚8時起飛的航班返
回東京，可是航空公司卻指航班已取
消，令他不知如何應對。他表示，香
港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港人也非常
友善，他實在不忍心見到香港繼續紛
亂下去，希望所有示威者以和平的方
式表達訴求，不要對其他無辜的人造
成影響。

泰國夫婦冀示威者冷靜
來自泰國的Aukvit先生和太太深愛

香港，已來港旅遊十多次，享受購物、
美食和到廟宇參拜的行程。完成5天行
程後，他們原訂前晚離港返回曼谷，但
因航班取消被迫滯留，本來以為昨晚能
起飛，可是仍無法如願。他們說，很喜
歡香港，與所有港人一樣，都希望此地
可以再次回復寧靜。他們也認為暴力不
能解決問題，冀示威者可以保持冷靜。

意客抵港無法轉飛越南
意大利旅客Iacoviello先生昨日抵

港，準備轉機前往越南旅遊，之後才
返港；可是昨日往越南的航班卻一直
未確定，他只能排長龍向航空公司查
詢。他表示，如果航班真的取消，他
就要臨時調動行程，既浪費時間，更
可能蒙受酒店取消等的金錢損失，實
在感到非常無奈；他知道香港的非法
示威活動令很多人受傷，並不應該，
應冷靜平和地表達意見。

內地旅客直斥罔顧法紀
內地旅客闕小姐亦指，堵塞離境出

入口對他們的影響非常嚴重，擾亂他
們的行程。她表示：「不知道那些人
為什麼要這樣做。」正準備搭乘航班
回北京的周小姐則十分不滿非法示威
者的行為，批評他們是罔顧法紀，認
為他們阻礙遊客不合理，又認為他們
的所謂「抗爭」不應影響他人及香港
經濟。
有激進示威者屢次圍堵辱罵內地旅

客，更爆粗辱國。有內地旅客打算前往
閘口詢問工作人員時，遭黑衣人推撞後
屈他「踩到人」，更藉此破口大罵，不
讓他離開，及後更圍堵兩名內地旅客，
旅客欲離開即無端被指罵「支那狗」、
「返大陸啦」、「別再來了」。有暴徒
更多次挑釁及企圖攻擊內地旅客，內地
旅客終強忍怒火，在機場工作人員幫助
下，艱難進入離境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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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濫用私刑圍毆多名內地旅客，
長居香港的自由撰稿人 Richard
Scotford奮不顧身營救其中一人。他
講述暴徒的殘酷「行刑」過程時表

示，「眼見他（內地旅客）被上百人圍攻近兩小時，
有暴徒用腳踢他，或者用棍子戳他，甚至企圖脫下他
的褲子，該男子一度被架在空中，形同處刑。」他形
容，暴徒的襲擊行為如同「黑幫式暴力」。

「救出時已昏迷不醒」
在暴徒行私刑期間，Richard多次試圖保護這位旅客，

但周圍僅兩三位香港人（編註：兩位是機管局人員）合力
營救，當救出該名旅客時，他已昏迷不醒。

Richard說，該名旅客佩戴的一條項鏈已被暴徒扯斷，
但救出時已近乎昏迷的他，仍緊緊抓住這條可能對他有特
殊意義的項鏈。

Richard形容，該男子受到了多個角度的攻擊，參與攻
擊者多達上百人。他嘗試與這些暴徒講道理，勸止他們不
應無端毆打他人，惟暴徒們竟然強詞奪理回應說：「不是

『真的要傷害』該男子，只是『有限度地』踢他、攻擊
他，因為他是市民的『敵人』。」

他形容當時的場面已經失控，「他們的行為遠遠超過了
示威範疇，不管他（旅客）是不是警察，人們都不能如此
對待他，現在並非戰爭時期，他不是敵人，即使對敵人也
要保持尊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外媒仗義救人：
處刑過程殘酷

■■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Richard ScotfordRichard Scotford（（右二右二））奮不顧身奮不顧身
營救一名受襲的深圳旅客營救一名受襲的深圳旅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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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時報》記者頭部有明顯傷痕，送院治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一名黑衣男子(圓圈)被拘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防暴警察保護被襲傷者的救護車防暴警察保護被襲傷者的救護車
離開離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便衣警察的私家車擋風玻璃被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昨晚6時許，已經非常躁動不安的非法
集結者，在一號客運大樓離境大堂惹

事，突然以「莫須有」理由指一名穿黑衣
的內地男性旅客為警察「臥底」，暴徒包
圍他高聲質問「你係唔係差佬！」男子受
驚急步離開，但暴徒窮追猛打至機鐵站月
台對開，將他箍頸按地，以及用膠索帶緊
縛其雙手，不停拳打其頭部，有人搶走男
子背包，將其證件攤在地上拍照，然後上
載網上公開。

旅行證件蓋公安章誣是公安
因男子的港澳通行證簽發單位是公安部
出入境管理局，「腦殘」的暴徒便「老
屈」男子是「深圳公安局」，於是高叫
「公安！黑警！」又用強光照射男子雙
眼，一名暴徒更向男子腰部出拳猛擊，機
場保安後來到場解圍，但仍寸步難行，無

法脫身。男子被虐打一會後，被推向牆邊
「公審」，質問他身份，有傳媒靠近男子
查問，男子稱自己只是來接機，否認是公
安，「我之前乜都冇做過，佢哋話我係差
佬，搶去我背包，跟住打我。」

不准救護員施救揚言斷手足
隨後，暴徒們一錯再錯，把男子禁錮、

毆打兩小時後，該男子不支暈倒，好不容
易才獲一名外籍撰稿人及多名港人救出。
消防救護員到場，但暴徒竟罔顧人命，大
叫：「唔好放佢！除佢褲！遊佢街！」男
旅客的手腕被長時間緊縛，手部腫脹黑
紫，但暴徒仍禁止救護員解開其膠索帶。
大批暴徒一有機會便猛踢男子，旁邊記

者和救護員不時被踢到，有人大叫：「唔
好打了，好似被打死咗！」有人叫：「做
咩打死人？打斷手腳就算啦！」

暴徒之後發生內訌，有人大叫：「放
人！讓路！全世界鏡頭在拍！」但仍有暴
徒不肯放救護員將男子送院。擾攘至晚上9
時40分，救護員趁機對男子在現場進行緊
急救治，但仍被逾千暴徒重重包圍，無法
離開現場。有人更不時高叫：「遊街！遊
街！」又稱該名旅客「詐暈」，並向男子
淋水。至10時半許，20多名軍裝警員到場
介入，結果花1小時才突破重圍將旅客送
上救護車。
當警員準備撤退時，暴徒開始阻止警車

開走，扑爆警車窗、用強光照射警員，其
後在一號客運大樓外開始圍攻十多名警
員，其中一名男督察被五六名暴徒打倒在
地狂毆，督察被迫拔槍指向暴徒，暴徒四
散逃跑，而速龍小隊和其他防暴警到場增
援，一度發射胡椒彈，並追入大堂制服拘
捕至少3名暴徒，暴徒其後退入大堂，拆

掉候機座椅作路障，並用行李手推車阻塞
天橋通道，至深夜11時半，防暴警分批撤
退，而暴徒仍佔據機場離境大堂。
午夜期間，暴徒盯中《環球時報》一名
記者，把他包圍，有人擅自打開該名記者
的行李箱，發現一件撐警的藍色T恤，暴
徒隨即起哄，將該名記者用膠索帶綁在行
李手推車上「行刑」。

「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們可以打我了。」

現場視頻所見，《環球時報》記者遭暴
徒包圍之後正氣凜然地說：「我支持香港
警察，你們可以打我了。」
該名男子臉有傷痕，惟救護員到場亦被暴

徒阻撓，即使該記者被送上擔架亦一度被阻
止離去，其間暴徒辱罵更企圖再拳打該名記
者，在擾攘近20分鐘後始被抬上救護車。

■《環球時報》記者被圍毆及非法禁錮。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跪跪··求求··放放··行行
香港機場出境大堂離境通道遭非法集結者阻塞，一名女乘
客歸家心切，向非法集結者下跪，哀求放行。 網上圖片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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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年七月十四 廿三處暑
港字第25348 今日出紙3疊10大張 港售10元

星
期
三天晴酷熱 局部驟雨

氣溫29-33℃ 濕度70-90%

■■黑衣人堵塞離港通道黑衣人堵塞離港通道，，旅客不旅客不
得其門而入得其門而入。。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圍毆圍毆

香港文匯報訊 今日凌
晨有消息指，機管局昨
日深夜已透過資深大律
師余若海，獲高等法院
批出禁制令，阻止示威
者「佔領」機場。暫時
未知禁制令的範圍，包
括是否移走示威者，以
及如何執行，但消息
指，當禁制令在機場的
公眾地方張貼後，就會
生效。

機管局申禁令 阻「佔」機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