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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義顯形 港響恐襲警號
恐怖主義
暴徒入魔 揚言
「屠城」 市民發聲 拒絕攬炒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分子駕駛飛機撞毀美國紐約世貿中心雙塔
恐怖分子駕駛飛機撞毀美國紐約世貿中心雙塔；
；18 年後的今日
年後的今日，
，香港也陷入恐怖主義肆虐的危險邊

氣槍、手術刀

緣，網上有人煽動網民搞港版的
網上有人煽動網民搞港版的「
「9．11 恐襲
恐襲」，
」，聲言要燒山
聲言要燒山「
「屠城
屠城」，
」，並對所有政見不合的市民或內地旅客
並對所有政見不合的市民或內地旅客「
「殺無
赦」。
」。香港暴徒高喊
香港暴徒高喊「
「攬炒
攬炒」
」口號
口號，
，打着同歸於盡的旗幟
打着同歸於盡的旗幟，
，企圖將香港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企圖將香港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與策劃自殺式襲擊的恐怖分

■ 暴徒包圍警車
暴徒包圍警車，
， 用強光
照射警員。
照射警員。
資料圖片

子同出一轍。
子同出一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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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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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梳理過去 3 個月的暴力衝擊浪潮
個月的暴力衝擊浪潮，
，發現恐怖主義四大苗頭一再亮起
發現恐怖主義四大苗頭一再亮起，
，包括暴力逐步升級
包括暴力逐步升級，
，武器火力更猛更致
命；暴徒也逐步走火入魔
暴徒也逐步走火入魔，
，喪失人性
喪失人性，
，不單對警方有敵意
不單對警方有敵意，
，起殺念
起殺念，
，甚至對無辜市民也動武
甚至對無辜市民也動武；
；罔顧市民的安危在民居附近
縱火，
縱火
，或者懶理站內乘客的生死
或者懶理站內乘客的生死，
，在車站出入口放火
在車站出入口放火；
；網上瀰漫
網上瀰漫「
「黑色恐怖
黑色恐怖」，
」，極端的言論猶如病毒入侵
極端的言論猶如病毒入侵，
，蠶食幾代香港

間有陽光 一兩陣雨

己亥年八月十三 廿五秋分 氣溫 28-32℃ 濕度 70-90%
港字第 25376 今日出紙 4 疊 9 張半 港售 10 元

人齊心打造的繁華城市。
人齊心打造的繁華城市
。
恐怖主義的苗頭已現，
恐怖主義的苗頭已現
，是對社會的一種警號
是對社會的一種警號。
。愛我香港者
愛我香港者，
，須齊聲向暴力
須齊聲向暴力、「
、「攬炒
攬炒」
」說不
說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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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棒球發射器、棒球

武器升級 欲奪警命
暴徒為策動「恐襲式」亂港行動，配備
各適其適的暗器及裝備，由最原始就地取
材地拆圍欄鐵支、挖磚頭，到近月武器裝
備的火力大升級，危險性之高隨時殃及無
辜路人，足以製造港版「911恐襲」。
暴力示威浪潮初期，暴徒已非手無寸
鐵，每每就地取材挖走地面的磚頭或圍欄
的鐵支，向警方方向亂砸亂擲，使暴力示
威現場磚頭鐵支橫飛，相當驚險。
隨着示威浪潮升級，暴徒的衝擊行動更
有組織和預謀，不少暴徒有備而來，身穿

頂尖級的保護裝備，護甲、頭盔、眼罩，
有人還自製巨型彈叉發射器，用來離遠拋
擲磚頭攻擊警員，射程更遠，威力更猛；
有人改裝氣槍，準確地向遠處警員施襲。
在明刀明槍企圖殺警的同時，暴徒們還自
製不同款式的暗器，包括手術刀，尖頭雨傘
等，企圖在警員放下戒心時，刺傷對方。

鋼絲勒頸 民居放火
在眾多「暗器」中，以鋼絲陣最致命，
因為遠處看，鋼絲並不顯眼，當警員以為

前無障礙物向前衝時，鋼絲陣勒住警員的
頸部，隨時可傷及大動脈危害性命。
暴徒近月漸趨喪心病狂，除了仇警，還罔
顧無辜居民安危，到處縱火及潑腐蝕性液
體。
以上月31日的衝突為例，暴徒便在灣仔、
尖沙咀等地合共投擲逾百枚燃燒彈，更在接
近民居及酒店處放火；剛過去的周日，暴徒
在多個中環站出入口放火，完全視站內數以
千計乘客的人命如無物，一旦火勢失控，無
數市民將無辜葬身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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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
欺警 肆意
「黑恐」

斧頭
燃燒彈

鉗、士巴拿

錘、螺絲批

武士刀

色恐怖」的受害者，其一家被暴徒在網上惡意
「起底」，全家福照、住址、電話、子女名字
及就讀學校的資料，都在 fb 和討論區流傳，
更有暴徒列出一連串欺凌手段，如「aa 膠痴
（黐）張櫈」、「拎銀包電話，跌入廁所」
等。暴徒更聲言，要去謝的子女就讀學校「接
放學」，稱謝子女會是開學後「第一個犧牲
（的警察子女）」。

聲稱用麻包袋
「招呼」
警子女
警方表示，由 6 月至上月 29 日，經主動調
查及警員報告，共發現 1,662 名警員及親友的

資料被不當公開，有人煽動他人進行違法行
為，包括刑事恐嚇、惡意滋擾，甚至非法使用
他們的資料借貸等。有暴徒聲稱要到宿舍「接
返學」，以及用麻包袋「招呼」警察子女。
「黑色恐怖」的可怕之處就是暴徒「獨斷
獨裁」，即使受害人說話多有理、多實在，只要
暴徒「唔啱聽」就會以「莫須有」理由將之「起
底」，再加以滋擾。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副主席
譚建釗就是受害者之一：暴徒因為「唔妥」他呼
籲港鐵員工堅守崗位，不要參與「三罷」，就被
暴徒「起底」，更連續幾天從早到晚都收到大量
沒有來電顯示的電話滋擾、恐嚇。

通渠水

資料來源：綜合近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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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見逆我 私刑加害

破壞基建 癱瘓商業

《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發的暴力示威持續至
今 3 個月，暴徒「挾持」香港社會的手法，已
不再局限於堵路，阻礙商業活動，近期還大肆
毀壞鐵路及航空交通基建，企圖妨礙市民正常
生活，以及癱瘓商業活動。其中，港鐵車站近
日更成為暴徒的破壞重點，多個港鐵站曾因為
受損情況嚴重而被迫關閉。

香港市面近月被暴徒破壞得滿目瘡痍，全
港各區均有欄杆被他們拆毀，用作設置路障
堵路，及地磚被掘起用於攻擊警察，有關情
況在灣仔、銅鑼灣及旺角等暴徒經常聚集的
地方更特別嚴重，一些被掘起的地磚已經改
用水泥填補，但維修後不久又被破壞，交通
燈亦被破壞。

早前機管局及港鐵雖然已經成功取得禁制
令，但暴徒屢次無視法紀，在機場及車站
「搞事」，甚至罔顧行車安全，向路軌或架
空電纜投擲雜物，猶幸維修人員及時發現煞
停列車，否則若列車衝向電纜上的雜物，高
壓電短路隨時引發大爆炸，列車上數百名乘
客便成犧牲品。

■暴徒圍毆站長
暴徒圍毆站長。
。
資料圖片

■ 暴力分子在香港中環一
帶多處縱火。
帶多處縱火
。
資料圖片

除了明刀明槍的暴力衝擊，暴徒更發動一
場沒有硝煙的網絡戰，瘋狂地在網上散佈「黑
色恐怖」，在不同的社交平台造謠煽動網民的
反政府情緒，以及不停對撐警、撐政府、撐法
治的人士進行「起底」欺凌，普羅市民、港鐵
車長及職員、校長、警察都深受其害，當中警
察更成為他們主要針對對象，暴徒不斷煽動他
人滋擾受害人，還企圖策劃實際行動，進行
「殺警」、綁架警員年幼子女等泯滅人性的行
為。
本月初開學前夕，負責主持警察例行記者
會的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就成為「黑

■暴徒在港鐵寶琳站破壞閘機
暴徒在港鐵寶琳站破壞閘機。
。

資料圖片

暴徒漸失人性，與恐怖組織的「孤
狼」無異。在遇上持與自己不同政見的
無辜市民時，他們每每私刑侍候，輕則
辱罵，重則窮追猛打，虐打至頭破血流
仍未肯罷休，即使是記者、普通市民，
暴徒都毫不留情，香港文匯報記者統計
過去兩個多月的新聞，曝光的私刑個
案約十數宗，未被傳媒披露的個案，
相信更多。
在眾多私刑個案中，上月 13 日
機場大癱瘓期間發生的非法
禁錮及襲擊事件，最能赤裸
裸窺探暴徒人性的醜陋面。
當晚，近千名黑衣暴徒蠻橫
地霸佔機場，令所有航班
「停飛」，有暴徒在機場客
運大樓，強行指一名內
地男旅客為公安「臥
底」，將他包圍高聲質
問：「你係唔係差佬
（公安）！」
該內地男旅客受驚急
步離開，但暴徒一路追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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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錮旅客 圖阻救護
暴徒將該內地男旅客禁錮、毆打兩小
時後，其間，一直支持香港暴徒的外國
記者 Richard Scotford 亦看不過眼，試
圖出手營救，更稱：「即使是戰爭，也
不會如此對待戰俘。」
當消防救護員到場時，暴徒竟罔顧人
命，大叫：「唔好放佢！除佢褲！遊佢
街！」救護員被暴徒重重包圍，無法帶該
名已昏迷的旅客離開現場，即使後來廿多
名軍裝警員到場介入，仍要再花上一小時
才突破重圍將該名旅客送上救護車。
暴徒又盯中內地《環球時報》記者付
國豪，把他包圍，更用膠索帶綁在行李
手推車上「行刑」。付國豪寧死不屈高
叫：「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們可以打我
了。」暴徒隨即將他毒打，又阻撓救護
員救援，擾攘大半小時，付才被抬上救
護車。
其後各場暴力衝擊，亦經常有無辜市
民被暴徒虐打，暴徒甚至將情緒發洩在
港鐵職員身上。比如 9 月 4 日，有數百
名暴徒在寶琳站，包圍一名剛下班的港
鐵站長，導致他的手及頸部受傷，需要
送院。
暴徒的禁錮、毒打、施暴等「行刑」
手法簡直與極端組織同出一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