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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逾百日的暴力衝擊在反

對派、縱暴派及「港獨」分子

等推波助瀾下，非但未有歇止

反愈演愈烈，黑衣魔所到之處

均造成破壞，且其暴力程度

不斷升級，甚至欲置人於死

地。黑衣魔已喪失良知與人

性，他們的破壞範圍已遍及

街 頭 、 公 共 設 施 、 港 鐵 車

站、商場與小店，甚至建制

派 議 員 辦 事 處 及 中 資 機 構

等，暴徒還自製針對清單肆意

打壓，又不斷製造謠言抹黑政

府部門和公共機構，特別是警方，務求削弱市民對它們的信任，

把暴徒行為合理化。

言論自由亦不適用於他們身上，任何人如發表他們不滿的意

見，只會換來「起底」或遭痛毆的對待，這股排除異己的暴力之

風甚至蔓延至校園之中，波及並荼毒中小學生。

黑衣魔的目的，就是要令全城彌漫一片「黑色恐怖」，令普羅

市民猶如驚弓之鳥般聞黑色變，為顧及自身安全非但不敢上街，

就連欲為公義發表反暴力的言論亦只能噤若寒蟬，香港正經歷最

黑暗的一段日子，但相信邪不能勝正，市民只要堅持向暴力說

不，最終必將回復光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黑衣魔隻手遮天，對持不同政見的商
場、店舖輕則予以杯葛、謾罵、抹黑、
網上公審，重則大肆破壞，恐嚇要對其
進行「大裝修」。黑衣魔還任意將店舖
納入黃、藍店名單，但凡商家說了一些
唔啱聽的說話，也被抵制、惡搞、破
壞，目的只為「滅聲」。

美心集團旗下商店重災區
美心集團創辦人的長女伍淑清早前

在聯合國發表撐警言論後，美心旗下
多個品牌的食肆，持續被黑衣魔狙擊
並大肆破壞，如被人不斷領取輪候號
碼及高呼口號，天后星巴克分店門外
有人縱火；全港各地的元氣、美心
MX、東海堂等分店的玻璃亦被打
碎，目的只為「滅聲」。
不單是大企業、連鎖店遭殃，撐警

小店同樣被狙擊，深水埗石硤尾邨一
家茶餐廳的老闆娘，在無任何證據
下，被指因讓警員進店拘捕一名暴
徒，黑衣魔隨即在網上進行起底「追

殺」，該名老闆娘及其店舖的照片也
被發佈。

輕則煽罷買 重則「大裝修」
黑衣魔單憑幾張照片，即編造故事

進行打壓，對該店進行經濟制裁，慫
恿他人罷買，更有人煽動指期待看到
店舖「大裝修」，明顯煽動他人往該
店「搞破壞」，肆意製造「黑色恐
怖」。
這段期間，有不少大型商場也被波

及，例如沙田新城市廣場，因被指曾
「主動引領防暴警察進入商場展開拘
捕行動」而成為被針對目標。雖然商
場已召開記者會澄清，更公開閉路電
視片段以正視聽，惟黑衣魔一概不
理，至今仍不時到商場進行滋擾，令
不少店舖提早落閘，生意大受影響。
黑衣魔的目的很明顯，就是要散佈
「逆我者亡」，「警告」其他商場如
有不從，即後患無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黑衣魔無底線的破壞行動中，多家中資銀行、旅行社等遭殃，被暴徒
肆意打砸燒，致蒙受巨大經濟損失，更令市民無端受累，無法提款或辦
理旅行事務等。黑衣魔此舉，明顯是要威嚇市民不要再光顧這些企業，
以遂其搞垮香港經濟、達致「爦炒」亂港的目的。
在10月1日國慶日，暴徒露出「港獨」的狐狸尾巴，將情緒發洩在中

資或建制派機構及店舖身上，其中以荃灣區相關店舖遭受的衝擊最嚴
重：大河道中旅社荃灣證件服務中心受暴徒「洗劫」，中心鐵閘被人拆
毀及擊碎大門玻璃，破壞機器及設施；旁邊的中銀（香港）分行亦被破
壞，門口被噴上侮辱性字句。
自特區政府於上周五引用《緊急法》訂立《禁止蒙面規例》，暴徒攻

擊中資機構的行徑更變本加厲，凡屬中資或有親中背景店舖，包括銀

行、食肆、零售和電訊公司等，均成為他們的攻擊目標，所到之處均有
店舖鐵閘遭擊毀或縱火焚燒。

破壞逾330部櫃員機
本周，荃灣再次成為重災區，荃灣荃新天地的中銀（香港）分行，多

面玻璃全部粉碎，4部提款機中3部被打爆熒幕，一台更遭拆開並縱火焚
燒，一度火光熊熊。
在觀塘開源道，同一條街的中銀（香港）、建行亞洲和中信銀行，分

別被人撬開鐵閘打碎玻璃，自動提款機熒幕被砸碎等。當日全港逾
10%、即逾330部櫃員機受損，加上一連3日公眾假期，市民到未壞提款
機提款時需大排長龍，極為不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商家撐警隊
店舖滅頂災

銀行旅行社 中資即遭殃

■一間美心西餅店遭破壞，店內一片狼藉。 資料圖片

■美心集團專營的星巴克咖啡店遭毀壞。 資料圖片

言論自由是香港核心價值之一，但過去4個月的暴力衝擊中
逐漸消弭，而被「滅聲」的內容竟是反暴力的言論，如今香
港社會卻彷彿已淪為黑衣魔的一言堂：他們口口聲聲爭取的
「公義」，原來是當遇見持不同意見者，便動輒將他們「起
底」滋擾，甚至即場「私了」，圍毆異己者，且有愈趨明目張
膽之勢。

見人護國旗群起圍毆
過去4個月來，黑衣魔用盡手段企圖令持不同意見的市民噤聲，
最常見的是指稱對方「影人相」、「打人」，就即時包圍並拳腳
交加，使用私刑。有愛國市民早前在淘大商場舉行唱國歌活動，
黑衣魔就惡意踩場，更使用暴力。在早前沙田新城市廣場非法集
會中，黑衣魔塗污國旗更丟棄於地上，一旁路過的市民林先生憤
然檢起國旗向暴徒抗議，即遭黑衣魔圍毆。
有不少「搵食車」司機於衝擊現場欲搬走暴徒設置的路障時被
人圍毆兼砸車，「滅聲」情況至近期更趨明顯。近日，有的士司
機於駕駛期間被「黑衣魔」揪出車外遭逾百人圍毆至血流披面，
昏迷送院，車毀人危；藝人馬蹄露以手機拍下「黑衣魔」破壞銀
行的片段，亦隨即被人喝罵、搶手機、以硬物攻擊及推跌在地。
試問這環境下，正義之士還敢發聲嗎？

市民撐政府即遭起底
黑衣魔的滅聲行動越來越變本加厲。上月26日，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聯同4名局長出席首場「社區對話」時，幾名於會上發表支持

政府與警察、譴責暴徒者卻迅即被人於網上「起底」，有人其後
更於上班時被暴徒滋擾，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亦有跟進事件。
情況更惡劣至有市民於街頭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說出一些暴徒「唔
啱聽」的說話，也遭人起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私刑更猖狂 禁市民發聲

沒完沒了的暴力衝擊當中，暴徒由起初以每周六日舉行的示威
遊行，發展至如今幾近每日也於各區破壞；暴力程度也由最初主
要是構築防線與警方對峙，演變成肆無忌憚地四處破壞、縱火甚
至奪命式攻擊，令市民無時無刻活於恐懼當中。別說周末到商場
逛街吃飯，就連平日落街買餸也猶如「驚弓之鳥」，許多市民只
能留在家中，對暴徒敢怒不敢言。

暴衝無休止 商場早關門
自6月初展開的暴力衝擊，暴徒起初每每以獲警方發出「不反對

通知書」的示威遊行作為包裝，實則於示威結束或入夜後發動衝
擊。然而，他們最近已按捺不住，以千百種藉口透過互聯網鼓動
他人全天候到各區進行各種破壞。而他們所使用的暴力程度亦不
斷升級，隨便破壞公共設施與商店、襲警、縱火、圍毆異己、投
擲燃燒彈與潑灑腐蝕性液體等比比皆是，近日更有傳媒被燃燒彈
擲中，尚幸傷勢並不嚴重。
暴徒於過去數月不斷毀壞街上公共設施與港鐵系統，令市面滿
目瘡痍，近日更經常在商場內搞事與破壞店舖，路過市民無不提
心吊膽恐誤中副車遭無辜波及。港鐵亦因各車站受損程度嚴重，
連日來均只能提供有限度服務兼提早收場；不少商場亦對暴徒
「避之則吉」而無奈提早關門，就連部分超市與便利店亦如是。

如今每逢入夜，平日繽紛喧鬧的香港卻變得死寂一片，或只聽到
暴徒的叫囂聲；不少市民都不敢上街，只懂留在家中期待暴亂早
日平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民如驚弓鳥 市面可羅雀
過去4個月的暴力衝擊不僅發生

在街頭，更令人痛心的是這個政
治漩渦已捲入校園。有大學生因
不滿講師的言論，竟群起包圍及
指罵對方，更有不知廉恥的大學
生向校長「逼宮」兼以磚頭爆校
長室；有中學生因政見不合於校
內發生肢體衝突，其後有人不滿
校方處理手法竟破壞校園。這種
種，都是在恐嚇學校、教師：不
支持暴力就不會有好日子過。

強闖學校掟雞蛋雜物
連串暴力衝擊都以學生為主

導，甚至在校園內進行，顯示政
治已逐步滲透至校園內。在涉參
與暴力衝擊而被捕的中學生當
中，有人被控向警方投擲汽油
彈，也有被控暴動罪。
上周，有學生懷疑因政見問題

在校內發生衝突，其後有黑衣暴
徒稱校方「處理不公」，校園被

投擲磚頭等雜物，學校玻璃門被
打爆。翌日放學時，又有一批學
生連同蒙面黑衣人於校外聚集圍
堵，更有人硬闖校園，其間有人
四處噴漆、向校內投擲雞蛋與垃
圾桶等雜物。

恐嚇理大反暴力講師
類似情況於大學校園內亦有發

生，上月中近百名浸大學生於校內
發起遊行聲援該校一名被捕學生
時，竟有人拿起磚頭撞爛校長室門
鎖，又向閉路監視器噴漆等。
理大香港專上學院講師陳偉強

日前在接受傳媒採訪時，建議政
府起訴暴力示威者，部分不滿其
言論的學生竟夥同「街外人」，
在課堂上包圍並以粗言穢語指罵
陳偉強，用鐳射筆照射他，過程
中更有人語帶恐嚇地問他家中是
否需要「裝修」，手法與黑社會
無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暴力侵校園
師長遭圍攻

一個文明的社會，拳頭不應被推崇，任何
政見也應透過選票淘汰及選用，惟在黑色恐
怖的陰霾一直擴散下，選舉公平性一再被蠶
食，暴徒多次以「私了」方式打壓持相反立
場的人士，而建制派政黨在事件中亦難以倖
免，民建聯、工聯會及經民聯等多個黨均有
設施、辦事處受到破壞，試問在這種氛圍
下，參選人及其支持者如何安心進行選舉工
程？哪怕是普通宣傳政綱的活動，也會被黑
衣魔打砸燒，直接對市民造成心理壓力。

毀民記工聯逾百辦事處
民建聯在過去幾個月有多達數十個地區及

議員辦事處被黑衣魔毀壞，先後發生逾80宗

事件，包括被人打爛玻璃窗、損毀大門、淋
黑油和塗鴉，或進入辦事處搗亂、打砸，甚
至縱火、灌水，區議會參選人擺設街站亦遭
不同程度滋擾。
另一建制政團工聯會在近月的暴力衝擊

中亦不能倖免，受破壞除了有議員辦事處
外，亦包括為市民提供服務的工人俱樂
部、工人醫療所及工聯優惠中心等逾20個
地點。
不過，受破壞事件影響最嚴重的必然要數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其位於荃灣及屯門等地
區的辦事處均先後受到多次破壞。他早前更
曾透露，其辦事處被針對的風險已經高至被
保險公司拒絕承保。■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在縱暴派文宣顛倒是非，惡意抹黑下，動搖警務
人員、政府及港鐵的公眾誠信，既是要將他們無法
無天的惡行「合理化」，讓他們可以肆無忌憚瘋狂
破壞，同時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為繼續
散佈謠言、打擊特區政府管治營造「理想環境」。

編造太子站「打死人」
警方更是首當其衝，如8月31日太子站事件，警員

在站內搜捕暴徒，因暴徒激烈反抗被制服後需送院，
惟事後卻不斷傳出當晚有警員「打死人」及「毀屍滅
跡」等傳聞。警方雖然已經多番澄清，更曾聯同消防
處、醫院管理局及港鐵舉行聯合記者會詳細說明，港
鐵也公開當晚站內的閉路電視截圖，確認沒有死亡個
案，可是仍有不少別有用心的人散播失實傳言。
本月8日，網上流傳一段視頻顯示有蒙面人在已
拉閘的上水港鐵站內，暴徒及煽暴派即指控有警員

假扮成暴徒破壞站內設施，企圖將暴徒的破壞行為
嫁禍予便裝警員。警方發聲明澄清，當時接報有暴
徒在上水站破壞，才派便裝警員到場執行任務，警
員絕無作出違法行為。其實有關視頻根本沒有見到
蒙面人作出破壞站內設施的行為，明顯有人以視頻
惡意抹黑警方。其他無稽指控更罄竹難書，包括指
有內地執法部門混入警隊，甚至指控警方殺害或強
姦示威者等。

誣便衣警破壞港鐵站
港鐵也是黑色恐怖的主要受害人，早前全港多個港

鐵站被暴徒嚴重破壞，一度要全線停駛，市民的不便
全由暴徒造成，縱暴文宣為減低民怨，竟老屈是港鐵
與政府扯貓尾，誇大受損情況，並利用停駛使市民遷
怒於暴徒。其實，暴徒破壞車站已被鋪天蓋地報道，
港鐵還能造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襲各區議辦 損選舉公正

瘋狂播謠言 辱警誣政府

黑色恐怖彌漫 泯人性侵人權

■■暴徒動輒暴徒動輒「「私了私了」」表表
達異見市民達異見市民，，連女性亦連女性亦
不放過不放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暴徒將政見不同的市民打至血流披面。 資料圖片

■無休止暴衝令商家畏懼，市道冷清。 資料圖片

■■理大講師陳偉強理大講師陳偉強((紅圈紅圈))發聲發聲
反暴力反暴力，，即遭圍攻即遭圍攻。。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辦事處遭縱火。 何啟明供圖

■黑衣魔誣陷便衣警員破壞港鐵站。 資料圖片

■■黑衣魔大肆破壞中國銀行黑衣魔大肆破壞中國銀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旅社遭黑衣魔縱火中旅社遭黑衣魔縱火。。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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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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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年九月十三 廿六霜降
港字第25406 今日出紙3疊12大張 港售10元

星
期
五大致天晴 局部驟雨

氣溫27-31℃ 濕度65-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