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縱暴派議員及暴徒為挾持
市民奪取政治陰謀，連日來發起所謂「三罷」，實質是以
恐襲的手段企圖癱瘓社會。昨日，黑衣群魔不但罔顧駕駛
者死活在天橋上擲雜物堵塞主要交通幹道、大肆破壞及焚
燒港鐵設施，更喪盡天良地奪去一條人命。一群上水居民
昨晨在自發清理路障時，遭一班黑衣魔施襲，已忍無可忍
的居民奮力驅趕引發「磚頭大戰」。根據影片，一枚磚頭
從黑衣魔方向投中一名男子，該名男子當場暈倒地上，送
院後證實腦幹死亡，生命危在旦
夕。案件列作傷人，由新界北總區
重案組跟進調查，暫未有人被捕。

黑魔恐襲全港
飛磚謀殺老翁
清潔工自發清障遇襲 頭部重創疑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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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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焚法院 挑釁解放軍

止暴制亂

A1、A24

發在上水龍運路。約昨日中午，一班被黑衣魔路障
事阻撓上班上學的居民，趁黑衣魔散去之際，合力清

除路障，希望盡快讓公路開通。消息人士指，人群中包
括一名姓羅的 70 歲清潔工人，是在午膳後返回崗位時見
有市民自發清理路障，於是參與其中。由於他已脫去制
服，外表一如普通居民。

懷疑施襲者

■沙田法院遭縱火。 網上圖片

傷者

暴徒施以毒手 持械毆打無辜
在他和居民清理期間，一群黑衣魔突然折返，更狂性
大發向居民行使私刑，包括以棍、竹枝等襲擊正在清障
的居民。網上影片顯示，雖然黑衣魔的人數不及居民，
但他們孔武有力兼持有武器，手無寸鐵的居民為自衛，
即隨手拾起黑衣魔用作堵路的磚頭還擊。隨後，黑衣魔
亦執起磚頭，情況混亂。
突然，羅姓清潔工被一枚從黑衣魔處擲出的磚頭擊中
左額，當場暈倒。其間，居民負隅頑抗，未能即時救起
他。在雙方大戰一、兩分鐘後，居民成功驅散黑衣魔，
立即將羅姓清潔工送往北區醫院，之後再送入威爾斯醫
院，昨日下午證實腦幹死亡。據悉，警方其後從各種渠
道聯絡傷者家人，但懷疑他長居深圳，每日跨境來港打
工，家人可能居住內地。

食環署：提供適切支援
食環署證實，一名街道潔淨服務承辦商員工昨日午膳
期間（當時並非在進行清潔工作），在北區大會堂附近
被發現頭部受傷，他隨即被救護車送院留醫。根據記
錄，該名員工主要負責街道清潔工作，工作時間為早上7
時至下午4時。該署對此事件感到十分難過，現正透過服
務承辦商聯絡該名員工的家人，並會提供適切的支援及
協助。

政府對暴徒惡行表憤慨
特區政府發言人對有清潔工懷疑被暴徒投擲硬物擊中
頭部導致重傷危殆十分難過，正透過服務承辦商聯絡該
名員工的家人，並會向他們提供一切適切援助。
發言人對暴徒惡行表示憤慨，警方會全力追查，務求
將暴徒繩之以法。一連三天，暴徒在各區作出極之危險
的暴力行為，肆意襲擊其他市民，令人髮指。警方會果
斷採取執法行動，回復社會秩序。特區政府呼籲市民保
持冷靜和理性，同時應遠離暴力，保障自身安全。
警方發言人表示，昨日下午約 12 時接獲途人報案指，
一名男子在上水龍運街2號對開懷疑被人以磚頭襲擊。經
初步調查，案件列作傷人，交由新界北總區重案組跟進
調查，暫未有人被捕。
發言人呼籲，任何人如目睹案件發生或有任何資料提
供，請致電 3661 3369 與調查人員聯絡。警方又提醒市
民，根據香港法例第 212 章《侵害人身罪條例》，傷人
屬嚴重罪行，違法者可被判處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
醫管局則表示，由前日凌晨截至昨晚 10 時為止，涉及
示威活動受傷送院共有 58 人，40 男 18 女，1 歲至 81 歲，
其中 1 名 70 歲男子情況危殆、18 男 11 女情况穩定及 1 人
未有情况，其餘27人無礙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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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衣魔昨日連續第三晚
恐襲全城，中環、旺角、九龍塘、沙田、大埔、上水及元
朗被瘋狂破壞。群魔向沙田法院大樓投擲多枚汽油彈；紅
隧收費亭遭焚毀；九龍塘駐港解放軍軍營外有人焚燒路
障；城大學術樓更陷入火海。防暴警員及速龍小隊通宵在
各區施放催淚彈驅散，合共拘捕逾60人，行動至今日凌晨
尚未結束。

沙田法院遭擲燃彈
昨晚 9 時許，一批在沙田區聚集堵路的黑衣魔，突然向
沙田法院大樓發動攻擊，在門外及外牆處投擲多枚汽油
彈，花槽中彈後，約兩米高的大樹起火，一時間火光熊
熊，現場遺下一個載懷疑易燃液體的鐵罐。

「快閃」
燒紅隧收費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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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清理路障伯伯遭黑衣魔擲磚擊中頭部命危。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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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約晚上 8 時，城市大學劉鳴煒學術樓的外牆棚架疑被人
放火。5 輛消防車接報到場，拖喉及架起雲梯灌救，很快
將火救熄。晚上 10 時半至 11 時期間，九龍塘浸大有黑衣
魔在窩打老道「快閃」燒路障，焚燒鐵欄、竹枝、玻璃，
並傳出多次爆炸聲，火堆冒出濃濃黑煙，並多次叫囂挑釁
附近的駐港解放軍軍營內的士兵。
在紅隧九龍入口，昨晚有黑衣魔利用大量雜物堵塞道路
企圖癱瘓交通。其間，有駕駛者清理其中一條行車線的障
礙物後，迅速被橋上的暴徒掟下雜物堵塞公路，有私家車
更被掟中損毀。在晚上 8 時 45 分左右，突有暴徒向收費亭
放火，職員用滅火筒救熄，無人受傷。約 1 小時後，再有

暴徒在附近康莊道扭開消防喉放水。
在旺角，入夜後亦繼續有大批暴徒在彌敦道、山東街一
帶聚集堵路及焚燒路障，在亞皆老街近朗豪坊對開有一個
電箱被縱火，一輛私家車亦被破壞及噴上字句，商務印書
館門外被縱火。晚上 8 時半過後，警方在場發射多枚催淚
彈驅散，暴徒則向警方投擲汽油彈。
其後，一輛水炮車及一輛裝甲車到場增援，迅速清除路
障及驅散人群，但不久暴徒又折返聚集，晚上10時半有暴
徒向已落閘的港鐵旺角站其中一個出口內縱火，冒出火光
及濃煙，一間翠華餐廳分店的玻璃被砸毀再投擲火種，並
不斷將雜物擲入店內。
在中環區，晚上7時半左右，有大批黑衣魔在區內聚集堵
路及縱火，一輛「銳武」裝甲車連同一批防暴警察開抵遮打
道及德輔道中交界後，有警員施放胡椒球彈，防暴警及速龍
小隊則在畢打街堵路位置，拘捕超過50名黑衣男女。
在元朗大馬路一帶，昨晚9時許一批暴徒聚集設置大量水
馬堵路外，又在路邊的電箱縱火，掘起大量地磚及破壞交通
燈，附近一間優品360分店再次被破壞，撬開鐵閘將貨物散
落一地縱火焚燒，警方要發射多枚催淚彈驅散。晚上10時
許，有暴徒進一步用電鋸破壞輕鐵路軌，又在天水圍警署前
後門縱火，防暴警則在新北江商場外施放催淚彈。
昨晚 7 時許，在上水中心對開有約 500 名黑衣人聚集，
破壞附近新都廣場地下一間藥房及縱火，冒出濃煙。一間
在上水龍琛路的地產舖亦被砸毀。晚上 8 時許，暴徒再到
上水新康街破壞多間商舖，把大量商品砸毁及推出店外，
當中包括一間優品360分店。

網上短片截圖

圍攻施拳腳 毒打大肚婆

■暴徒縱火燒港
鐵。
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黑衣魔冷血殘忍，竟連大肚婆也狠心施以毒手。
昨日，黑衣魔在中環第三度發起所謂「和你 lunch」的破壞行動期間，與一名疑
似孕婦一言不合，竟毫無人性地將她撲倒，再揮拳毆打，其間多人勸阻，但黑衣
魔仍未肯收手，更用腳踢向她，最後該名疑似孕婦需送院治理。
昨日下午，黑衣魔再次在中環發起所謂「和你 lunch」，一名疑似孕婦無故遭
一名身穿紅色上衣、綠色長褲、戴鴨嘴帽的蒙面暴徒從後推了一下。該名疑似孕
婦不忿，與黑衣魔理論。其間非但未有市民提供協助，反向該疑似孕婦說：「走
啦、走啦。」
此時，該名蒙面黑衣魔突然大叫：「係咪想打呀？」其後，黑衣魔情緒失控，
將該名疑似孕婦撲跌倒地，更揮拳毆打。在場者出手阻止，並把他抬走。其間該
名疑似孕婦用手護住腹部，狀甚痛苦。

■東鐵停駛下
東鐵停駛下，
，市民在大圍站大排長龍
市民在大圍站大排長龍，
，輪候小巴
輪候小巴。
。 中通社

堵路毀校巴 嚇壞學生哥
車上載滿小學生的校車，更用噴漆噴污校巴車頭的擋風玻
璃，大叫：「唔准返學！」嚇壞車上的小童。
有黑衣魔昨晨6 時 50 分左右在將軍澳寶順路及唐明街迴
旋處附近非法堵路，一輛受阻的校巴更被暴徒用噴漆噴污
車頭的擋風玻璃，更大聲警告：「今日（昨日）唔准返
學！」當時，車上除了校巴司機及保姆外，更有多名正去
上學的學生。

倒地後竟仍遭追踢
最恐怖的是，另一名黑衣魔見狀非但沒有起惻隱之心，反上前用腳踢
向該名疑似孕婦。據悉，該名疑似孕婦事後被送往瑪麗醫院治
理。

反誣執勤警
「無故截停」

■黑衣魔晚上焚燒
紅隧收費亭。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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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魔一言
不合，即冷血
揮拳攻擊疑似
孕婦。
網上短片截圖

事後，煽暴派文宣組在網上發文抹黑警方，指稱是到場
營救的警員「無故截停」校巴、「連保姆車都搞埋」，更
上載一張警員抹走擋風玻璃噴漆的相片，老屈警員是「貓
哭老鼠，賊喊捉賊」。
警方昨日在記者會上批評有關指控失實。警察公共關係
■校巴被毀，警員協助清理。
網上圖片 科高級警司（媒體聯絡及傳訊）江永祥表示，警員只是接
報到場協助清理暴徒蓄意塗污的車輛，「事發的時候，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黑衣魔罔顧人命，連學童 巴仍然有一些小學生在上面的。由於擋風玻璃視線受阻，
都唔放過。昨晨，黑衣魔在各區堵路，企圖阻礙學童上 我們警方接報到場協助，我們的同事曾經協助清潔這些擋
學、市民上班。在將軍澳堵路期間，黑衣魔大肆破壞一輛 風玻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