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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黑衣魔肆虐全
港，接連3日發起所謂「黎明行動」，迫使市
民「被三罷」，其中前晚11時許，在銅鑼灣怡
和街廣安大廈的一間地舖被黑衣魔縱火燒舖。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濃煙滾滾湧至地舖樓上的
民居，部分住客慌忙落樓逃亡。香港文匯報記
者昨日再到該地舖訪察，發現現場傷痕纍纍，
多處仍留有被大火燒過的痕跡。有居民批評，
黑衣魔在地舖放火是罔顧人命，形同集體謀
殺。

濃煙向上攻 招牌燒剩架
前晚11時許，黑衣魔點火焚燒一間位於銅鑼

灣怡和街廣安大廈被圍板圍封的地舖，及後火
勢迅速蔓延，濃煙密佈，樓上居民慌忙逃生。
消防員到場後，隨即開喉灌救，5分鐘後將火
撲熄。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前往上址訪察，現場仍

留有燒焦的氣味，地舖的捲閘留有被火燒過的
痕跡，閘口則以膠紙封着，樓底亦被熏黑，招
牌的位置被燒剩支架，位於頂部的冷氣機更被
燒至「熔熔爛爛」，可想而知當時的火勢有多
猛烈，樓上居民當時陷入生死的邊緣。

政府早撤例 縱火實無理

居民吳小姐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憶
述，前晚坐在屋內突然傳來一陣陣煙味，未幾
大廈的火警鐘響徹四周，她心知不妙，馬上把
門窗關上，其間看見樓下有很多警察，消防員
也隨即趕到，她才放下心頭大石，想「睇定
啲」才決定是否落樓疏散，而火勢很快被消防
員撲熄，有驚無險。
她狠批，「唔明啲人（暴徒）點解仲喺度

搞，政府都撤回條例、運動已經完咗啦。佢哋
都唔知嗰間係咩舖，點解要燒（店舖）？你喺
度燒會搞到樓上嘅民居。」
居民容太太憶述當晚情況時，仍心有餘悸，

她當晚正在收看電視，突然收到親友的來電
稱，在新聞直播中看到有黑衣魔在位於她樓下
的地舖放火，提醒她注意安全，不久火警鐘響
起，隨即有街外熱心市民跑上樓逐家逐戶拍
門，並大叫「火燭呀」：「當時有點受驚，便
立即更換衣服，準備從後樓梯離開大廈。」
可幸，當她準備出門撤離前知悉消防員已將

火種撲滅：「你哋（暴徒）喺出面燒都算，點
解要燒舖，樓上係有人住。」

鄰舖「被罷市」市民「摸門釘」
鄰近的地舖亦被波及。被燒的舖位旁是一間

電訊公司，職員昨日坐在店外，開着半閘，並

向前來查詢的客戶表示，「今天不會
營業，因店內仍殘留一大陣濃煙的氣
味，有待散去才能營業。」有特意前來「攞
飛」處理賬單的市民「摸門釘」，職員亦連忙
向他們解釋因由，指示鄰近的分店位置予他
們，並對他們造成不便表示歉意。

燒舖殃樓上 居民斥謀殺

黑魔無情．街坊有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鍾立）黑衣魔連續3日在全港多處大肆破壞及設置路障，令市面一片凌

亂，更肆意襲擊、火燒不同意見的市民。不少香港市民，包括居港外籍人士昨日發出「忍夠」的呼聲，

自發到各區協助清理馬路上的垃圾及路障，以減輕警隊、食物環境衛生署清潔工人的工作量，讓道路盡

快開通，「自己香港自己救。」他們狠批堵路的黑衣魔是惡魔，將市民當作人質，挾持政府，以苛索政

治目的，並希望有良知的人都應該站出來，以實際行動向暴力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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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魔連日來癱瘓交通，罔顧市民生
命安全四處縱火，甚至攻擊與他們

意見不同的市民。前晚，他們通宵在全
港各區大肆破壞，元朗更屬重災區，輕
鐵大棠路站對出的元朗大馬路佈滿磚頭
及雜物，站內售票機被打爛，沿輕鐵路
軌的一排欄杆全被撬起，磚頭塞在路
軌，甚至有路軌被人用石屎封實。

自組清潔隊 幫手清路障
黑衣魔的自私行徑引起不少市民不

滿。外號「大波Man」、曾任警員的石
房有和大批手臂繫有寫上「清潔隊」橙
色布的市民一早就自發到元朗清理附近
雜物，實行「自己地方自己救」。有參
與行動的人透露，他們雖然準備了大量
垃圾膠袋收集雜物，但雜物太多不夠
用，可見破壞情況極為嚴重。
參與行動的元朗居民張小姐對黑衣魔

的破壞行為感到十分不滿，希望行動可
以令社會運作早日回復正常：「你自己
是香港一分子，你是元朗人，一定要出
來幫手。我覺得有良知的人都知道這件
事是不應該，現在好像個個都被困家
中，小朋友又不敢出來，老人家又不敢
出去行。」

外籍男清障 冒險「被私了」
在旺角，大批市民亦一早在彌敦道上

協助清理黑衣魔前晚破壞所

遺下的雜物，不少小朋友也出手協助清
理。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固然「自己香港
自己救」，有居港的外籍人士亦感到憤
憤不平。網上流傳一段外籍男乘客，在
乘坐城巴690線時路經藍田時遇上黑衣魔
設置路障，巴士被阻，他即時主動下車
將路障移走。
根據該片段顯示，外籍男下車後即時

指責在場黑衣魔堵路，並以廣東話喝
斥：「走呀！」其後，他趨前將被黑衣
魔搬到馬路中心的垃圾桶推回行人路
上。其間，一名女黑衣魔一直站在垃圾
桶的另一邊似有所行動，但外籍男拒向
私刑屈服。
在雙方快將打起來時，跟隨外籍男下

車清理路障的乘客馬上上前與外籍男對
抗黑衣魔。劍拔弩張之際，有人成功將
他們分隔。隨後，外籍男繼續清理路
障，黑衣魔則繼續設路障，並把一張長
椅丟到馬路中心，外籍男見狀馬上清走
長椅，然後重新登上巴士，乘巴士離開
現場。

建制齊譴責 落區齊清理
工聯會昨日亦組織義工到街上協助清

理及移除路障，並狠批黑衣魔已殺紅了
眼、完全失去理智，不擇手段阻撓市民
上班上學，其所作所為都以人命較飛，
令全城憤怒。但在這嚴峻環境下，大部

分市民都沒有被這種

黑色恐怖嚇倒，徒步上班上學，用腳步
表達他們的不滿，絕不向激進行為妥
協，即使歷盡艱辛，依然想盡辦法回到
自己的工作崗位。
該會嚴厲譴責有人為求個人政治目

的，不惜綁架市民，破壞社會秩序，危
害香港社會穩定的行為，並呼籲全港所
有市民要與暴徒劃清界線及強烈譴責。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亦走出社區協助清

理。她表示，近日見到社區有不少街坊
默默清除路障雜物，十分感動，而香港
現時情勢危急，社會需要有更多正能
量，因此她昨早亦走到社區協助清理，
同時呼籲大眾一齊站出來，向暴力說
不、向破壞說不，並慨嘆瘋狂的暴力令
香港到了失控邊緣，但特區政府仍未有
效止暴制亂，令人十分失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黑衣魔連
續多天在全港各區發起恐怖襲擊，嚴重威
脅到普通市民的人身安全，普羅市民的憤
怒已接近臨界點。香港社會各界昨日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面對黑衣魔的
恐襲，市民切勿以暴易暴，首要注意自身
安全，同時團結起來向暴力說不。特區政
府更應採取更有力的措施，阻止這場恐怖
活動，包括設立特別法庭加快審訊速度，
以及限制煽動暴力的網絡平台和社交媒
體。

勿以暴易暴 促加快審判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

聯會理事長王惠貞表示，近日的暴力活動
不斷升級，已近乎恐怖襲擊。她明白市民
對暴徒的破壞行為感到憤怒，但希望大家
能以理性和平解決問題，在面對暴力時首

要注意自身安全，並馬上報警，千萬不要
以暴易暴。
同時，特區政府有必要採取進一步措

施，特別是目前《禁蒙面法》的懲處力度
不足，反助長暴徒一犯再犯，她並建議警
方加強執法之餘，法院要對被捕人判處最
少一個月監禁，以起阻嚇作用，同時希望
司法部門能設立特別法庭，專門處理有關
案件，加快審判速度。

倡啟緊急法 發止暴強音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表示，目前的
事態發展，已嚴重威脅到普通市民的人身
安全，特區政府應負起責任阻止這場恐怖
活動。5個月來的修例風波，黑衣魔通過
個別網絡平台及社交媒體煽動、召集和指
揮示威遊行，散播起底、恐嚇、仇警、殺
人放火這些煽惑性言論。特區政府應採取

措施，阻止這些網絡平台、社交媒體繼續
煽動暴力。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創

會主席簡松年批評，黑衣魔破壞公共設
施，威脅市民人身安全，即便是學生，
也不應得到無底線的包容。面對當前局
勢，特區政府應頒佈緊急法止暴制亂，
比如實施宵禁或是加快司法開庭時間，
並且頒佈後需嚴格實施。
全國政協委員張學修呼籲廣大市民一同

向暴力說不，但應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
達，不要使用暴力，才能發出止暴制亂的
最強音，否則只會淪為黑衣狂徒的同類，
進一步加劇香港的混亂局面。
他並希望特區政府正視問題、採取各種

可行措施，包括宣佈啟動緊急法，在特別
危急時集中力量，停止一切暴力事件，維
護社會秩序。

各界籲團結 向暴力說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黑衣魔
前日午夜過後至昨日凌晨，繼續在全港
各區包括銅鑼灣、旺角、沙田、大埔、
元朗、天水圍及上水等大肆破壞交通設
施、堵路縱火，連接新界南、北的吐露
港公路，在警方撤離中大2號橋後旋遭
暴徒投擲大量雜物徹底堵塞，旺角彌敦
道亦被「磚海」淹沒。有黑衣魔更草菅
人命，向油站、警署、巴士，及港鐵多
個車站和列車投擲汽油彈縱火。

汽油彈焚列車燒油站
港鐵設施昨日凌晨遭受進一步破壞，

大批黑衣魔在凌晨時分非法闖入東鐵線
上水站及大學站，向兩列車投擲多枚汽
油彈縱火，另一列停在旺角東站的列車
和火炭站附近軌道旁的信號系統設備房

亦被嚴重破壞。
連同前日日間的嚴重破壞，東鐵線全

線列車服務在昨晨被迫暫停。此外在港
鐵旺角站，暴徒昨日凌晨更非法闖入及
破壞月台幕門及投擲汽油彈，車站大堂
設施被嚴重破壞，結果昨日被迫關閉。
同日凌晨，黑衣魔四處攻擊多達9間

警署及行動基地，以及向2個警察宿舍
投擲汽油彈。其中，天水圍警署的報案
室遭暴徒攻入投擲多枚汽油彈縱火，所
幸防暴警員死守通往槍房的通道，否則
一旦讓暴徒取得槍枝彈藥，後果不堪設
想。
黑衣魔更將魔爪伸向九龍塘歌和老街

一間油站，投擲一枚汽油彈。輕鐵屯門
站至商場Vcity亦被大肆破壞，站內的
出入閘機和閉路電視均無一倖免，一輛

停在屯門市廣場附近的雙層城巴遭人縱
火燒剩車架。
在旺角，暴徒通宵堵路縱火，又向彌

敦道一間金行投擲多枚汽油彈，天光後
可見多條道路仍堆放大量雜物，交通嚴
重擠塞，其中靠近太子一段的彌敦道，
一地磚頭恍如「磚海」，車輛無法通
過。

燒巴士毀路軌 築「磚海」阻上班

派錢誘小童掟磚？
煽暴派藉着今次修例風波不斷

煽動入世未深的年輕人上街搗亂
充當「爛頭卒」。在過去5個月
的修例風波中，被警方拘捕者愈

趨年輕。昨日，網上流傳兩張相片及一條片
段，質疑有成人帶領一班戴黑口罩的小孩於藍
田啟田道掟磚。

根據該相片和相關視頻可見，有一批戴上黑
口罩的小孩、大部分「踢拖」，部分可能不足
10歲，在藍田堵路現場出現。當時，該處已
一片狼藉，地上滿佈磚頭，有成年人疑似在場
「指揮」。其間，一名女成年人引領該班小孩
走向一旁排隊，該名女成年人隨後從手袋中掏
出銀包，再在銀包中掏出疑似金錢，但片中未
有交代該班小孩有否接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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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

■市民堅持行路上班，拒絕「被罷工」。 中通社

旺角
■市民昨晨自發到旺角彌敦道清理街上的垃圾，其中不乏家長和「被罷課」的學童。 視頻截圖

藍田
■藍田一位外籍人士下車清理路障。 視頻截圖■工聯會昨日組織義工到街上協助清理及移除路障。

元朗
■元朗市民與警方昨日合力清理路障，元朗大馬路經歷清場後陸續開通。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1111月月1111日晚上日晚上，，大批示威者大批示威者
在旺角一帶集結在旺角一帶集結，，有人以磚塊及有人以磚塊及
大量雜物堵路大量雜物堵路。。 中通社中通社

■■昨日凌晨昨日凌晨，，一架停泊在屯門時代一架停泊在屯門時代
廣場對開的巴士被燒毀廣場對開的巴士被燒毀。。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銅鑼灣怡和街廣安大廈地舖被暴徒縱火焚燒後的
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警員為了市民安全，親手清理街道
上的雜物，他並勸喻市民不要動手，以
免被黑衣魔起底，受到在場市民讚揚。

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