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中文大
學學生佔據中大二號橋的「戰略位
置」，向橋下吐露港公路投擲雜物堵
路，破壞附近的鐵路系統。由於附近
區域為中大業權範圍，有人指稱二號
橋也是中大的「私人地方」，並據此
質疑警方「亂闖私人地方」。地政總
署昨日證實，二號橋位於吐露港公路

及東鐵線之上的部分屬於政府土地。

中大獲授非專用通行權
地政總署昨日就有關二號橋業權問

題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中文大學受
地契管轄，而二號橋位於吐露港公路
及東鐵線之上的部分，屬於政府土
地。根據地契，中文大學作為地段承

批人，獲授二號橋的非專用通行權，
並須負責二號橋的維修保養。
地政總署續指，地契是政府作為土

地業主與承租人之間訂立的民事契
約，以管轄個別用地的發展及使用。
該橋的地契條款並不限制或影響任何
政府部門或公職人員根據相關法例而
行使法定權利或權力。

二號橋非私地 做好保安有責

■大量無法無天的瘋狂行為正在中大校園內不斷發生。圖為中大二
號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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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姬文風）黑衣魔連日霸佔多所大學作「犯案基地」，利用校園設施為其補給掩

護，肆意進行破壞、堵路、縱火、襲警等暴力行為。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指出，大學管理層是第一責任人，必

須向公眾問責。有家長及教育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則指，大學校園被黑衣魔一步步「割據」，在這情

況下，管理層不應再縱容黑衣魔，否則大學將淪為「法外之地」。

昨日，黑衣魔變本加厲，在大學各
橫跨主要幹道的天橋上以雜物甚

至汽油彈襲擊路過的車輛；派員在學
校出入口架設「檢查站」，封鎖大學
校園，然後在校內量產汽油彈等致命
攻擊武器，將校園變為兵工廠。

梁美芬促教局監管校方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立

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在立法會質詢楊
潤雄，指近日不少大學校園發生刑毀
事件，有人甚至在校園內外投擲汽油
彈，部分無辜學生在如此亂局下被迫
撤走，並質問教育局是否監管不力，
未有問責大學管理層對刑事行為在校
內發生視而不見，甚或肆意縱容，並
批評有人以所謂「大學自主」作擋箭
牌，結果招致校園罪行不斷滋生。
楊潤雄在回應時承認，近期大學校

園的確出現不少問題，包括學生對校
長和教職員的不禮貌行為，甚至有暴
動、暴亂行為在學校發生，「這些事
情的第一責任人是大學管理層，而教
育局亦有責任跟學校跟進。」
有關涉及刑事毀壞的個案，教育局

已清楚要求學校理應報警，讓執法機
構能跟進，但「大學『可能』在處理
上未盡人意，在我看來亦有很多可改
善地方」，並強調教育局會協助和監
察大學。
在梁美芬再三質問教育局可如何作

出監管時，楊潤雄強調，在現行制度
下，大學須向公眾問責，而局方一直
與大學管理層保持緊密溝通，「一方
面我們理解他們的困難，同時對他們
的要求，我們亦會表達清楚。」

家長組織冀校方報警
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松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言，黑衣魔近日
在多所大學校園的所作所為，包括自
設所謂「檢查站」以「鎖校」，及
「放火、射箭諸如此類，大學管理層
根本已無法處理」。
他慨嘆，今時今日的大學校長，更

落得被「學生」辱罵，而大學多次發
出譴責暴力的聲明，這些「學生」根
本不會聽進耳中，「如果他們肯聽，
大學就不會落得如斯田地，多個校
長、老師先後被圍堵、挾持。」

奚炳松認為，校園內外的種種暴
力，反映黑衣魔有意一步步地將校園
「據為己有」，而可怕在於他們所謂
的「訴求」根本永無止境，甚至逐步
演變成「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離
譜局面，而校方一味忍讓，並不見得
可以息事寧人、解決問題。為免亂局
繼續擴大，他期望大學校方應盡快尋
求警方協助，同時促請政府下定決
心，嚴正執法，止暴制亂。

黃錦良倡校方懲處被捕學生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近日暴力

不斷升級，犯事暴徒認為警察不會進
入校園就肆意破壞，企圖利用校園作
為保護網、避風塘，躲過警察追捕。
他指出，暴徒看準警方在校園執法

的爭議，藉故挑釁警方，目的就是讓
大學無法運作、學生無法學習，從而
煽動更多年輕人走上街頭。「這就中
了黑衣人的圈套，可見他們為達目的
不擇手段。」
黃錦良強調，只要罪案發生，警方

就有責任和權力進行拘捕，而被捕者
中倘發現有學生，所屬院校必須嚴厲

譴責及懲處，與極端暴力劃清界線，
否則有如縱容甚至包庇，無疑會讓局
勢火上加油，並呼籲各校管理層，要
勇於執行校規，當警方若有合理要求
時盡力配合，不能讓校園成為罪惡溫
床。

何漢權籲將違法學生交法庭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嚴厲譴責黑衣
「學生」高空擲物、縱火、堵路以至
攻擊平民等行為，完全是漠視人命，
「作為知識分子，良心何在？縱使他
們走避學校躲得過警察，但他們逃得
過自己的良心嗎？」
他指出，暴徒犯事後進入校園，警

方即有充分證據進入校園進行拘捕，
「他們誤以為走進校園就可以逃避追
捕，是錯誤理解法律。」
何漢權強調，每所大學均有其教

育使命，各校長需要明確向暴力說
「不」，並以其權限嚴懲犯事學
生，若犯罪程度遠超校規涵蓋範
圍，校長則需將其交予執法者及法
庭，「讓暴徒負上與其行為相稱的
法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多所大學外圍都有暴
徒違法堵路與阻塞交通，連續三天。其中香港大學
般咸道入口有大批黑衣魔集結，堵路甚至擲物攻擊
途經的車輛。港大校長張翔前晚深夜發表聲明，呼
籲學生要保持冷靜及理智，切勿傷害他人，不要製
造事端令警方入校搜捕。
張翔在聲明中多次促請學生保持冷靜，切勿做出

傷害他人等可能引致嚴重後果的行為，也不要製造
任何事端，促使警員要進入校園搜查或拘捕。他強
調校方希望保護學生及校園，而訴諸暴力無法解決
問題。
昨晨，港大首席副校長王于漸、理學院院長艾宏

思、學生事務長梁若芊等到校園外的堵路現場了
解，希望學生離開及清走路上雜物。有港大職員勸
說學生：若學生不對警方有行動，相信警方不會使

用任何武力。
艾宏思說，警方只是想清走路障，擔心堵路長此

下去會引發衝突。他一度與現場市民自發清理路上
雜物，惟及後黑衣魔再度將磚頭拋回路面。

中大浸大冀員生離校
浸大校長錢大康連同多名高層向全校師生發信，

呼籲他們遠離危險及避免做任何可能引致衝突的
事，並提醒教職員應盡快離開校園，如學生要留校
亦應留在宿舍內。
中大則稱，由於校園內人力和資源上的限制，校

方未必能對留在校內宿舍的教職員及學生提供全部
所需支援，又澄清有關校方要求師生撤離的謠言，
表示如有人希望回家或離校，相關書院或部門會提
供協助，離校亦沒有時間限制。

張翔籲學生冷靜勿生事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民建聯促段崇智承擔通路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

大黑衣魔連續三日佔據中大二號橋，
並對橋下的吐露港公路及東鐵路軌投
下雜物，對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險，更
令吐露港公路、大埔公路及東鐵線
（大埔墟至火炭）完全癱瘓，數以十
萬計需跨區工作的北區、大埔居民的
生活受到影響，民建聯大埔支部及北
區支部昨日發表聲明，要求中大校長
段崇智承擔道德責任。
民建聯大埔支部及北區支部在聲明

中指出，吐露港公路、大埔公路及東
鐵線（大埔墟至火炭）完全癱瘓，有
大埔居民就因吐露港公路封閉，花費
了數小時由沙田步行回大埔，有不少
駕駛者更因堵路而滯留吐露港公路一
整夜。有沙田居民表示因堵路問題持
續而無法到大埔那打素醫院覆診。

十萬計居民受阻
聲明指出，數以十萬計居民的生活已

受到影響，不少居民向民建聯反映對目

前的情況感到十分徬徨，特別有部分市
民已「手停口停」，生計受損。「我們
認同示威者有集會、遊行的權利，但現
時示威者以威脅的手段，甚至揚言要攻
擊行經的車輛，剝奪市民出行的自由，
我們絕不認同！」
同時要求身為中大校長的段崇智，

能以大埔、北區，甚至全港市民的民
生為念，承擔道德責任，勸退示威者
撤出中大二號橋，以全面開通吐露港
公路及東鐵線，還市民出行的自由。

全港中小幼學校
續停課至周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於堵路及阻礙
交通服務情況持續且範圍廣泛，基於安全考慮，
教育局昨日作出特別宣佈，全港幼稚園、小學、
中學及特殊學校今日至周日（17日）會繼續停
課。各校舍須保持開放，讓教職員於安全可行情
況下返校照顧到校學生並與家長保持溝通。
教育局昨日再次強烈呼籲停止一切暴力及破

壞行為，盡快令社會回復秩序，讓學童安全上
學，並提醒學生應留在家中，不要在街上流
連，遠離危險，更切勿參加違法活動。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表示，連日的暴亂影

響學校運作，局方在沒選擇下宣佈停課，並非
一個容易的決定，又強調不想見到中小學生蒙
面上街參加非法或危險活動。局方一直要求學
校盡量疏導學生情緒及勸喻他們不要參加非
法活動，及鼓勵校方與家長達成共識。

各大學教學/考試安排
城大

今日（15日）為學期教學最後一天，不再有面
授或網上課堂，期終考試取消，餘下學期會
用作課程習作，完成評核習作者可獲學分；
畢業禮場地因劉鳴煒學術樓前晚疑被縱火，
全校畢業禮取消。

港大
餘下學期校內教學活動暫停並改為網上形式；
期終考試將於網上舉行或用其他方式取代。

理大
本學期餘下面授課堂取消，改為網上進行；
國際交換生可於其原本大學考試。

職訓局轄下院校
即日至11月20日課堂/考試取消，高峰進修
學院的安排可瀏覽學院網頁。

嶺大 教大
11月21日至23日畢業典禮延期。

公大
11月15日至17日所有課堂取消。

註：中大、浸大、科大前日已宣佈本學期面
授課堂取消。■香港大學附近道路被堵塞，鄰近居民出入大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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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蒙面人帶備弓箭在高處平台放哨有蒙面人帶備弓箭在高處平台放哨。。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大批暴徒昨日與警方對峙期間大批暴徒昨日與警方對峙期間，，有黑衣魔在理大校園向防暴警察射箭有黑衣魔在理大校園向防暴警察射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大校園已成為
黑衣魔的兵工廠及
集訓地。在縱火、
製造汽油彈及其他
致命武器的同時，

大量無法無天的瘋狂行為正在校
園內不斷發生。中大「獨人」、
前學生會幹事袁德智昨日踢爆，
校內「好多非中大手足」，並狠
批有人在校園內失控地無牌駕
駛，至今已發生多宗車禍；有暴
徒在汽油旁邊食煙，及在草叢旁
邊「練習」放火後直接走人，情
境非常危險，隨時害人害己。

無牌駕駛 頻頻炒車
袁德智在fb以「提醒文」為名

發帖，批評校內「自己人」連日
瘋狂行為，包括左搖右擺、失控
地無牌駕駛，將車輛「當mario
kart（電玩『瑪利奧賽車』）咁
揸」，一日間已導致幾宗炒車意
外，「真係非常危險。」
他又批評有人在出入口「把
關」有問題，如前日就有車禍傷
者傷勢「FA處理唔到」，而
「有人一開始係連白車都唔畀

入」。

油旁食煙 草叢放火
中大校園內黑衣魔四處放火，

袁德智直指他們欠缺危機意識，
「即係我知好多手足要食煙，但
係唔好喺啲油旁邊食得唔
得……」有人還在校內的草叢邊
「練火魔」，卻不會弄熄火頭，
甚至遺下火種直接走人，「如果
有山火，消防又入唔切嚟點
算……」

針對有「自己人」肆意損毀
校內設施，袁德智批評，有人
連「對手足有用嘅建築物」如
大學保健處亦破壞，導致傷者
發炎亦不能有效打針，被逼要
離校處理，而中大校內「好多
非中大手足」，有人更因「不
滿SU（中大學生會）無叫人出
去攻」而狂言要「燒左 CU-
SU」，「要互相尊重，唔好自
己內耗先」云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無數年輕學子受煽動
參與違法、暴力行為，
為人師者理應秉負教育
重責，引導學生走上正
途，但有個別「黃師」

反其道而行，竟唯恐天下不亂，利用
師長的身份為這些學生暴徒「打
氣」。中大人類學系主任麥高登近日
在接受學生傳媒訪問時，竟將黑衣魔
的縱火堵路暴行美化成所謂「爭取民
主」，又以「香港人已經沒有退
路」、「正取得象徵式勝利」等煽動
學生繼續「抗爭」，將學子推上不歸
路。

竟稱黑魔取得「象徵勝利」
理工大學校園電台本周二（12日）

在中大暴亂現場中訪問麥高登。麥高
登身穿黑衣，頸上掛有一「豬嘴」口
罩。記者以英文問到現場示威者與警
方武力差距很大、場面令人絕望時，
麥高登竟稱，在「爭取民主」的意義
而言，示威者「在象徵上正取得勝
利。」
他更不斷向記者稱，這些暴力行為

是有很多「意義」，一時謂可予台灣
「借鏡」，一時又謂已吸引愈來愈多
香港人「關心」，呼籲示威者要持續
「抗爭」，以繼續爭取「世界的目
光」。
為人師表竟肆意鼓吹學生參與暴力

行為，網民紛紛狠批。「Charles
Liu」就用英文留言批評：「你們都
是恐怖分子！」（you people are ter-

rorists）「King Leung」則強調，這
類煽暴者不值可憐：「100%支持香
港警察嚴正執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中大洋師 捧暴縱暴
 �

■中大人類學系主任麥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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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人」踢爆校內「手足」失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