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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嚇新華無綫記者
黑魔打壓新聞自由

各大院校的學生成為「土皇帝」，任意對傳媒進行新聞封
鎖及審查。在理工大學，一名戴着印有「Press」（傳媒）字
樣頭盔的新華社記者，欲進入校園採訪時，因拒絕透露所屬
的機構名字而被大批黑衣魔包圍，並要求他刪除所錄的片
段。根據浸大學生會編輯委員會fb專頁的圖片，該名記者曾
被人扯着背囊，雙方斡旋片刻後，記者終獲放行。

逼無綫攝記交記憶卡
無綫電視攝影師在採訪期間，亦被暴徒要求他交出記憶

卡。有暴徒威脅說：「唔交出來的話，一係打爛攝影機，一
係沒收機內5張記憶卡。」攝影師致電上司獲得同意後交出
所有記憶卡後，黑衣魔更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口吻稱：「我們
檢查後會寄回將軍澳電視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城市
大學昨晚表示，在學生宿舍範圍內發
現大量化學易燃物品，構成即時安全
風險，認為必須通報相關政府部門。
該校又呼籲所有學生盡快離開宿舍，
並強烈建議師生盡快離開校園。
城大昨日下午發表聲明，指有身

份不明的蒙面者更在化學生物實驗
室外徘徊。校方正檢視各處情況和
點算損失，並會派員加緊把守實驗
室，以策安全。

學生宿舍範圍內發現
同日晚，城大緊急事故應變小組

發出通告，指校園前晚至昨日清晨

多處地方遭到毀壞，校方更在學生
宿舍範圍內發現化學易燃物品，對
宿生及宿舍內工作人員構成即時安
全風險。
同時，校方收到大量學生緊急查
詢，高度擔心其個人和校園安全。因
應目前緊急狀況通告呼籲，學生要盡
快離開宿舍；如學生未能即時回家，
可致電24小時緊急服務熱線3442
8888。基於安全理由，仍然留校的師
生亦應在安全情況下盡快離校。
通告再次呼籲，全體師生務必要

注意人身安全，遠離危險，各方亦
應保持冷靜和克制，以和平、理性
和非暴力的方式討論。

城大藏大量化學易燃品黑衣魔公然挑釁解放軍駐港部隊
在港的軍營。毗鄰理大的槍會山軍
營，多名黑衣魔一度聚集，有人更
將一樽食用油倒在槍會山軍營漆咸
道南入口外，似有所行動，軍營內

有解放軍馬上以普通話開咪警告：
「走開！走開！」當時，軍營內有
幾名解放軍持槍在閘門視察，內裡
則有防暴警員。
在前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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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次叫
囂挑釁附近的
駐港解放軍軍
營內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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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質問：縱暴是幫還是害學生？

各院校如割據 黑魔封「山寨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多間院
校被暴徒佔據，儼然就是「山寨王」般
阻止其他人進入校園範圍。其中，中文
大學的黑衣魔霸佔中大二號橋，更在對
出的科學園路製造路障及搭建哨站，有
數十名黑衣魔持箭把守，搜查進出者的
學生證、職員證等文件，其間只容許行
人及電單車通過，嚴查私家車。其間，
有市民駕車欲經該路到沙田的醫院探
病，黑衣魔即故意刁難，要求他們出示
「探病證明」，否則一律不放行，中大
校園淪陷為黑衣魔隻手遮天、無法無天
的世界。

中大遍設路障 盤查過往車輛
在黑衣魔極權控制下的中大校園，
昨日上演儼如日戰時期日軍設路障查
車的畫面：校園多個出入口被大量雜
物堵塞，其中東鐵大學站的通道和出
入口堆滿雜物如人一般高。
在山上的中大校園另一邊的大埔公
路，近九肚山段亦被堵塞，任何人要
越過進入校園內，都要被黑衣人攔截
檢查證件和搜查隨身物品，教職員、
校友、記者亦無一倖免。
同時，黑衣魔亦嚴查出入的私家
車：市民進出要先被查證件和隨身物
品，要得到駐守哨站的黑衣魔首肯
後，市民才獲放行。其間，不時有人
從外面送來物資，並順利進入二號橋
附近，現場所見有玻璃樽、「打邊爐
用氣罐」、衣物、食品、女性衛生用
品等。其間，有車身印有「中大物業
管理處」的小型貨車用作運送物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蕭景源)警方追捕中文
大學佔橋阻路的黑衣暴徒，反遭指責「攻城掠
地」，煽暴政棍、教育界人士和暴力支持者，
不但支援暴徒提供物資，更盲目護短指暴徒是
為了「保護家園」。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
振中昨日悲憤地質問：「如果他們只為維護學
生（暴徒）感受和立場，這是否真的保護我們
的學生？又是否犧牲其他市民的安危？」他誠
懇地呼籲學校以至暴徒的支持者，「幫幫社
會，用和平理性方式解決問題。」

謝振中：校園安全校方有責
謝振中在例行記者會上批評，一些支持者為
學生及暴徒「護航」，自欺欺人說暴徒只是
「堵路」，破壞的都是「死物」，但當掟中無
辜市民後又會「當乜都睇唔到」，有支持者更
運送武器及原材料入校園：「究竟係幫緊定害
緊佢哋？」
他希望大家退一步想，警方一直以來從無放
棄在武力以外的方法，盡最大努力用和平方式
處理事件，更無所謂圍困、圍攻、攻擊及攻入
校園，所有人可以隨時離開學校，但當暴徒影
響公眾安全，觸及底線時，警方才介入處理，
暴徒支持者不分青紅皂白的立場，就如裝睡的
人：「所有人都叫得醒，唯獨扮睡的人永遠叫
不醒。」

謝振中強調，大學校方及所有教育工作者，
為人師表都有責任教導學生不要追捧暴力，有
責任教導學生明辨是非，令事件和平理性解
決。同時，大學亦有責任管理好校園，確保校
園、學生及教職員有安全環境，而從校方管理
層得知，很多大學內的人並不是學生，要校方
勸喻他們離去有一定難度，
謝振中感慨道：「香港5個月來已病得非
常虛弱，經脈盡失，令市民出街寸步難行，
擔心情況持續，不知道明日的香港會變成怎
樣，香港人又如何熬得過？」他促請教育工
作者引導學生入正途，用和平理性方式解決
社會矛盾。

港九新界 黑魔入夜狂肆虐
香港文匯報訊 昨晚，荃灣、上水、旺角、紅磡及沙
田等主要幹道被暴徒堵路及縱火大肆破壞。
荃灣沙咀道昨晚8時開始有大批黑衣魔聚集。他們由沙

咀道遊樂場搬出多個足球龍門架，放在路中心堵塞馬路，
交通大受影響，有經過的車輛更被龍門架卡着。晚上約8
時43分，防暴警在發出多次警告無效下，施放多枚催淚彈
驅散。
在上水，昨日下午5時左右，已有大批黑衣暴徒破壞多

間店舖，包括天平邨富臨皇宮，其後再向龍琛路方向推
進，沿途不時高叫口號。晚上6時許，大批手持盾牌的防

暴警察奉召到場戒備。
在旺角彌敦道，昨晚9時過後有大批暴徒聚集。有黑衣

人在路中築起多個路障，更向馬路投擲磚塊以及在路中縱
火焚燒雜物，阻礙車輛通過。晚上約9時40分，在彌敦道
近山東街戒備的一批防暴警向暴徒發射多枚催淚彈
驅散，但其後又再聚集與警方對峙。
昨晚9時，大批黑衣魔在香港仔和將軍澳以悼

念墮樓身亡的科大生周梓樂為借口，上街堵路
及破壞店舖。在香港仔有暴徒破壞一間日本
料理期間，防暴警拘捕兩人。

黑勢力如癌細胞一樣，前晚由中大開始，蔓延至各大院
校。昨日，香港有近20個主要路口被堵塞，逾15個港鐵

站關閉或運作受影響。其中3間大學的黑衣魔扼住交通咽喉要
挾全港市民。紅磡海底隧道及暢運道昨日被以理大為據點的黑
衣魔封鎖，全日無法通車。

遍設磚陣 箭射警察
由上午開始，黑衣魔就在漆咸道南部以「磚陣」堵路，又爬

上理大連接紅磡站的天橋頂，搬出雜物堵塞暢運道。當防暴警
察抵達時，黑衣魔即竄回理大校園。防暴警撤離後，黑衣魔即
似黑社會「晒馬」般群起走到附近的暢運道設置路障，更在理
大門口用泥和磚加築成約1米高的磚牆，其後進一步將磚塊拋
到漆咸道南來回行車線上癱瘓交通，有響號的救護車被堵塞。
黑衣魔其間不斷投擲磚頭及汽油彈，有汽油彈擲中一輛車斗

起火冒煙。司機其後落車拍熄火種。黑衣魔更罔顧駕駛者安
危，頻頻在橋上向橋下汽車投擲雜物，擊中多架汽車，險砸爛
擋風玻璃造成碎片橫飛的驚險情況。
黑衣魔更以致命武器襲警。昨日清晨6時45分，數名警務人

員於尖沙咀柯士甸道與漆咸道南交界巡邏時，一支箭從理工大
學範圍向警員方向射出，幸警員未有受傷。
在警方增援後，黑衣魔繼續向警察方向投擲花盆，之後爆發

兩輪亂箭橫飛的險境，幸事件中沒有警員受傷。防暴警員先後
兩次在柯士甸道近漆咸道南，向理工大學方向施放催淚彈，並
在現場檢獲6支箭，案件暫列「襲警」，交由油尖警區刑事調
查隊跟進，暫未有人被捕。

狂掟燃彈 燒車焚亭
晚上7時半，有泥頭車試圖硬闖紅隧由黑衣魔下的路障，遭

黑衣魔投擲燃燒彈。晚上8時，黑衣魔再次火燒紅隧收費亭，
投擲多枚汽油彈，收費亭火勢猛烈，濃煙沖天並傳出爆炸聲，
深夜時分，火種仍未完全撲熄。
佔據中大二號橋的暴徒向橋下吐露港公路投擲雜物堵路。根

據警方昨日在記者會上播出的多段網上片段可見，大批男女在
中大內製造大量汽
油彈，也有大量弓
箭，堆起大批磚
頭，有人偷駕校巴
接載黑衣魔在校園
四處遊走。有黑衣
魔更試射巨型彈射
器，足以將箭、汽
油彈或磚頭彈射至

數十米外，更將火球射向路面「練習」。
在兩校黑衣魔干擾下，東鐵線服務大受影響，紅磡站至旺角

東站之間的路軌更三度遭暴徒投擲汽油彈，嚴重危及乘客及港
鐵員工安全，影響列車服務。港鐵職員事後在路軌範圍檢獲一
批易然物品，包括松節油罐、多個小型煤氣罐等。在觀塘線觀
塘至藍田之間的路軌，昨日下午12時許亦有暴徒向路軌範圍投
擲汽油彈，列車服務一度受影響。
昨晨，香港大學亦有黑衣魔佔據港鐵站C1出口連接港大百

周年校園的天橋。他們拉出消防喉，地下擺有懷疑汽油彈，有
留守的黑衣魔自稱是港大學生，會輪流做哨兵，阻撓警方進入
港大範圍。
在香港大學對開薄扶林道，馬路上鋪滿磚塊，亦有用木枝、

三角鐵馬陣製成的路障，有黑衣人用索帶加固，薄扶林道來回
行車線受阻，有未能駛走的巴士停泊在路邊。附近的香港大學
站，通往港大的三個出入口都封閉，電梯受破壞，玻璃門碎
裂，扶手電梯被塞滿雜物。
有黑衣魔則「佔領」了浸會大學，走到港鐵九龍塘站對出的

一段窩打老道，進行「快閃」堵路，將垃圾桶、竹枝和鐵欄
等搬到路中心，並焚燒雜物，令現場來回行車線一度受阻，連
帶影響附近的大老山隧道交通，其後有駕車人士落車清理路
障，情況才有改善。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在記者會上表示，有跡象顯

示，大學的暴徒在學校附近無差別掟物阻路及襲擊市民，警方
會對暴力在大學蔓延作風險評估，如暴力對學生或校外人士造
成嚴重傷害，對公共安全造成威脅，或者大學變成犯罪溫床，
警方不會袖手旁觀，別無選擇會介入執法，但部署及行動細節
現時不能交代。

挾交通咽喉威脅全港 散播恐怖主義「癌細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衣魔昨日以多間院校作為亂港大戰的

「橋頭堡」，分別在附近重要的交通要道進行堵路、縱火，令香港昨日多

區火頭處處，其中毗鄰理工大學的紅隧，匿藏在理大的黑衣魔昨晚衝出向

紅隧收費亭狂掟汽油彈並引發連串爆炸，濃煙沖天，截至午夜火勢仍未完

全救熄，附近道路有人燒國旗。同日，中大暴徒佔據二號橋阻礙吐露港公

路的交通，在校園裡練習弓箭，並以警員作人肉標靶，多次射向警員，幸

未造成人命損傷。警方昨日批評，校園淪為「兵工廠」收藏物資和製造武

器，「無差別」傷人，如癌細胞蔓延，向恐怖主義又邁進一步，警方絕不

會袖手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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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紅磡暢運道在紅磡暢運道，，黑衣魔把鐵黑衣魔把鐵
欄焊接用作路障欄焊接用作路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黑衣魔狂掟燃燒彈，焚燒紅隧收費亭。 美聯社

■■理大黑魔弓箭理大黑魔弓箭
手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有人將一樽食用油有人將一樽食用油((紅圈紅圈))拋到拋到
槍會山軍營入口外槍會山軍營入口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遍地磚塊鐵欄封死通往紅隧的道路遍地磚塊鐵欄封死通往紅隧的道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黑衣魔砌磚牆阻塞道路黑衣魔砌磚牆阻塞道路。。 法新社法新社

■■中大黑衣魔在橋上張弓搭箭中大黑衣魔在橋上張弓搭箭，，瞄準吐露港公路上的往瞄準吐露港公路上的往
來車輛來車輛。。 法新社法新社

■■理大黑衣魔製造大量燃燒彈理大黑衣魔製造大量燃燒彈。。 法新社法新社

■■中大黑衣魔試射自製的投石器。 路透社

■■理大黑衣魔強迫新華社記者刪除記憶卡理大黑衣魔強迫新華社記者刪除記憶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漆咸道柯士甸道交界有泥頭車司機嘗試衝過路障行駛漆咸道柯士甸道交界有泥頭車司機嘗試衝過路障行駛，，
但卻被火魔法師但卻被火魔法師「「招呼招呼」，」，部分車身被燒毀部分車身被燒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黑衣魔瘋狂破壞紅隧收費亭設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