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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魔聯群結黨佔據山頭，將美麗的中大校園變為叛
亂的根據地。有中大學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黑衣
魔來自全港各處，但由於互相不服，「霸山」僅幾天，
已內訌不斷，形成多個不同勢力暗中較勁，搶做「暴徒

大台」。昨日凌晨，有三名黑衣魔聲稱「代表」中大暴徒開記招，
以吐露港公路要挾政府。但其他勢力的黑衣魔其後不滿，鬼打鬼之
下，紛紛割席，指「開記招的人不代表我」。
據悉，由12日開始，整個中大校園「根據地」基本都由中大學生

主導，校外人只是跟隨中大人的「指示」工作，而中大人每隔數小
時就舉行一次會議，但只有中大學生可以參與。數次之後，有校外
人感到遭排斥而大感不滿，聲稱他們也有權參與。由於各懷鬼胎，
互不信任，相處幾天來便演變成不同派系，變成「各有各做」。

有人擅自開記招要挾政府
有中大學生透露，黑衣魔霸佔二號橋及堵塞吐露港公路，引發社

會人士及輿論越來越大的不滿。面對壓力，其中一支黑衣魔勢力在
14日晚提出「開放公路」的條件及要求召開記者會解釋，並聯絡
不同派系的黑衣魔尋求支持，但只有小部分人同意計劃。負責前線
防守的黑衣魔更表現得反應激動，有人拿起汽油彈爆粗叫罵，發起
人雖多次嘗試說服前線的黑衣魔，但都未能成功。
雖然未能取得多數派系同意，但該支黑衣魔勢力執意開記招，以

吐露港公路要挾政府，要求政府「確保區議會順利進行」。在記招
結束後，其他派系的黑衣魔隨即發難，四處破壞宣洩不滿，有多人
更手持汽油彈衝向中大學生會會議室，及向裡面投擲汽油彈。

周竪峰爆粗鬧外援搞破壞
該會前會長、「獨人」周竪峰即在fb帖文中連環爆粗，羅列了近

日校外暴徒的惡行，「呢兩日無牌/停牌但又係（喺）中大不必要
咁開啲校巴出黎（嚟）係（喺）山路危險駕駛既（嘅）×樣」、
「無啦啦走去破壞我地（哋）中大自己建築同設施既（嘅）×
樣」、「兇×中大學生會同我地（哋）三個校長，話要私了/掟
『火魔法』落佢地（哋）度既（嘅）×樣」，表明「我依家就×你
老母」。
他並特別提到開記招、自稱「中大學生代表」的黑衣魔，批評他

們稱「中大過百年歷史」連基本事實（應為1963年創辦）亦搞
錯，質疑他們是校外「泛民政棍」派來「騎劫」中大，才會提出開
通吐露港公路以「換取區選順利進行」。他表明要跟這些「傷害中
大的人」割席，要求他們「快×啲躝返出去，唔好再搞×我地
（哋）屋企」。

學生會「割席」稱無赴記招
不過，中大學生會就發聲明割席，稱該記招並無學生會成員出

席，該會亦從未知悉及同意有關區選的行動訴求，只是「被知
會」。聲明雖然煞有介事的附註一句「不割席」，惟行文內容明顯
就是要跟有關人等撇清關係。
這次內訌，有人批評凌晨記招是「假共識」，有人指學生會「割

席」是撤離的導火線，進一步引發了黑衣魔內部的嚴重分裂。前線
黑衣魔一度「拉隊走人」，將在「守護」二號橋的黑衣魔撤走，及
聲言會有進一步行動。召開記招的黑衣魔見形勢不妙，便拉攏其他
派系的人在清晨6時再次舉行記者會，更改「開放」吐露港公路的
條件，內訌才稍微緩和。昨晚，黑衣魔再次堵塞了吐露港公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姬文風

一輛在車斗兩旁寫有「香港中文大學」字樣的貨車，
正行駛在中大校園的路上。車斗上坐着幾個蒙面黑

衣魔，乍看之下令人以為是ISIS（伊斯蘭國）恐怖分
子……原來，這些人負責在校園內的「巡邏」工作。汽車
途經之處，隨處可見蒙面黑衣魔三三兩兩地在路邊行走。
在雙線車道的另一旁，則鋪滿打碎的磚頭，據說這些是

準備用來當作「還擊」的武器，不過，由於這些磚頭都是
從行人路挖出，因此，不少校內道路沙塵滾滾，如同一個
個爛泥地盤。

教女生當「操炮手」「火箭兵」
在校園的轉角處，有數名黑衣魔正在訓練如何使用「武

器」：只見三人蹲在張開的雨傘後面，旁邊的指揮者一聲
令下，撐傘者突然衝前兩步，另外兩人隨即站起拋出磚頭
及恍似燃燒彈；在另一端，有三名黑衣魔在訓練如何使用
「人肉丫叉」發射燃燒彈：只見其中兩人左右手持巨型橡
皮筋，而另一人則將如同燃燒彈的物體放到橡筋後再拉開
發射。
在靠近二號橋的夏鼎基運動場，一批人正在跑道上訓練

如何在警方追捕中逃跑；在場內其他角落，有人用水樽模
仿燃燒彈，練習如何將其投得更遠；另一頭，兩名女子也
在「教官」的指導下，練習「射箭」，就是如何將一支燃
燒的箭頭射向更遠的目標……整個場面所見，猶如一個大
型「練兵場」。
有了解內情的中大學生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現時校內

情況依然混亂，大批「勇武」分子佔據各通道，但他們來
自不同地區的「勇武派」，互不隸屬，造成誰也不服誰。
早前，有人就偷取並無牌駕駛貨車及旅遊巴在校內道路上
亂衝亂撞，直至有人被撞傷後才稍為收斂，但昨日再有黑
衣人在校內駕駛車輛四處遊走。

逾半非學生「工程兵」築掩體
據悉，現時佔據校內的各路人馬約有2,500人至3,000人

不等，其中有40%是中大學生，其餘大多是其他地區的
「勇武」，還包括燒焊工人、木工及泥水工等技術人員，
協助製造各種牆欄。
據了解，有勢力大的黑衣魔企圖將中大校園打造成「抗

爭根據地」，開始進行各種部署，其中最重要的是製造武
器，包括安排物資組、運輸組、武器工場及前線人員等，
製造投石車、彈射器、大量弓箭及汽油彈等。有消息稱，
校園內的燃燒彈數量已達6,000支，其中一半會由「勇武
派」分發到全港十八區，而另一半則分散放置在中大校園
內各處，一旦與警方發生衝突，隨時就可使用各種致命武
器發動攻擊。
由本月12日（星期二）以來，不停有各種物資陸續運

入中大校園，由於根本用不完，有人主動聯絡其他大學，
聲稱可以調配物資到其他「戰場」。據了解，目前中大校
園內的食物、飲用水、衣物等物資極多，就算不再供應，
也足夠數千人使用最少兩個月。

設「檢查站」捉「鬼」防偵查
為杜絕「內鬼」，在中大校園各個入口都設有「關

口」，進入者都要在「檢查站」出示證件並打開背包甚至
被搜身，就算是記者，也只允許撐暴媒體才能進入。進入
校園後，仍會有黑衣魔四出盤查有可疑人等，並嚴防隨意
影相，如拒絕要求便會遭受毒打甚至被驅逐。
黑衣魔為煽動暴徒情緒，在校園多處噴上Rebellion（叛

亂）字句，直接明了就是要發動叛亂。有骨幹成員稱，如
警方強攻校園，「我們一定會用『火魔法』還擊，屆時不
但中大變成火海，也一定會有重大傷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中大校園被黑
衣魔連日霸佔，肆意縱火堵路，更將校園變成製
作致命武器的兵工廠。此前代表在校園附近堵
路、縱火焚燒校園的「學生」與警方「談判」的
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昨日在發表公開信時承
認，過去數日在校聚集的蒙面者大部分並非中大
學生，並要求他們即時離開中大，又稱校園情況
「完全失控」，若未有改善，校方將尋求相關政
府部門協助，以解除當前危機。
段崇智在公開信中稱，近日過千蒙面人因網上

號召到中大，校方「相信當中大部分並非中大
生」，致令場面極度混亂。校園發生更多違法事
件，包括縱火、掘磚，大學校巴及車輛被盜用，
教學樓、宿舍及餐廳被毀壞或佔據，有人更將物
資運入大學製造大量汽油彈，及盜去大學實驗室
的危險品及易燃品，有可能用以製作爆炸品或對
人身造成嚴重傷害。

強烈譴責擲物堵路危害交通
他對大學被利用作違法行為場所並對公眾安全

構成嚴重威脅「表示極度遺憾」，並強烈譴責有
蒙面人從「二號橋」投擲雜物導致吐露港公路不
能安全通行，及對數以十萬計市民及道路使用者
造成嚴重不便致以「深切歉意」。
段崇智在信中承認，周一（11日）是「有人」
意圖堵路在先，警方當日是為確保駕駛人士及市
民安全，才會駐守屬於政府用地但在中大範圍內
的「二號橋」。周三（13日），大學主要出入口
被蒙面示威者佔據，校園內外均被大量障礙物堵
塞，包括消防及救護車都不得進入。

搜查大學成員損自由製恐慌
當日，所有進出大學者亦須向蒙面示威者展示

身份證明，隨身物品及電話亦遭搜查才可放行，
他批評此舉「嚴重侵犯大學成員的出入自由，造

成恐慌。我們的校園已遭受包括外來人士的蒙面
示威者佔領，情況完全失控及不可接受」。
為免大學運作繼續受到影響，段崇智要求所有

外來人即時離開中大，並強調大學是求學問的地
方，絕非解決政治紛爭，甚至是製造武器、使用
武力的戰場，假如大學不能繼續履行其基本使命
及任務，校方須尋求相關政府部門協助，以解除
當前的危機。
他續說，中大校園已經滿目瘡痍，估計復修需

時以月計，所有中大人都十分心痛難過。而考慮
到目前緊急狀況及安全隱憂，校方呼籲小部分仍
留校的成員盡早離開，直至校園回復安全及秩
序，讓同事可以展開清理及修復工作。
惟段崇智的公開信發出不久，中大發言人隨即

向各大傳媒發出「澄清」，稱校方「並無邀請警
方清場」，令人質疑校方處理亂局的決心。

教職員聯署要求譴責示威者
同日，162名中大教授及教職員發表聯合聲
明，指中大在過去數日被示威者佔領成為「準戰
場」，引發師生家屬尤其是非本地生家長間的恐
懼和焦慮，惟大學高層未有採取及時足夠的保護
措施，情況「令人絕望」。他們呼籲校方發佈正
式聲明，譴責示威者破壞大家珍愛的校園、引發
社會恐懼及干擾社區安寧。

依山面海、環境優美的中文大學校園，連日一片烏煙瘴氣：

黑衣魔為阻撓警方執法，在整個校園實施「軍管」，更企圖打

造成暴徒「抗爭根據地」。在囤積大批物資和修築磚牆等「工

事」的同時，更在校園內多處存放大量燃燒彈及各種殺傷力強

大的攻擊性武器。有中大學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目前校

園各處均有黑衣人巡邏，各校園多個大小廳室已被暴徒用作儲

放物資的場所，其中食物更足夠供應校內逾千黑衣魔最少兩個

月之用。最令人感到可怕的是，校園多處堆放了大量燃燒彈，

有黑衣魔威脅說，他們現在進行的是一場「Rebellion」（叛

亂），一旦遭到警方「強攻」，就會使用包括「火魔法」（燃

燒彈）在內的各種武器還擊，到時，整個中大校園勢必陷入一

片火海之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齊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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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校長發聲明 盼政府各界攜手破局

段崇智促「外人」撤離：或尋政府協助解危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就社會動亂導致
香港四分五裂，9所大學校長昨日發表聯合聲明
稱，社會紛爭令大學校園化身成政治角力的場
所，困局及危機無法透過大學紀律程序來化解，
要求特區政府必須牽頭聯合社會各界，以迅速和
具體的行動來化解此一政治僵局。
城大校長郭位、浸大校長錢大康、嶺大校長鄭
國漢、中大校長段崇智、教大校長張仁良、理大
校長滕錦光、科大校長史維、公大校長黃玉山，
及港大校長張翔昨日就香港目前時局發表聯合聲
明。

校園被佔據 化學品被盜
聲明指，社會正四分五裂，不同團體、政黨以

至家庭朋友間均有極大分歧。就近一星期有大學
被示威者控制、校內有毒化學品遭拿走、教職員
與同學因擔憂自身安全而離校，對大學造成最根
本的挑戰。
9大校長稱，任何政治觀點都不能成為肆意破
壞財物，威脅他人安全以至使用暴力的理據，令
人遺憾的是，當前社會紛爭已令大學校園化身政
治角力場所，而政府的回應亦未能有效化解危
機。
他們稱，現時極其複雜而艱難的困局反映整個

香港社會的分歧，「並非由大學造成」，亦無法
透過大學紀律程序來解決，故政府必須牽頭聯合
社會各界，以迅速和具體的行動來化解這一政治
僵局，以恢復公共秩序和社會的安定，又稱香港

是我們的家，呼籲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將和平與
秩序帶回香港。

理大嚴責佔領者促離開
理工大學校長昨日嚴厲譴責佔領校園及作出恣

意破壞等暴力行為者，強調校方不允許他們在校
園逗留，除獲校方批准外，所有在校者必須從速
離開。校長滕錦光及多名高層則向師生校友發
信，指校園被大規模嚴重破壞，激進者於校園的
活動亦對師生構成直接的安全威脅，並再次敦促
師生注意安全、遠離校園。
嶺大、教大、公大及恒大昨日已分別宣佈即時

終止上學期餘下課堂，教學將改為網上進行或另
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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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崇智在昨日的公開信中承認，連日在中大
校園內外搗亂者大多並非中大學生，又放話稱
大學「須尋求相關政府部門協助」。全國政協
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fb發帖，批評段崇智「反
應太慢」，導致事件不斷惡化。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何俊賢更質疑段崇智不過是見近日勢色不
對，才發公開信跟所謂「校外人士」割席、撇
清關係，毫無風骨可言。
梁振英昨日以「段崇智校長要就行動風險承

擔責任」為題發帖，針對段崇智公開信中提及
「假如大學不能繼續履行其基本使命及任務，
我們須尋求相關政府部門協助，以解除當前的
危機」這一點，指「佔領」中大的暴徒，早已
把握時間嚴密設防和高度武裝，現在「解除當
前危機」的行動風險比當日校長勸止警方時大
得多。
「如果段校長心中『須尋求』『協助』的政

府部門是警察，我建議警方要求段校長和中大
背書警方的行動計劃，就『協助』過程中很可
能出現的人命傷亡，承擔法律、社會和政治責
任。」他說。

何俊賢質疑「縮骨」割席
何俊賢亦在fb發帖批評，段崇智在公開信上

刻意迴避「學生」、「暴徒」等表態用詞，卻
在不斷強調黑衣魔是所謂「校外人士」，是
「有人」（段崇智）見「勢色不對、錯誤的事
情就用言詞去撇清（關係）」，整篇公開信不
過是「縮骨」的表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梁振英批段
「反應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佔據中大校
園的黑衣魔企圖將暴力升級，「研發」出大量
各式各樣的「新武器」，令到大學校園變成一
個製作暴力武器的「兵工廠」，此舉引起各校
黑衣魔的羡慕。為了不讓「暴大」（中大的綽
號）專美，其他四間大學（港大、城大、理
大、浸大）都紛紛效法「暴大」，開始收集物
資製造「軍備」，令校園變成一個個暴力「要
塞」。

有長期參與「抗爭」活動的港大學生透露，本
來以「革命大學」自居的港大暴徒過往都不會缺
少參與各類「抗爭」活動，惟今年因遲遲未能選
出學生會，令港大「群龍無首」。經過「11．
12」一役後，「革大」暴徒發現已被「暴大」超
越，為了重新搶回「老大哥」地位。近日，「革
大」開始奮起直追，有黑衣魔在校園附近設置多
重路障和「鐵釘陣」，為港島區設立一個暴徒
「落腳點」，更聲稱要與警察「決一死戰」。但

幾天下來，警方毫無動靜，令在港大校園「劃地
為牢」的黑衣魔難免喪氣不少。

設「飯堂」「入境站」長期作戰
理大校園近日發生多次衝突，黑衣魔在校內

多處地點縱火，連番投擲雜物堵塞紅隧以及多
次衝擊紅隧收費站，對收費站投擲燃燒彈，有
煽暴派更在校園內餐廳設立「抗爭飯堂」，為
黑衣魔提供熱食。據悉，理大效法「暴大」設

置「入境站」，任何人進入校園前都需要被黑
衣魔檢查身份及行裝。
城大和浸大兩間大學位置相近，校內的暴徒

為爭取曝光度亦刻意將暴力升級。本周三（13
日），浸大在校外窩打老道與歌和老街交界處
設置多重的「磚陣」和「板陣」，並築起投石
器作武器，多次衝擊警方。城大暴徒則因所處
環境太小，雖未有設置路障，但校園亦設有物
資收集，將收集物資整合分類運到附近的大
學。有煽暴者為黑衣魔提供支援，令黑衣魔可
更方便進出學校辦公室、又一城及九龍塘港鐵
站等地大肆破壞。

「暴大」擴散暴力 其他院校爭仿效

■段崇智要求非中大學生人士離開。圖為日前段
崇智與學生溝通。 資料圖片

■梁振英建議警方要求段校長和中大背書警方的行動計劃。
梁振英fb截圖

■■中大校園遭學生與中大校園遭學生與
外來外來「「勇武派勇武派」」佔佔
領領，，打造成打造成「「抗爭根抗爭根
據地據地」。」。 彭博社彭博社

■黑衣魔在校園內挖磚建牆作防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消息指校內屯積的燃燒彈達6,000支。 路透社

■消息指校內囤積的燃燒彈達6,000支。 路透社
■多名黑衣魔盜取了校園的貨車用作巡邏，情境與恐怖分子極為相似。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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