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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露港公路被封，加上東鐵線上水站連
續多日關閉，不單影響區內居民上班，更
令區內不少店舖的運作受影響，多間商戶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指，堵路事件令
部分貨物的運送受影響。

修例風波持續至今逾5個月，本港零售業受嚴重打
擊，當中以內地旅客為主要客源的店舖受影響最大，幾
個月前開滿藥房的石湖墟現時十室九空，不少店舖大閘
都貼上招租廣告。
對於連接北區與市區的吐露港公路連續多日被堵，石

湖墟內一間藥材舖的店員羅先生指事件令他們無法及時
補貨，但又無奈地指，「有貨也沒有人來買，市民的消
費意慾近月急跌。」
羅先生並表示，港鐵上水站連續多日關閉更令他們的

情況雪上加霜，指內地客近月已經大減，而因粉嶺站仍
然有開，內地客都直接到粉嶺，更令他們的生意進一步
轉差，他透露該店的營業額近日較暴亂開始前大減八
成，而附近不少商戶更因為擔心受暴徒破壞而暫停營
業，紛紛將貨物搬走。
石湖墟內一間電器店的職員李先生亦表示，吐露港公

路被封及東鐵服務受阻不但影響要往返市區的市民，住
在大埔的他亦試過因而上班遲到，令公司要延遲一小時
才開門。
李先生並指，吐露港公路被堵塞令全港交通大亂，上

水區內的道路在公路封閉期間亦忽然變得繁忙，令送貨
服務受阻，部分或遲了一日才能送貨，幸顧客都是街
坊，普遍都理解他們當日所遇到的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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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夜灣仔坐小巴 用14句鐘返上水
魔封路擾市民 有人酒店過夜有家歸不得

污衊駐軍清障義舉 煽暴派豬油蒙心
最 近 一

周，黑衣暴
徒肆意設置
各種路障堵
塞 主 要 幹
道，令整個
城市陷入半

癱瘓的狀況。上周六下午，一批駐港部隊官兵，
身穿便衣步出九龍塘九龍東軍營，協助市民清理
路障，引來市民鼓掌稱道。但煽暴派政客上周六
晚上立即發表聯合聲明，對駐軍義助清障上綱上
線指責。有政界老友對自明話：「黑衣魔肆意設
置路障，堵塞交通幹道，嚴重影響道路安全。駐
港部隊官兵和市民站在一起，齊心合力清理路

障，反映了駐軍始終保持人民軍隊本色和
優良傳統作風，以實際行動

為

香港市民奉獻愛心，充分體現駐港部隊熱心公
益、愛護港人的精神。對這種善心義舉都要橫加
指責，煽暴派真是政治上腦、豬油蒙心。」
老友說，駐軍官兵自發出營清理路障，很合情合

理嗎。現場所見，這批駐軍官兵行動迅速，徒手搬
走馬路上大批磚塊、掃除雜物，還使用工具剪斷綑
綁鐵柵欄的束帶，舉手投足間盡顯訓練有素，展現
人民子弟兵新時代的精神風貌，不少市民紛紛為解
放軍清理路障、助香港恢復正常交通拍手稱讚。
「市民的正面反應，就是民心的體現。但煽暴派竟
然聲稱今次事件不是自然災害，屬本地事務，解放
軍軍人上街清除路障，違反了基本法及駐軍法條
文，是企圖逐漸將解放軍在港行動合理化，達到
『溫水煮蛙』的效果。這是什麼邏輯演繹？」
老友說，去年颱風「山竹」吹襲香港造成嚴重混

亂及損失，數百名解放軍士兵亦是自願出動協助清
理樹木路障，亦受到市民歡迎。其實，駐軍官兵清

理路障的行為，無涉任何「社會治安」問題，更不
是執法，根本沒有違反基本法和駐軍法的問題。
另外，從市民的鼓掌稱讚，可以看到駐軍官兵義

舉受到港人歡迎，更加證明行動合乎情理、順民意
得民心。「此次黑衣魔對香港的破壞，衰過『山
竹』一百倍，正是煽暴派縱容、煽動導致的人禍。
煽暴派現在還想通過抹黑解放軍，轉移視線，企圖
為自己煽動暴力推卸責任，實在天理難容。」老友
表示。
老友憤慨地說：「煽暴派政客混淆視聽，高談

『法治』，『譴責』解放軍擅離軍營違法，但黑衣
魔暴力毁港，大肆破壞交通，不擇手段阻撓市民上
班上學，無差別攻擊無辜市民，從當眾焚燒活人到
擲磚奪去人命，不斷突破法律、道德、人類文明的
底線，其暴行已經是恐怖主義的行徑，幾時見過煽
暴派譴責黑衣魔、追究黑衣魔的違法暴行。煽暴派
有何顏面、有何資格講『法治』？」

有參與清理的官兵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清理行
動是為了安全、祥和，止暴制亂，目標是讓道路暢
通，讓香港安全穩定。老友說：「駐港部隊無疑為
煽暴派、黑衣魔上了一堂生動的文明教育課，也是
向他們發出有力警示，讓他們意識到『攬炒』暴行
不得人心，煽
暴派、黑衣魔
不思悔改，不
懂懸崖勒馬，
多行不義必自
斃。煽暴派借
題發揮抹黑解
放軍，枉作小
人，自暴其
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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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上星期一起持續舉行「三
罷」行動，在全港多區進行

非法集結，至星期二與警方在中
大爆發衝突後更突然在吐露港公
路設置路障，加上中大另一邊的
大埔公路早已被封閉，市區往返
大埔及北區的交通完全癱瘓。

吐露港堵路 整晚公路度過
從事出版業的文先生深受其
害，他當晚8時許在灣仔等巴士返
上水，但一直未有車到站，只好
轉乘小巴，「原本預算10時左右
可以回到家中，但小巴大排長
龍，上車時已經是10時，到達新
界後更遇上吐露港公路被堵塞，
最終整晚就在公路上度過，翌日
早上 10時才返回家中。」他補
充，部分乘客見塞車情況嚴重，
更決定下車沿公路步行回大埔。
文先生又憶述，小巴司機駛至
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附近時指，
雖然在開車前不久才加滿石油
氣，但長時間塞車令氣用得更
快，指小巴所剩下的氣不多，車
上的乘客均十分擔心，紛紛要求
司機關掉冷氣，以免中途因為沒
有氣而再次停在公路上。
從事物業管理的方先生家住上
水，在中環上班，他在星期一已
經受暴徒影響致有家歸不得，
「當晚東鐵服務受阻，職員原本
指大圍會有接駁巴士，但警方與
暴徒突然爆發衝突，要返回九龍
塘轉接駁巴士，卻又遇上同一情

況，最終只好回公司過夜。」
方先生指，經過星期一的經
驗，他星期二已經不敢回家，決
定在市區花200元租住酒店，以免
浪費時間。他指自己之後雖然找
到巴士可以經大欖隧道往返市
區，但所需時間較平日長3小時，
「已經提早出門，但亦連續幾日
遲到，要寫報告解釋，幸公司理
解情況，未有作紀律處分。」

北區繞道機場 再乘機鐵返工
在港鐵公司工作的鍾小姐同樣

批評堵路行為為新界居民帶來不
便，指東鐵停駛，加上吐露港公
路同時被封閉，令她要由北區繞
道機場，再乘機場快線到中環上
班。不過，她指問題最大的是放
工不知如何回家，「中環的情況
十分混亂，要找車坐不容易，放
工正常8時可以回到北區，但這幾
天要9時許才返到家。」
吐露港公路前日雖然已經重開，

但堵路事件的遺禍仍然持續。因為
暴力衝擊持續而擔心個人安全，於
是搬到深圳暫住的自僱人士梁先
生，批評堵塞吐露港公路令香港交
通大亂，「我前日約了朋友下午2
時許在觀塘見面，但乘港鐵到達大
埔站時不知吐露港公路已經重開，
未有轉巴士，反而聽了港鐵職員指
示，到了錦上路轉車。」他指有關
路線十分迂迴，所以上了西鐵後亦
放棄，再轉乘巴士，最終遲了兩小
時才到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距離本月24日（星期日）的區選僅
約一星期，黑衣魔繼續暴力手法攻
擊建制派區議員的辦事處。其中民
建聯區議員姚銘位於粉嶺華心邨的
辦事處，以及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兼

東區區議員郭偉強位於港島柴灣興
華（二）邨的辦事處，昨日凌晨分
遭暴徒放火破壞，幸未造成傷亡。
警方已列作縱火案及刑事毀壞案跟
進，暫時無人被捕。
昨日凌晨首先遭縱火的民建聯北

區區議員（華都選區）姚銘辦事
處，位於粉嶺一鳴路18號華心邨華
勉樓地下。事發凌晨約1時37分，
警方接獲多人報案指上址發生火
警，消防員到場迅速將火救熄，現
場無人受傷亦毋須疏散，惟相信起
火原因有可疑。警方經調查後，列
作縱火案交由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
第八隊跟進。
翻查資料，本月2日姚銘的辦事處

亦曾被縱火。而與姚銘同選區的另
一名候選人是「北區藍圖」張浚
偉。

另在昨日凌晨2時52分左右，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兼東區區議員郭偉
強位於港島柴灣興華（二）邨的辦
事處亦被發現起火，保安員報警並
在消防員到場前將火救熄。警員及
消防員到場證實上址牆壁有被燃燒
過的痕跡，另有一塊約3呎乘5呎的
橫額被毀壞。
警員經翻看現場的閉路電視錄影

片段，相信4名年約15歲至20歲的
男子與案有關，疑人當中兩人身穿
黑色上衣及黑色長褲，一人身穿白
色上衣及黑色長褲，另外一人則身
穿白色上衣及灰色短褲。案件目前
交由警方東區刑事調查隊第二隊列
作縱火及刑事毀壞案跟進。
郭偉強將參選今屆區議會東區和

富選區選舉，而同區候選人有陳嘉
陽及林斯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吐露港公路及港鐵東鐵線都

是新界東北居民每日往返市區上班的必經之道，但暴徒上

星期連續佔據吐露港公路多日，並對東鐵車站及列車大肆

破壞，令服務中斷，市民生活大受影響，有人上星期二晚

竟用了14小時才由灣仔返回上水，有人更因為不想浪費大

量時間在交通上而租酒店在市區過夜。

封紅隧港九「失聯」往返耗時耗錢

再有兩建制區員辦事處遭縱火魔彈焚街站 民記強烈譴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本港多區堵路情況已持
續7天，紅磡海底隧道來回
方向仍未開通。此前紅隧收
費亭遭縱火，行政大樓遭破
壞，同時附近仍有暴徒聚
集，加上相關交通管理系統
破損，政府表示隧道短期內
未能開通。許多需要往返港
島和九龍、新界的市民受到嚴重影響。
家住土瓜灣的何小姐表示，自己在

港島南區工作，以前每日搭乘107線巴
士，單程僅需11.9元。紅隧封閉後，
有些巴士線路亦改道，需要乘坐地鐵及
加價紅van。土瓜灣至佐敦紅van一度
加價至20元，由佐敦站搭乘港鐵過海
至黃竹坑站車費為12.2元，再從黃竹
坑站搭乘巴士至公司，全程近40元，
耗時1.5小時至兩小時。
如果放工時間較晚，回家的路則更

難。夜晚時，一些巴士和地鐵停駛，何
小姐需要搭乘的士到銅鑼灣鵝頸橋附
近，再乘東隧小巴到觀塘，的士費用約
五六十元，小巴費用20元。半夜沒有
小巴從觀塘返回土瓜灣，何小姐還需要
再次搭乘的士，回程交通費總計可能高
達百餘元。她表示，自己人工不高，如

果公司不能報銷這些路費，
變相等於收入大減。
家住大圍的梁小姐也是在

港島返工，她的工作是下午
上班，夜晚收工。白天出門
尚有港鐵等交通設施讓他出
行，但夜晚她的選擇變得非
常有限。她憶述，13日當
晚，因收工太遲，她已回不

到家，只能住在灣仔一間酒店過夜。梁
小姐認為，紅隧是香港的交通樞紐，對
於本港的經濟民生都非常重要，暴徒封
路，是切斷了港島九龍之間的聯繫，非
常不應該。
黃先生（見圖）家住紅磡，公司在

銅鑼灣，一般預算30分鐘提早出門，
因為來往紅隧的巴士很多，基本上一過
隧道就可以落車，車費幾乎都在10元
上下。但紅隧封閉後，他要至少提前一
小時出門，有時步行到佐敦搭港鐵，或
者搭乘加價至30元的過海小巴。
他表示，暴徒堵路令他在金錢和時

間方面都造成了損失。
紅隧地處交通要道，惟政府表示隧

道短期內未能開通，相關部門及隧道營
辦商在工作人員安全受到保障時，會盡
快評估系統損毀程度並擬定修復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黑衣魔再以暴
力滋擾區議會選舉工作。民建聯屯門區議會悅湖
選區候選人張恒輝昨日傍晚在屯門擺街站時，被
黑衣人投擲汽油彈至他和另一名候選人的街站之
間，其中兩個爆炸，餘下一個着火，情況非常危
險。張恒輝批評有關行為是恐嚇候選人不得進行
選舉宣傳工作，民建聯對暴徒惡行表示強烈憤
慨，批評有關行為嚴重違法，危及街坊和候選人
的安全，並影響選民投票意慾，要求警方將暴徒
繩之以法，特區政府亦必須採取有效措施，確保
投票日安全有序。
民建聯昨日表示，張恒輝在屯門擺設街站接觸
市民期間，有黑衣人突然出現，走上天橋向張恒
輝及另一名候選人的街站方向，投擲3個汽油
彈，其中兩個爆炸，餘下一個着火，張恒輝及一
名義工立即上前撲熄，並提醒街坊切勿走近。為
顧及街坊安危，張恒輝被迫提早結束街站。據了
解，另一名候選人為報稱無政治聯繫的官東榮。

張恒輝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自己
是在傍晚約6時遇到以上事件，擺街站的地點開
闊，當時街上都頗多街坊。自己亦未料到會發生
這樣的事情，事發後隱約見到有兩個黑衣人在天
橋上跑走。
他坦言，香港社會近日「笠笠亂」，出現這樣

的事「都唔知係有冇預到嘞」，但自己的義工團
隊確實被有關情況嚇到。他批評，這種暴力行為
是要恐嚇候選人不得進行選舉宣傳工作。
民建聯對暴徒的惡行表示強烈憤慨，批評這種

嚴重違法行為，不但視法治如無物，而且危及街
坊和候選人的安全，更對當區選民造成重大心理
壓力，影響選民投票意慾，嚴重損害區議會選舉
的公平公正，「民建聯強烈要求警方嚴正執法，
將違法暴徒繩之以法；政府亦必須採取有效措
施，確保投票日安全有序，讓選民可在免於恐懼
的情況下投票。」
同區候選人還有民協黃虹銘。

■郭偉強辦事處遭縱火，右邊牆壁有
被燃燒過的痕跡。

■上水石湖墟變得十室九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鍾小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黃先生

■暴徒上星期連續佔據吐露港公路多日，令市民生活
大受影響。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