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暴制亂

A5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19年11月19日（星期二）

和平解決？ 黑衣魔乖乖投降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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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魔連日佔據理大校園，以汽油彈、弓箭等致
命武器與警方對峙；警方嚴密部署，重重圍困黑衣
魔，呼籲他們放下武器投降。社會上一些人卻要求
警方先撤退，「和平解決事件。」一位退休阿 Sir
直斥：「現在身處校內的人，明顯涉嫌暴動等嚴重
罪行，讓他們大搖大擺出來不用接受警方調查，還
有法律嗎？警方對公眾安全負責，自然要將校內出
來的人暫時扣留調查，應該追究刑責的就追究，這
是維護法治的應有之義。警方克制、專
業執法，已承諾保障被

扣留者的合法權益，黑衣魔乖乖投降，是和平解決
事件的唯一辦法，也是在人權和法治之間最合理的
平衡。」
黑衣魔佔據大學校園作為暴動基地，對社會大肆
破壞。阿 Sir 對自明話：「過去一個多星期，由中
大到理大，黑衣魔堵塞道路、襲擊市民、攻擊警
察，他們投擲大批汽油彈、磚頭，用弓箭襲警，還
偷了大學實驗室的危險化學物品，香港因為這些人
的暴行付出沉重代價。」
昨日佔據理大的黑衣魔多次想「突圍」，與警方
爆發激烈衝突。有人質疑，警方根本無意讓「學
生」和平離開。對此，阿 Sir 表示：「大家首先要
明確，理大裡面的黑衣魔是什麼人，做過什麼事。
單是製造和持有汽油彈，已經是嚴重罪行，更不要
說參與暴動、縱火、實施致命攻擊，更是重罪，隨

時可被判監十年以上。對於這些違法者，警方必須
拘捕，怎能讓他們當無事發生地全身而退？」
阿Sir指出：「警方前日已指定路徑讓校內的人離
開，昨日又明確要求他們投降，而不是『自由離
開』。那些不指責暴徒、反指責警方的人，應好好
想想，讓犯了暴動等重罪的人大搖大擺地離去，把理
大、香港搞到滿目瘡痍，竟然不需要負任何法律責
任，香港還有什麼法治可言？如何向社會交代？」
阿 Sir 認為，警方苦口婆心勸喻黑衣魔乖乖投
降，也是為了他們好。阿 Sir 說：「社會止暴制亂
的主流民意十分明確，警方有足夠能力拘捕犯法的
黑衣魔，但警方執法仍然保持克制，香港的司法制
度也素以獨立、公正著稱。只要黑衣魔放下武器投
降，警方肯定會保障他們的正當權益，交由司法判
決。至於一些實在沒有做過違法事情的

已拘 4600 暴徒

人，根本不需要擔心被錯誤拘捕。畢竟拘捕與落案
起訴是不一樣的，警方經過調查，如沒有證據入
罪，警方不會胡亂檢控；法庭判案更講事實講證
據，香港沒有黑獄、冤獄的。」
阿 Sir 強調：「理大校園現在已成了黑衣魔大本
營，為免社會再受暴力蹂躪，絕對不能輕易放過他
們。社會大眾，包括家長、師長、社工、宗教團體
等，如果真的不想見
到流血事件，應該共
同呼籲他們和平投
降，勸他們與警合
作，這才是最合理的
結局。」

454 警員負傷

被捕最細 11 歲最大 83 歲 警批暴徒武力不斷升級

例風波觸發連串暴亂以來，警方一直「止
暴制亂」堅守法治，截至昨日為止已拘捕
最少逾 4,600 人，年紀介乎 11 歲至 83 歲，
主要涉嫌暴動、藏有攻擊性武器、縱火及
襲擊等罪名，另共造成 454 名警員受傷。警
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嘉銓強烈譴責暴徒
行為背離他們所講的「公義」，只是為了
破壞而破壞，以所謂政治訴求為藉口威脅
全港七百萬市民，不單行為自私及卑劣，
暴徒的武力更不斷升級，由最初只是擲磚
演變至近期不斷擲汽油彈、射弓箭及向異
己行私刑，造成警員、無辜市民及記者受
傷，行為極度冷血及可恥，呼籲香港人應
齊心團結站出來向暴力說不，警方亦會堅

■兩名遭暴徒襲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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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移維護法紀。

郭嘉銓表示，在過去一星期暴徒在全港肆意堵
路，掘起磚頭及割斷燈柱作路障，暴徒又在中

大二號橋向道路使用者擲汽油彈及硬物，惡意癱瘓新
界主要幹道，有暴徒更在理大天橋多次破壞及堵塞紅
隧設施， 行為背離他們所講的公義，只是為破壞而
破壞，為所謂的政治訴求威脅全港七百萬市民，行為
自私及卑劣，以致市民無法忍受暴力行為，自發在多
區清理路障，為香港恢復秩序。
不過，暴徒竟襲擊普通市民，包括從高處擲燃燒彈
及向他們行私刑，行為極度冷血及可恥。郭嘉銓形容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實在好痛心見到香港
變得民不聊生，暴徒行徑顛覆香港秩序」，市民每日
都擔心堵路及會遇到襲擊。

警中箭入肉 15 厘米 若插心即死
郭嘉銓續說，現時全港幾百支交通燈被破壞，不同
公共交通設施，包括多個港鐵站被嚴重損毁，令市民
出行嚴重受阻，有病人因堵路而無法到醫院應診，病
人的食物及樣本緊急運送受到嚴重影響。
此外，暴徒的武器亦演變成致命武器，包括綁有
鐵釘的石油氣罐、過千支汽油彈、訊號彈、弓箭、
腐液，日前便有警員中箭受傷，箭有 15 厘米插入小
腿，郭反問「試想支箭唔係插喺小腿，而係插中身
體心臟位置，後果係幾咁嚴重……」而且被刺傷的
警員並非進行防暴工作，而是進行傳媒聯絡工作，
當時無着防暴裝備及站在記者群中間，換言之記者
有機會中箭，這是「企圖謀殺」，另有警方裝甲車
起火、記者被汽油彈波及受傷，莫非這些就是暴徒
口中的自由。

籲港人向暴力說不
郭嘉銓指出，過去半年暴徒武力不斷升級，由最初
用擲磚頭及用鐵支鐵棍襲擊，演變至現時使用汽油彈
或弓箭等致命武力，令警方別無選擇提升武力戒備；
他呼籲香港人向暴力說不，強調如果繼續縱容暴力只
會滋生更多暴力，暴徒的暴力已無法無天，如市民再
拒向暴力說不，香港社會便滿目瘡痍，相信這是廣大
市民不想看到。
到目前有三所大學，包括中大、理大、城大都向警
方報案，指有「暴徒」在校園藏有大量汽油彈，指有
「暴徒」在校內實驗室偷走大量易燃易爆的化學品。
警方必要嚴肅跟進、調查，保障市民安全。
郭嘉銓總結，過去周末警方行動共拘 154 人，103
男 51 女，13 歲至 54 歲，主要涉嫌非法集會、暴動及
縱火等罪名。根據資料，警方在上周五使用催淚彈88
枚、橡膠子彈 19 發、海綿彈 4 發；上周六催淚彈 54
枚、橡膠子彈33 發、海綿彈 4 發；周日使用的彈藥仍
點算中。截至昨日凌晨為止，共有7名警員受傷。
醫管局表示，由昨凌晨截至晚上 10 時為止，涉及
示威或堵路受傷而須送院人數共有 116人，包括56男
60 女，1 名女子情況嚴重、44 人情況穩定、兩名男子
未確定傷勢，69人經治理後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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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到醫院探望中箭警員
林鄭月娥表示，警察傳媒聯絡
隊成員昨日被聚集在香港理工大
學(理大)一帶的暴徒射傷，她得悉
受傷警員手術順利，祝他早日康
復。林鄭又讚賞該警員想盡快回
到工作崗位，「同事話好想快啲
好返復工，呢份勇氣同承擔，令
人感動。」

她並指出，暴徒的暴力程度持
續升級，除了弓箭，前日理大附
近的暴徒不斷擲磚及汽油彈，甚
至火燒連接理大與紅磡站的行人
天橋，「警方已多次作出呼籲，
理大校園入面嘅人應該盡快聽
從。」

「火人」案兩人落網 警續緝在逃同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上周一(11 日)馬鞍山發生熱血男遭
黑衣魔淋易燃液體縱火命危的企
圖謀殺案，警方經過連日追查有
新發展，昨日分別在香港機場警
區及灣仔警區拘捕一對涉案男
女，正追緝其餘在逃同黨。
被捕兩人，分別姓陳(女，33 歲)
及姓鄺(男，39 歲)，兩人涉嫌非法
集結罪名被扣查；案件交由商業
罪案調查科跟進。案中遭縱火燒

私家車衝防線警開一槍

另 17 日晚 10 時，防暴警在紅磡柯士甸道
設立防線，並向漆咸道南推進時，突然有
黑衣魔駕駛白色福士私家車高速欲從後撞
向警方防線；一名警員及時轉身察覺，立
即拔槍向私家車開一槍，相信子彈擊中車
身，黑衣魔立即駕車掉頭向尖東方向逃去
無蹤。警方昨日凌晨兩度發出警告，若暴
徒不停止致命攻擊，警方在相應情況下會
以實彈還擊。

▶大批暴徒企圖推翻一輛
救護車。
救護車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暴徒佔領理工大學，前日更有人
以弓箭射傷一名警察傳媒聯絡隊
成員，該名人員須送院治療。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上午與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一起前往醫院
探望被暴徒以弓箭射傷小腿的警
方傳媒聯絡隊成員。

遇搶犯困白車 警開三槍驅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衣魔在
煽暴文宣煽動下，前晚在各處營救理大暴
徒。群魔在彌敦道包圍送女暴徒就醫的救
護車，向車內兩名警員狂掟磚頭，警員被
困車廂命懸一線，連開三槍逼退惡魔，但
女暴徒被黑衣魔搶走。另外，有暴徒駕私
家車，在柯士甸道飛車撞向封鎖理大的防
暴警，警員及時發現向私家車開一槍，黑
衣魔駕車掉頭逃去。警方譴責冷血暴徒仿
效恐怖主義的行為，警員在必要時會以最
低武力應對，包括實彈自衛還擊。
昨凌晨 2 時 43 分，旺角救護站的救護車
被指派到佐敦道及彌敦道交界，處理一宗
頭部受傷緊急服務。至凌晨約3時，當救護
車駛至佐敦道及廣東道交界時發現前方有
路障，救護員步行到達現場發現被捕的女
傷者，救護員為傷者包紮治理及抬上擔架
床後，由在場警員護送往救護車，其間已
被大批黑衣人尾隨，當眾人行至距離救護
車約50米位置，暴徒開始指罵警員。
凌晨 3 時 45 分，3 名救護員、兩名警員及
女暴徒到救護車車尾時，救護車主管讓兩
名警員先上車，但此時有黑衣魔在車尾
門，向車內警員不斷投擲磚頭、不知名液
體及雜物等，更有人在車外兩旁大力搖晃
車身及阻止救護員送傷者上車，救護車車
長見狀欲關上車尾門亦被阻止，更有黑衣
魔趁救護員將傷者推往安全位置時衝上搶
犯。此時，救護車上警員先後連開三槍，
在場救護員及群眾聽到槍聲大驚四散，但
子彈未有擊中人。大批警員擎槍趕至時，
發現女暴徒已被同黨救走。救護員經檢查
確認救護車嚴重損毀，需要拖走進行維
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自 6 月修

傷的 57 歲姓李男事主，目前仍在
沙田威爾斯醫院深切治療部留
醫，情況危殆。
上周一中午時分，十數名暴徒
在港鐵馬鞍山站破壞，其間李伯
看不過眼試圖阻止暴徒破壞站內
設施，但寡不敵眾，被暴徒圍毆
致頭部受傷流血，但李伯並未因
此退縮，倒地後即爬起身追趕暴
徒，直追至港鐵站外行人天橋。
當時有多人在天橋上阻撓李伯掩

護暴徒撤退，李伯憤怒斥責：
「你們全部都不是中國人！」隨
即遭掩護暴徒者以粗言穢語辱
罵。
此時，一個黑衣蒙面暴徒突然
從人群中向李伯淋潑易燃液體並
迅速點火，李伯瞬間被燒成「火
人」，在場者則驚呼走避，李伯
迅速脫去衣服自救，但已經全身
熏黑嚴重燒傷，送院命危；警方
列作企圖謀殺案處理。

工聯譴責黑暴「恐襲」全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工聯會昨日發出
聲明，強烈譴責黑衣暴徒霸佔大學校園實施危害公共
安全與市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為。聲明指，幸得警隊
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對抗「黑暴」，守護香港；真心
愛護香港的市民、駐港解放軍官兵自發清理路障，發
揮正能量，為「濁港」清流。
聲明指出，過去數天，香港進入黑衣人暴力「恐
襲」，大批「勇武」黑衣人霸佔隧道、幹道、大學校
園，堵塞鐵路道路交通、阻礙社會正常運作，向公眾安
全宣戰，置香港於「淪陷」的邊緣，市民不敢外出、惶
恐度日，工聯會對「黑魔」暴行予以最強烈譴責。
聲明表示，連續多天交通不便，全港大中小學停
課、部分停工，甚至連累老幼傷健的社會服務，據了
解，不少獨居老人已多天沒獲送飯及上門治療護理，
身心受創。失明人士出行危險重重。
聲明續指，黑衣暴徒連續攻擊中資及不同政見商
戶，同時破壞民間服務機構如工聯會的進修和醫療
點，將軍澳、筲箕灣工人俱樂部進修中心和工人醫療
所遭刑毀和水浸，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辦事處遭縱火，
甚至立法會議員麥美娟等遭死亡恐嚇。
工聯會對以上種種「黑魔」暴行予以最強烈譴責，
強烈要求特首統領特區政府，調動所有力量，成立跨
部門抗暴行動機制，行政、立法、司法全力配合止暴
制亂，全力救港於「淪陷」邊緣，止暴制亂莫再遲
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