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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警方將大批黑
衣魔圍困理大事件和平落幕踏入第三日，昨晨校
方繼續圍封校園進行「災後重建」，其間有人員
在隱蔽處發現20多枚汽油彈和攻擊性武器，需
通知警方及消防處跟進處理。

消防到場指無即時危險
理大昨午發出聲明證實事件，並指已即時通知

警方及要求派遣消防員將汽油彈和攻擊性武器移
離校園；校方同時要求消防和相關的政府部門立
刻評估校園的安全，是否需要再作徹底搜查，以
確保校園安全。
消防處發言人回應指，於11月29日完成校內
的危險化學品清除及安全評估後，基於校園範圍
大和佈局複雜，已提醒理大職員，可能有少量危
險化學品仍收藏在校園隱蔽的地方，如有發現，
大學應立即通知相關部門跟進。
發言人續指，昨日下午1時半接獲理大求助

後，即時派員到場經風險評估，確定該些化學品
沒有即時危險，並轉交警方跟進。由於消防員行
動期間理大附近發生聚眾活動，基於安全考
慮 ，消防處於校園內的行動亦要暫停，今天繼
續。

校方封校園做安全評估
香港理工大學早前遭黑衣魔武力佔據及盡情

破壞，更成為暴徒「兵工廠」及「武器庫」，
警方圍封黑衣魔13日後終獲和平解決事件，並
在上周五(11月29日)解封理大，將校園交回理
大管理層，惟全校已滿目瘡痍，遭受嚴重破
壞，警方更在校園檢獲多達3,989枚汽油彈、
1,339件爆炸品、601支化學品，以及573件武
器。
至於理大管理層當日重新接管校園後，亦基於

校園情況仍存在不安全因素，以及清理、盤點和
修復工作需時，即時宣佈校方需關閉校園進行相
關工作，並在各個出入口設置大型水馬圍封，又
聘請保安員駐守，只限校方授權者出入，直至校
方經評估安全後始決定重開日期。

鄧家彪上載遇襲片
促警速拉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暴徒「私了」（私刑）

惡行停不了！6月修例風波以來超過5個月，直到近日才

出現短暫平靜，前晚再有大批黑衣魔在旺角重燃「戰

火」，通宵四處堵路、砸舖、縱火、破壞港鐵設施，以及

動以私刑對付反對他們市民。一名「眼鏡男」昨日凌晨在

彌敦道近旺角道清理路障時，竟遭一名蒙面暴徒以坑渠蓋

重擊頭部，當場披血癱倒路障上，一度陷入昏迷。警務處

處長鄧炳強形容暴徒是想「攞命」，將全力緝捕施襲暴徒

歸案。「803基金」旗下「803懸紅報料網」亦針對今次

事件，懸賞30萬元緝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前晚旺角衝突期間，有市民
走到馬路上清理路障，卻被黑衣魔突然從旁以疑似渠蓋物件
狂轟頭顱，令人神共憤。但其實有當時在現場拍下事發經過
的網媒，其行為同樣令人齒冷。網媒《癲狗日報》一名自稱
為「軍火水佬」的記者在直播該名市民被行私刑的過程時，
竟不斷以粗口及侮辱性說話形容該名市民，最後總結時更訛
稱對方是「跌倒」。
《癲狗日報》一名自稱「軍火水佬」的記者前晚在旺角直
播片段一開首，已旁白說：「見到有一名唔知乜嘢人的市
民在清路障，會唔會引申成『私了』出現呢？」其後片
段清晰見到該名市民被人迎頭重擊至電話及眼鏡飛
脫，頭部鮮血一地流。然後該名記者竟訛稱對方「唔
知搞乜×好似撻親咁」，後又不斷以粗口、傻及其他
侮辱性字句形容他，最後更指他「應該是跌倒」。

網民怒斥喪盡天良
片段於網上發放後，不少網民怒斥該名記者的旁白手

法。其中「Holly Chong」說：「草菅人命！這些能算是人
嗎？旁白的『記者』說的是人話嗎？從一開始就等着『私
了』鏡頭的出現，喪盡天良的『妓者』！」另有不少網民直
斥該名所謂記者是「黑記」，「Xiaolan Huang」直言希望
「個旁白等天收！」

攝記粗言辱傷者
無良竟稱「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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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示威者前晚8時許，藉口所
謂的「太子8．31事件」3個

月，在旺角警署外及港鐵太子站B1
出口聚集，又設置「祭壇」燃點香
燭、焚燒冥鏹及獻花悼念。其後數
十名黑衣魔衝出太子道西及彌敦
道，用木卡板、小巴站牌及塑膠圍
欄等堵路，又燃點雜物縱火、毀壞
附近商舖，以及在港鐵旺角站其中
一出入口放火，更向一輛警車投擲
汽油彈等，警方要施放催淚彈驅
散。暴徒的破壞持續至昨日凌晨2
時許才陸續散去。

無視私刑 有人謾罵傷者
根據網上一段直播片段顯示，慘
遭暴徒動以私刑重創的是一名男市
民，事發昨日凌晨1時許，當時戴
眼鏡、穿軍綠色外套的男事主，獨
自在彌敦道近旺角道將路中的竹
枝、木板及垃圾桶等雜物搬到路
邊，附近則有多名蒙面暴徒流連，
其間一名示威者擬走近阻止，喝叫
「做乜×嘢」，事主未有答話，並
取出手機欲拍攝，詎料再有另一名
身穿淺色短袖上衣、黑色長褲及戴
黑色鴨舌帽的蒙面男子，突從旁飆
出以一塊硬物猛擊向事主的左邊頭
部。
由片段所見，事主被擊中頭部
後，頓時雙手下垂，上半身癱倒在
路障上失去知覺，用作襲擊事主的
硬物亦告彈開，而施襲暴徒則迅速
轉身離開，惟面對私刑暴力，在旁
多人視若無睹，有人更以粗言穢語
謾罵事主。
未幾，遇襲事主開始恢復知覺，
但已頭破血流，鮮血直淌在路障

上，此時才有義務急救員上前察看
事主傷勢，事主則顯得反應遲鈍。
隨後防暴警員接報趕至，先安排傷
者在警車上接受護理，再由到場的
救護車送往廣華醫院治理，其後已
出院。
警方證實遇襲事主是一名姓廖的

53歲男子，由於其手機亦在現場被
人盜去，遂將案件列作傷人及盜
竊，交由警方毒品調查科跟進，暫
時無人被捕。

一哥狠批暴徒「又再出來」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昨晨出席電

台節目時，形容理大事件只換來
短暫平靜，又一連用了五個「又
再出來」狠批暴徒前晚暴行，包
括又再出來縱火、又再出來堵
路、又再出來投擲汽油彈、又再
出來打爛商舖、又再出來對移除
障礙物的市民施以襲擊。他形容
暴徒，「用坑渠蓋兜頭打過
去！」基本上是隨時「攞命」，
警方將全力緝捕施襲的暴徒歸
案。
警方昨日再次嚴厲譴責暴徒的暴

力行為，重申絕不容忍任何人為達
任何目的而訴諸暴力，必定堅決採
取執法行動以回復社會秩序，並對
所有違法行為追究到底。警方呼籲
任何人如有上述案件的消息，請致
電6074 4127或2860 3409與調查人
員聯絡。
另外如任何人有案件相關的相片

或影片，請使用香港警察反暴力報
料熱線 5333 3103 （適用於 We-
Chat，LINE，SMS） 或熱線電郵
hotline@police.gov.hk提供資料。

清理路障

■男子前晚在旺角清理路障時，慘遭暴徒重擊頭部當場攤倒。

網媒網媒《《癲狗日報癲狗日報》》片段截圖片段截圖

■暴徒破壞吉野家快餐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車遭汽油彈擊中起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黑衣魔火燒黃埔地鐵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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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暴徒「私了」（私刑）成風的暴力惡

行，工聯會鄧家彪昨在社交網頁以「人神共
憤，全城緝兇！」貼文指：「平靜了幾日，暴
徒又毒打清路障市民！請大家找出果（嗰）位
受害者，加以協助！促請警方盡快拘捕傷人暴

徒！」另又上載該段市民遭暴徒襲擊的全過程片段，以及向
警方舉報的方法。
由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牽頭成立的「803基金」，旗下

「803懸紅報料網」亦針對昨日暴徒的「私了」事件，決定
懸賞30萬港元，緝拿該名襲擊市民的暴徒歸案。呼籲任何
人士若有相關資料，幫助執法部門跟進及拘捕違法暴徒，可
立刻致電59-803-803「報料攞賞」。報料一經證實，賞金立
即發放。
「803懸紅報料網」網址：https://803.hk，8月底正式上
線，以懸賞方式緝拿6月以來修例風波中的一眾違法者，鼓
勵所有愛香港的市民馬上舉報破壞香港的違法行為，使香港
免於繼續沉淪。「803基金」亦一再呼籲全港市民都應與
「黑暴運動」割席，一同「向暴力說不」，還香港法治，讓
市民恢復正常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泛
暴派陰招勝出區議會選舉不足一星
期，再於周末以「太子站死人」謠
言、「聲援理大學生」及「光復區議
會祝捷會」藉口發起示威活動擾民，
黑衣魔更趁機在旺角區通宵堵路、挑
釁警方及「私了」（私刑）異己，行
為令人髮指。事隔不到一日，昨再有
黑衣魔參與民陣發言人、泛暴派新當
選區議員岑子杰等人發起的尖沙咀遊
行，晚上又在尖沙咀、黃埔及旺角一
帶堵路、縱火、破壞店舖及港鐵站，
又向警車投擲汽油彈，防暴警需施放
催淚彈驅散及制服多人，至深夜暴徒
仍未散去。
早前民陣及個別泛暴派成員以不同
理由，向警方申請昨日舉行三個公眾
活動，兩個活動為上午在中環舉行、
一個活動下午在尖沙咀區舉行，同獲
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昨日上午，在中環區舉行的兩個活
動大致和平結束；但原定下午4時在

尖沙咀鐘樓集合、沿梳士巴利道經尖
沙咀海濱花園至紅館的遊行，卻一開
始即違反承諾，提早45分鐘起步，當
中更混有大批蒙面黑衣魔。

煙霧餅掟警製造混亂
當遊行隊伍途經梳士巴利道及彌敦

道交界時，黑衣魔即急不及待的騎劫
活動，湧出馬路堵塞交通，在場戒備
的防暴警多次舉旗警告無效下，需施
放胡椒噴霧及胡椒球槍驅散，示威者
遂再改變遊行路線進入紅磡繞道，防
暴警需封鎖附近一帶路段戒備，港鐵
尖沙咀站部分出入口要暫時關閉。
至下午近5時，由民陣新當選區議
員岑子杰、泛暴派吳文遠及「長毛」
梁國雄帶頭的遊行隊伍抵達紅館後，
警方因遊行秩序混亂，要求結束活
動，未起步市民亦需要停止遊行，但
黑衣魔不予理會，繼續集結在梳士巴
利道、科學館道及暢運道一帶堵路，
又不斷向防暴警擲磚及燃燒煙霧餅製

造混亂，防暴警被迫再度施放催淚煙
驅散，黑衣魔則四散逃竄到紅磡及黃
埔花園一帶。

黃埔多家商舖遭破壞
傍晚6時許，大批黑衣魔到達紅磡
黃埔一帶繼續堵路搞事，防暴警在德
民街及德安街設封鎖線佈防，暴徒則
在剛連任的黃埔區議員鄺葆賢及民主
黨成員許智峯煽動下，不斷向警員辱
罵挑釁，有暴徒更向警員掟磚及屎
彈，警方要施放催淚彈驅散，惟一眾
暴徒散入橫街繼續暴力鬧事。
至晚上約8時，有女街坊被指拍攝
黑衣魔，迅被暴徒包圍險遭「私
了」，最終她無奈刪去照片始獲放
行；另有一對男女街坊疑不滿黑衣魔
暴行，出言指責亦遭包圍，男事主更
被用藍漆噴面羞辱，需由街坊合力保
護逃去。此外在黃埔商場內的吉野
家、元氣壽司、優品360、中國移動等
店舖相繼遭大肆破壞，顧客及員工匆

匆逃出，不少商舖急急關門避禍。
此外，港鐵黃埔站因被黑衣魔打

砸、射水及縱火破壞，被迫緊急關
閉。

四處搗亂市民再受苦
其後大批防暴警增援進行驅散，先

後制服多人，包括一名破壞店舖的暴
徒，但仍有大批黑衣魔以「打游擊」
戰術，先後在紅磡道堵路及砸毀交通
燈等設施，又向趕抵的警車投擲汽油
彈，幸未造成傷亡；其間防暴警要再
次施放催淚彈驅散。
至晚上9時後，部分黑衣魔逃竄到
旺角區，在彌敦道近登打士街一帶以
雜物堵路及縱火，又向巴士擋風玻璃
噴漆塗鴉，試圖阻塞交通。防暴警趕
至立即進行驅散，又在豉油街一帶截
查多人，其間有黑衣魔逃經山東街
時，破壞太興茶餐廳以作發洩；直至
深夜截稿前，黑衣魔仍在旺角區四處
作零星搗亂，居民苦不堪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