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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鐵路同樣是違法示威者的破
壞目標之一，警方指，有違法示威者昨晨5時許向葵興港鐵
站的列車路軌投擲圍欄，來回軌道均被阻礙，幸當時未有列
車駛經該處。此外，有違法示威者於北角站、天后站、南昌
站及香港大學站等多個港鐵車站以硬物貼在列車門邊，刻意
阻礙車門開關，職員需先清理有關物品才能駛走列車。

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副主席譚建釗狠批有關人等的所作所
為如同恐怖襲擊，呼籲暴力行為必須即刻停止，不能再用任
何藉口美化暴力行為。他續說，由於路軌磨擦力低，若列車
遇雜物需急停，車廂將承受很大衝擊，許多乘客會跌倒或撞
到，若輾過雜物，更有可能出軌。

港鐵發言人呼籲任何人不要在路軌上放置雜物，此舉會嚴
重危害列車行駛安全。

鐵路軌受阻鐵路軌受阻 工會批如恐襲工會批如恐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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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心痛學生被捕
籲家校向暴力說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對於學校甫復課即受政治
干擾，更有多名青年學生違法被捕，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直
言感心痛，呼籲家長和學校同工多關心學生，齊聲向違法及
暴力行為說不。
「對於近日接連有青年人因涉及違法活動而被捕，個別身

穿校服的學生更涉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他們可能會被
檢控，影響前途，我們無不感到心痛。」楊潤雄懇請家長和
學校同工多關心學生，多給予清晰的指引。同時希望各位同
學不要被誤導，不要令父母及師長失望，一起走正確的道
路。要對違法及暴力行為說不，才有望建設一個安全、和平
的社會。
教育局發言人補充指，對於昨日多區有人非法集結，擾亂

公共秩序，並有身穿校服的年輕人被捕，局方感到憂慮和心
痛，呼籲學生珍惜可以回校上課的機會，切勿參與違法或可
能危及人身安全的行動，須時刻以守法和安全為大前提，放
學後應盡快回家，切勿在街上流連或前往可能有危險的地
方。
就個別學校校內外出現少數學生參與政治宣傳及動員行

動，教育局表示已聯絡各中學，確認教界整體運作正常，氣氛
平和，局方知悉個別學校有極少數學生於校內表達訴求，校方
已向學生表明任何人不應利用學校作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場地，
並作出相應跟進。教育局會繼續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繫，提供意
見及所需支援。

愈來愈多市民對黑暴不
勝其煩。香港文匯報記者
昨日目擊銅鑼灣區一名老
婦無懼被暴徒行私刑，挺
身而出「鬧醒」黑衣魔的
暴力行為自私、惟恐天下

不亂，即被大批黑衣魔包圍辱罵。一名
中年男子睇唔過眼黑衣魔「蝦老人
家」，站出來為老婦護航。雙方追逐，
最後老婦在護送下安然離去。
昨日下午，一名老婦因不滿黑暴分子

在銅鑼灣區聚集，擾亂市民的正常生
活，大聲疾呼「鬧醒」暴徒，即被大批
黑衣魔以粗言穢語圍攻。

遭粗言人身攻擊
一名中年男士見狀，即站在老婦與黑

暴分子之間，企圖護送老婦離去。不
過，黑暴分子仍窮追猛罵，更對老婦作
人身攻擊說：「懵×，特首都冇你咁巴
閉，你係慈禧轉世呀，咁多人送你上
山，返『大陸』！」
中年男士一邊安撫老婦，一邊找安全

的撤退路線，但黑衣魔死咬不放，還不
斷爆粗辱罵老婦。最後，該中年男子趁
轉交通燈號，拖着老婦橫過馬路才擺脫
黑衣魔。
黑魔行私刑帶來陰霾處處可見，中環

昨日下午一名身穿西裝的男子在畢打街
與德輔道中的十字路口使用手機，天橋
上突然傳出一聲「唔好影相」，一名女
子更指稱該名西裝男士「係你呀，唔好
影相呀，扮×晒嘢」。該名男子一臉無
奈說：「都冇影相。」由於當時黑衣魔
人數不少，西裝男不得不匆匆離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煽暴派昨晨煽動
「和你慢駛塞車大行動」，在全港多區的主要交
通公路放置鐵釘，企圖刺穿行駛中的汽車車胎，
使汽車無法駛開堵塞公路上，以達至煽暴派癱瘓
全港交通，拖延警力支援、掩護暴徒在金鐘圍堵
立法會的圖謀。香港汽車會批評有關做法極不可
取，可引致多車「互炒」、翻車意外，危害駕駛
者及行人，後果不堪設想。

別有用心者煽動昨日舉行所謂的「和你慢駛塞

車大行動」，提出以慢駛令三條過海隧道、干諾
道西和東區走廊等主要交通要道大塞車。
由昨晨5時半起全港多區有公路被人放置鐵

釘，其中車來車往的紅磡蕪湖街及南區薄扶林道
更有人放置鐵蒺藜。有汽車駛經時被刺穿車胎險
釀成翻車意外，幸司機及時煞停，警員到場協助
清理鐵釘，令其他車輛可以安全駛過。警方批評
攬炒派的行為嚴重危害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車會：輾鐵蒺藜可致大禍
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

表示，若車胎輾過鐵蒺藜，會割開輪胎肚，有可
能即時爆胎，私家車或會即時轉向爆胎的方向而
越線撞向其他車輛，引致嚴重意外；若重型貨車
或電單車「踩中」更會馬上失控翻側，危險性更
大，危害駕駛者及路人。

他並提醒，駕駛者在這「亂局」要更加小心，
不要跟車太貼，駕駛時要「睇遠啲」，見到鐵釘
不要衝過去。若不幸被鐵蒺藜割爆胎，應握緊軚
盤，盡量保持車輛向前，再逐下踩煞車掣，避免
馬上鎖死輪胎，引發跣胎而失控。

鐵釘陣癱交通 易炒車害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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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責黃媒煽暴
學生淪炮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黑暴隨復課重臨，多名身
穿校服的學生先後被捕，個別甚至被發現藏有汽油彈等危險
品。多名教育界人士昨日慨嘆，年輕人在「黃媒」、「黃
師」及別有用心者煽動下參與違法行動，淪為政治炮灰。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一些別有用心者在網上煽動青少

年參與違法活動，企圖獲取政治紅利，希望年輕人認清事
實，切勿淪為政治炮灰，斷送大好前程，並提醒學校如發現
有人在學校附近騷擾學生，或在校內進行「港獨」活動，應
嚴肅處理，有需要時可尋求警方協助。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表示，令未成年人墮入法網的禍首是

「黃媒」、「黃師」及攬炒派立法會議員。在他們的影響和
煽動下，至今仍有未成年人參與違法活動，學生要認清暴力
違法行為的嚴重性，以免恨錯難返。

暴力無助解難 籲生三思慎行
津貼中學議會當然執委、獅子會中學校長林日豐表示，他
對有身穿校服學生被捕感到心痛。他強調激進行動無助解決
問題，即使社會有再多爭議，也不應以暴力表達訴求，學生
做事務必三思慎行，一旦被捕及面對刑責，不但會影響前
途，亦會令家人痛心。
新界校長會主席、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校長邱少雄表示，
學校難得復課，同學們應該集中精神應付學業，專心學習，
一旦因參與非法活動而被捕，甚至被判刑，後果不堪設想。
家校會主席湯修齊指，有青少年被捕令家長擔憂。他慨嘆
在這政治敏感時刻，年輕人容易受社交媒體言論的影響而作
出激動行為，最終影響一生，並呼籲家長留意子女行為，與
子女保持「連線」，最重要是教導子女所有行為都需要經
過深思熟慮，徹底考慮後果，切勿因一時衝動做出令前途盡
毀的激烈行為。

立 法 會 大 會 昨 恢 復

《國歌條例草案》二讀

辯論，攬炒黑手煽動學

生和青少年高呼「港

獨」口號，上街堵路、

縱火甚至身懷汽油彈企

圖施襲，攬炒政棍和泛暴區議員則躲在「手足」背後博

曝光及煽暴助威。警方昨日在全港出擊，嚴密布防，令

暴徒無法接近立法會干擾會議，在各區堵路、衝擊等手

段亦通通無功而還。警方全日拘捕最少360人，大部分

是青少年及學生。其中，一名14歲男童手持以鐵釘自

製的狼牙棒被捕，其背包搜獲汽油彈及鐵釘等武器。警

務處處長鄧炳強昨晚表示，警方掌握先機，強勢執法，

暴徒想捲土重來，是注定徒勞無功。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昨日清晨4時至8時，黑暴分子在全港各區展開所
謂「黎明行動」，有人在紅磡蕪湖街及南區薄扶

林道放置鐵蒺藜，有人向葵興港鐵站的列車路軌投擲
圍欄（見另稿）。凌晨4時，警員在黃大仙鳳舞街截
查兩名分別16歲及22歲的青年，在他們身上搜獲索
帶、鎅刀及剪刀，懷疑他們綁起道路工程圍欄作路
障。
上午6時許，兩名14歲及15歲穿校服男生，在荃灣

沙咀道被捕，警方在他們的背囊中搜出頭盔、防毒面
具等。警方又在深水埗青山道拘捕兩名15歲及18歲
男子，搜出多枚汽油彈、眼罩及頭盔。

中學生背囊藏汽油彈火機
上午約9時，警方於紅隧港島出入口截停另一輛私

家車調查，在車上搜獲頭盔、防毒面具、勞工手套等
工具，並以涉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拘捕了車上
32歲男司機及4名年齡介乎16歲至17歲的男乘客。

上午10時開始，大批青少年在中環和銅鑼灣一帶聚
集，一名22歲青年在背囊內收藏汽油彈、火機及鎚仔
圖趁亂施襲，在崇光百貨門口被警員拘捕。
11時許，包括「香港眾志」主席林朗彥及常委羅冠

聰，觀塘區議員梁凱晴及南區區議員袁嘉蔚等，及40
多人在希慎廣場中庭揮動「港獨」旗叫口號及唱歌，
其後離開商場步出利園山道近波斯富街。防暴警先後
舉黃、藍旗警告，並噴射胡椒噴霧驅散，最後在利園
山道拘捕包括民主黨立會法議員許智峯的助理等40名
青少年。

佔據商場叫囂「港獨」口號
同時，中環畢打街有百人在行人路上叫口號。警方

發射胡椒球彈及在會德豐大廈外拘捕20人，其後由皇
后大道中追捕至大道東近正義道，以涉嫌參與未經批
准集結拘捕逾50人。
在旺角朗豪坊商場，昨日下午有數十人展示「港

獨」橫額及高呼「民族自強」及「香港獨立」口號，
其後離開商場向油麻地進發，防暴警舉起藍旗及施放
胡椒噴霧驅散。
下午4時，有暴徒佔據彌敦道、山東街及登打士街

交界堵路，警方當場拘捕一名14歲男童，當時他手持
以鐵釘自製的狼牙棒，警員在其背包搜獲汽油彈及鐵
釘等武器，揭發他與5月10日油麻地刑毀案有關，至
6時前警方在旺角以非法集結罪拘捕逾60人。
入夜後，大批黑衣魔在山東街、西洋菜南街及彌敦

道集結，以水馬及路牌等雜物堵路，警方部署一輛水
炮車及一輛裝甲車戒備。晚上8時45分，黑衣魔在花
園街與奶路臣街交界縱火焚燒紙皮及發泡膠等雜物，
並在西洋菜南街近亞皆老街燒雜物及引爆5個卡式石
油氣罐，火球達兩層樓高。消防人員其後將火救熄，
可見地面被熏黑，遺下大堆灰燼。
警方表示，至晚上9時半，警方在港九止暴制亂行

動中共拘捕3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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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蕪湖街附近路面上有鐵釘。 警方fb圖片

◀李先生提早數小時出門上班。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示威者走出旺角彌敦道行車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許智峯以「監察」為名在旺角阻警執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今日（指昨日）辛苦晒大家！」警
務處處長鄧炳強昨晚透過警方電台為
全體同袍打氣。他表示，警方昨日
「及早介入，果斷執法」的策略非常
有效。在炎熱天氣下，同袍的專業表
現和行動效率有目共睹，每一滴汗都
不會白費，香港市民返工、返學都非
常順利，立法會亦可在免受干擾下進
行會議，大家為香港治安付出的努
力，令目無法紀的暴徒變得非常渺
小，同時也向社會傳遞正義的能量。
鄧炳強指出，過去兩日，暴徒又想

捲土重來，但他們想做的一切注定是
徒勞無功，因為香港有一支傑出的警
隊不分晝夜守護香港。警隊近日再度
全情投入止暴制亂的「踏浪者行動」
工作，同袍「瞓少咗，返工多過返屋
企」，但仍精神奕奕，士氣高昂。
他強調，警隊無論在情報、調查、

裝備、訓練、部署及執行都不斷進
步，更加化被動為主動，早着先機，
運籌帷幄。他有無比信心面對未來挑
戰，因為今日警隊的團結和能力都是
空前的，警隊為香港驅走黑暗，邁向
成功的日子愈來愈近。

鄧炳強感謝同袍辛勞執法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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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群青年在銅鑼灣希慎廣場「犯聚」，並展示「香港獨立」橫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葵興港鐵站的列車路軌被暴徒投葵興港鐵站的列車路軌被暴徒投
擲圍欄擲圍欄。。 警方警方fbfb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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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銅鑼灣希慎廣場外截停並拘捕逾百名青年男女。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黑暴在西洋菜南街近亞皆老街黑暴在西洋菜南街近亞皆老街
路中縱火路中縱火，，燒爆石油氣罐燒爆石油氣罐，，火焰火焰
沖天沖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身穿校服的女生在旺角被警方帶走身穿校服的女生在旺角被警方帶走。。

生計受損 市民怨聲載道
黑衣暴徒昨日重施故伎，昨晨

在上班繁忙時間發動所謂的「不
合作運動」，以堵路、慢駛等手
段，企圖癱瘓三條過海隧道及主
要交通幹道，阻礙打工仔上班，
迫使市民「被罷工」。有市民怕

遲到被打爛「飯碗」，提早8小時出門，又批評
黑衣魔罔顧當前搵食艱難仍肆意破壞，做法離
譜。
從事隧道管理工作的李先生因為早已知悉黑衣

魔逞暴搞事，昨日提早8小時出門，他批評黑衣
魔的行為影響社會正常運作，「我去年已經不止
一次試過因為這類行為而未能上班，唔想再手停
口停，我返下午1點半，但今日（指昨日）早上
6時左右就出門，飲完早茶就上班，以免返唔到
工。」
李先生並批評暴徒企圖以所謂「不合作運動」

癱瘓社會運作，迫使政府答應其訴求的做法「離
譜」，已對一般打工仔造成極大影響，「不能上
班哪有收入？這樣做會令市民的生活變得艱難，

如果香港長期不能正常運作，政府都無資源向市
民提供協助。」
另一名打工仔梁先生同樣因為網民的行動而要提早

半小時出門上班，他被問及所謂「和你塞」行動對其
生活有否影響時，他無奈地說：「司空見慣了！」
他批評有關人等所為損人不利己，希望發起人

停止有關行為，「如果每日都要提早半小時外
出，問題不單是上下班的交通時間會大幅增加，
更麻煩的是每日都要擔心是否有公共交通工具可
以乘搭。」

生意剛好轉 隨時再拉閘
銅鑼灣一間茶餐廳職員王先生表示，特區

政府剛因應疫情有所好轉而放寬「限聚
令」，市民的消費意慾也開始上升。
該店生意額雖然仍未及去年同期水
平，但較疫情初期生意大跌逾七成
已有所改善，惟黑暴分子又再蠢蠢
欲動。
他坦言，過往有社會活動的日子，

都會密切留意街上的情況，有隨時落閘的心理準
備，「（去年黑暴）初時成日下午五六點都落閘
收檔，做唔到晚市冇咗兩三成生意，希望今年社
會穩定返啦，唔好有嘢就落閘收檔。」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 旺角晚上四處有堵路，有的士
被投擲紙箱。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