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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清尾場 銅鑼響「叮叮」
17 名留守者被拘 3 小時完成 圍觀市民拍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隨着銅鑼灣最後
一個「佔領區」昨日順利清場，加上立法會示威
區亦完成清場行動，長達 79 天的「佔領」行動
終於完結。面對銅鑼灣「佔領區」，昨日警方動
員 800 名警力，於短短 3 小時內完成清場行動。
由於警方早已預報清場，大部分「佔領」者提早
執拾離場，最後 17 人雖堅持留守，但仍願意聽
從警方指示被和平拘捕帶離。怡和街在 13 時 7
分全面通車，久違了的電車「叮叮」聲又在銅鑼
灣響起，通車一刻有市民拍手叫好。

銅鑼灣「佔領區」苟延殘喘多日，昨日終被警方「夷
平」。旺角、金鐘及銅鑼灣均全面回復正常，持續79

天的「佔中」正式落幕。由於已歷經旺角及金鐘清場經
驗，警方面對清除路障及驅逐示威者可謂駕輕就熟，昨晨8
時已在崇光百貨對出一段仍然封閉的軒尼詩道，派駐逾 15
架警車及近 10 架貨車，同時有近 200 名警察在場戒備，準
備按時清場。

清場前剩50人
由於警方早已公布清場時間及安排，加上有金鐘清場的
經驗，示威者早於上周末已陸續執拾私人物品離去，至昨
日早上只餘約 50 人在場清算物資，並自行拆除部分帳篷及
示威橫額，包括清理電車站上的海報及塗鴉。另有多名救
護義工在警方行動前自行離去，其間引來大批市民在兩旁
行人道圍觀。
雖然銅鑼灣留守者「走得就走」，昨日仍有約17名示威者
堅持留守現場，寧願在最後一刻被捕亦不願主動離去，包括
反對派議員陳家洛、曾於金鐘清場時被捕的90歲王伯及近日
向傳媒聲稱當年身處天安門事件現場的內地人王登耀。
警方在部署完畢後，於早上 9 時 40 分向在場示威者表
示，將預留 30 分鐘予有關人士離去，此前離去者將毋須被
記錄個人資料，及不會被追究法律責任，否則時限一過，
需按警方指示離去，甚至被驅逐或被拘捕。

10:40開始清障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敏強表示，清場期間警方會在附
近街道包括告士打道及渣甸街實施交通管制措施，呼籲「佔
領」者盡早離去，及提醒在場記者採訪時留意個人安全。
清場時限愈來愈近，示威者愈走愈多，到倒數 5 分鐘
時，整個「佔領區」除 17 名靜坐地上「博拉」的示威者
外，其餘示威者早已走得無影無蹤。警方於 10時25分設置
封鎖區，於10時40分開始清障，並由崇光百貨位置開始清
理。警方再度派出「精英行動小隊」拆走路障，並由最前
方的遮陣開始。
清障期間，大部分示威者未有阻擾及反抗。不過，內地
人王登耀在警方設置封鎖區後，聲稱「人有三急」要離場
如廁，惟警員表示他必須到怡和街及百德新街交界，登記
個人資料後方可放行。王登耀未有服從，在企圖於崇光位
置突圍失敗後，折返封鎖區內手執雨遮，在「佔領」物資
上隨地小便，警員隨即喝止。

13:07全面通車

■立法會議員
陳家洛最後一
個被捕，成為
「最後一個佔
領者」。
文森 攝

■王登耀在封
鎖區內手執雨
遮就隨地便
溺。 文森 攝

商戶盼生意
「收復失地
收復失地」
」
銅鑼灣清場時序
時間
09:00
09:15
09:30
09:40
10:25
10:40
11:00
11:05
12:25
12:40
13:07

事項
警方現場戒備
示威者自行撤走部分物資
警方首次會見記者預告行動細節
警方向示威者發出首次離場警告
警方發出最後警告並設置封鎖區
警方開始清場行動
警方清除大部分帳蓬
斗車駛入封鎖區清除垃圾
警方宣布即將驅逐或拘捕留守的示威者
警方拘捕17名示威者完成清場行動
怡和街東西行線全面通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藥房負責人彭先生坦言，近期交
通不便和經常塞車，的確影響市民
和遊客的購物意慾。
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佔領」行動隨着
警方完成清理銅鑼灣障礙物而結束，「佔領區」附近
商戶終可鬆一口氣。有商戶指「佔領」影響市民消費
意慾，希望清場後可追回生意的損失。有市民坦言
「佔領」影響與家人的關係，更擔心日後仍會再有其
他行動。
銅鑼灣昨日終順利清場，附近一間藥房負責人彭先
生坦言，近期交通不便和經常塞車，的確影響市民和
遊客的購物意慾，今年生意確較去年為差，其中「佔
領」行動首個月的生意較去年同期下跌20%，第二個
月生意的跌幅則收窄至約10%。他期望警方清場後交

■茶餐廳負責人劉先生說，「佔
領」行動期間，生意減少30%。
莫雪芝 攝

通恢復正常，可帶動人流和生意增加，追回損失的生
意額。
該區一間茶餐廳負責人劉先生亦表示，「佔領」
行動期間生意減少達 30%，「佔領」初期的經營環
境更如「沙士」期間般慘淡，亦曾要求部分員工提
早下班。他批評「佔領者」阻礙交通，勞民傷財，
而且是違法行為，當局早就應該去清場。

■市民蕭女士擔心「佔領」行動
未真正完結，但昨日銅鑼灣清場
後可方便大家出行。 莫雪芝 攝

後，可方便大家出行，總比之前交通被堵塞好。
她坦言，自己認同學生對民主的訴求，但所用的
手法卻較「霸道」，沒有顧及市民的需要。她坦
言，在家中與女兒的關係亦有受到影響，提醒女兒
參與示威亦不要影響學業。她說，女兒初期曾有3個
星期沒去上課，其後都「聽話」，在放學和放假時
才參與。
地產經紀鄧先生則認為銅鑼灣清場期間，警方和
「佔領」者均很冷靜及和平。但他指「佔領」行動
初期確對生意有影響，認為「佔領者」可以用其他
手法表達訴求，毋須用「佔領」方式影響民生。

媽媽：學生手法「霸道」
市民蕭女士則擔心，「佔領」行動未真正完
結，日後還可能有其他行動，但昨日警方清場

立會示威區勸退「長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被同一群示威
者長期霸佔的立法會示威區，昨日下午緊接銅鑼
灣「佔領區」而完成清場行動。「佔領」者在立
法會職員勸喻下自行離場，留在該處的物資也被
搬離。立法會希望在明年1月初完成所有清潔和
修復工程，全面回復正常安排及運作。
立法會上周預告將於昨日清場，不少「佔
領」者已有心理準備。昨晨 8 時 15 分，行政管
理委員會召開閉門會議，討論在示威區清場。
身兼行管會主席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會後在約
12 時 45 分會見記者，宣布將在下午 2 時進行清
場行動。限期結束後，秘書處職員會採取行動
協助他們離開場地。他強調，只會在面對激烈
抗爭下，才會邀請警方介入。
在立法會宣布決定後，部分「佔領」者已開始
收拾物品，包括將帳篷、地蓆、膠椅等分類放
好，再搬到立法會外的添美道。下午2時，秘書
處職員到示威區，先後到兩個地方以中、英文宣
讀聲明警告有關人等。此時，「佔領」者也開始
加快速度，將大量的物資搬離示威區。
下午2時30分，秘書處職員開始將進入示威區
的閘口封鎖，除搬運物資的「佔領」者及核准的
記者外，其他人再不能進入示威區。當時部分長
時間留在示威區外的人突然稱要進入示威區，一
度與秘書處職員口角，最終放棄。直至下午 3
時，示威區內絕大部分物資已被搬離。

只有一名糾察遭抬離
然而，有約 10 名示威者一度拒絕離開，其中

■立法會示威區內最後一名示威者馮先生在立
法會職員的協助下離開。
梁祖彝 攝
部分人在秘書處職員勸喻下自行離場，也有兩
名男子仍堅持「玩嘢」：一人刻意以極緩慢的
動作，以數十秒才行走一米的速度龜步離開；
另一名聲稱是糾察的馮姓「佔領」者則一度坐
下來不願離場，經職員勸喻下願意以「半抬半
行」的方式離開，但臨到閘前又停下來，最終
要迫使職員將他抬離閘外。
整個清場行動在下午 3 時 45 分結束，秘書處
馬上安排清潔人員到示威區，清理「佔領」者
留下來的大量垃圾，包括早前明火「打邊爐」
的燃氣罐、麻油、青菜，地下大量的煙蒂、啤
酒樽等，以及貼在牆身的貼紙及標語。
曾鈺成指出，由於示威區被長時間佔據，該
處未能完善地安排衛生清潔，加上過往曾受一
些比較暴力的衝擊，在該範圍造成損壞，立法
會亦要檢查和修理，「在 1 月 7 日立法會會議
前，希望可以完成所有維修和清潔工作，就可
以開放予公眾人士使用。」

反對派把握最後機會 抽水

「精英行動小隊」經驗老到，迅速清除路障，於 12 時 7
分已完成清理，並開始洗街程序。12 時 25 分，警方發出最
後命令，表明會將拒絕離去的示威人士拘捕，17 名示威者
在警員扶持下自行起身被捕，並被帶上警方安排的旅遊巴
離去。警方在 12時40分已完成整個清場行動，被霸佔多日
的軒尼詩道及怡和街在 13 時 7 分全面通車，通車一刻更有
市民拍手叫好。
警方表示，他們在銅鑼灣「佔領區」共拘捕17人，包括14
男 3 女，年齡介乎 18 歲至 78 歲，涉嫌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
務，1名29歲男子獲准保釋候查，下月向警方報到；餘下16
人拒絕保釋，警方決定將他們釋放，但保留檢控權利。

■銅鑼灣
銅鑼灣「
「佔領區
佔領區」
」清場後
清場後，
，怡
和街恢復通車。
和街恢復通車。
莫雪芝 攝

■劉慧卿（中）
及黃碧雲（左）
分別穿上粉紅色
及紫色上衣，
「大紅大紫」般
先接受記者訪
問。 關據鈞 攝
在「佔領」行動期間，記者及「佔領」者都難以在「佔
領區」看見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蹤影，因他們往往無寶不
落，總是在「大時大節」才突然出現，以期在傳媒鏡頭面
前搶風頭。在昨日立法會示威區清場期間，他們延續「抽
水」本色，對「佔領」者頤指氣使，搶盡曝光率。
昨日較先現身有工黨李卓人、張超雄、何秀蘭，新民
主同盟范國威以及公民黨毛孟靜亦在較後時間出現。其
中李卓人及張超雄似乎較「實務」，指點「佔領」者如
何處理物資。及後民主黨胡志偉也現身，但他大部分時
間均坐在一旁觀察，未見其手頭上有甚麼工作，「人民
力量」陳偉業亦在較後時間前來「睇場」。

﹁
﹂

劉慧卿黃碧雲「大紅大紫」上鏡

直至下午 3 時「大限」，包括民協馮檢基及民主黨劉
慧卿、黃碧雲等多名「抽水」老手才施施然「大駕光
臨」。劉慧卿及黃碧雲兩人分別穿上粉紅色及紫色上
衣，「大紅大紫」般先接受記者訪問，然後再視察環
境，最後把握機會，於最多記者拍攝的地方指手劃腳。
到清場臨近完畢之際，反對派議員爭取最
後機會，在閘口前大叫口號賺盡曝光率，
並等待「禮成」後結束又一波「抽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連嘉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