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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廣大市民興高采烈地慶祝猴年來臨之
際，大年初一晚上的旺角街頭，卻發生了駭人
聽聞的暴亂事件：一群打所謂「本土派」旗
號的暴徒，攔阻交通、毆打警察、縱火焚燒、
襲擊記者……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以及最為珍
視的核心價值——法治與文明，正在受到這些
暴徒極為猖狂的挑釁和衝擊。廣大市民強烈呼
籲特區政府絕不能姑息養奸，必須以果斷而堅
決的行動，用正義和法治之手段，制止並嚴懲
這些由反對派政客幕後支持的暴徒之不法行
徑，還香港社會安寧和諧的一片藍天。

大年初一晚上，旺角街頭人流如潮，一些小
販在路邊擺攤，涉嫌佔道和非法經營，與準備
執法的特區政府食環署職員發生爭執。早有預
謀的一些反對派激進組織乘機鬧事，策動數百
暴徒前來圍攻現場調停的警察，這些暴徒戴上
口罩，手持自製盾牌和竹竿木棍，甚至撬開街
上的磚塊，肆意以暴力襲擊警察，到處放火、
打人，釀成了這場長達11個小時的嚴重暴亂，
令近90位警察及數名記者受傷，暴亂後的旺角
街頭滿目瘡痍、血跡斑斑、一片凌亂，地面到

處是磚塊和玻璃碎片，垃圾桶、巴士站牌東倒
西歪，路邊車輛被砸，店舖櫥窗受損，香港的
國際形象被嚴重損害，廣大市民的正常工作和
生活受到嚴重干擾，社會秩序和法治更是被嚴
重衝擊。此類暴行如果蔓延下去，香港市民百
年辛苦創下的基業，恐怕就會毀於一旦！

這次自違法「佔中」以來最嚴重暴亂事件的
發生，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反對派長期以來策
動衝擊法治，破壞香港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必然
惡果。長期以來，反對派打「民主」、「自
由」、「人權」的旗號，鼓吹為了這些所謂
「普世價值」，就可以罔顧法治和社會秩序而
為所欲為。前年發生的違法「佔中」事件，就
是反對派一手策劃的為了其政治企圖而嚴重破
壞社會秩序和法治的典型行為。違法「佔中」
雖然在廣大市民的反對下，持續了79天後被迫
慘淡收場，以徹底失敗告終。但「佔中」餘毒
未消，戴耀廷等策劃者仍然逍遙法外，一些在
「佔中」期間積極策動或參與非法集會甚至是
暴力衝擊警方防線的激進分子，也只是被判罰
款或很輕微的刑期，導致少數年輕人甚至認

為，為了所謂的「民主」、「自由」而犯法也
不算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一些反對派的激進組
織就利用這一點，近來頻頻策動多起激進暴力
事件，包括暴力「反水客」、暴力衝擊港大校
委會議等等，這次更是由打「本土」旗號、
實質鼓吹「港獨」的激進組織提早策劃，利用
農曆新年假期小販增多，政府進行依法管理
時，就在旺角街頭發起暴亂，企圖達到其搞亂
香港社會、迫使特區政府就範之目的。

暴亂發生後，部分反對派政客聲稱是特區政
府的政策導致民怨深重，才出現如此嚴重的警
民衝突，他們還責怪警員向天開槍是不顧市民
安全云云。這是罔顧事實，顛倒黑白，混淆是
非！廣大市民看得很清楚，是少數暴徒在故意
挑釁警方，衝擊警方防線和襲擊沒有防暴裝備
的交通警員，有關警員在同袍遭暴徒追打、生
命安全受威脅的情況下，才拔槍示警。反對派
政客如此置社會公共秩序和法治於不顧，鼓勵
暴力，偏袒暴徒，正說明他們就是在幕後鼓動
少數年輕人挑戰法治，衝擊社會，策動暴力行
為的總後台。

香港作為一個法治社會，在現有的法制框架
下，香港市民完全享有表達意見、言論及集會
的自由，但各種訴求的表達必須通過法律所允
許的途徑進行。基本法第42條規定，香港居民
和在香港的其他人有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
的法律的義務。如果背離法制軌道，以暴力行
為來表達訴求，不僅不能解決問題，更是挑戰
社會容忍底線，終會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而自
食苦果。暴亂發生後，行政長官梁振英強調對
這些暴徒行為絕不姑息，許多團體和廣大市民
都紛紛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暴亂事件，堅決支
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呼籲那些受反對派蠱惑
的少數人士遵守法律，迷途知返，再也不要參
與反對派策動的激進及違法暴力行動。同時，
司法機構也要根據少數人參與暴亂並以暴力手
段襲警和對社會秩序造成嚴重損害的事實，依
法判處有阻赫性的刑期，方可彰顯法治，讓青
少年真正了解到違法必受追究，犯法將付代
價，避免出現「警方嚴正執法，法庭寬鬆放
人」的現象， 讓法治真正成為香港繁榮穩定、
和諧安居的守護者。

暴力毀港絕不姑息 挑戰法治必受嚴懲

旺角黑夜 商戶黑夜
龜苓膏店憂掀結業潮 藥材舖恐生意更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暴徒肆虐旺角期間

四處縱火及狂擲磚頭，令不少店舖玻璃及招牌損

毀。昨日啟市的龜苓膏商戶發現其招牌被磚頭砸

穿，狠批示威暴徒「狼死」，又大呻年前發生的違

法「佔中」，已經使其朗豪坊分店倒閉，擔心接二

連三的衝突令小商戶被迫結業。有藥材舖亦大嘆生

意已經受到經濟因素轉淡所影響，如今加上暴亂事

件，恐怕雪上加霜。

「無貢獻反破壞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旺角於大年
初一晚發生暴亂，暴徒手持鐵枝及地磚襲擊
維持治安的警員，更於街頭四處縱火。有街
坊表示，當晚直擊樓下發生追逐戰，更看見
垃圾桶火光熊熊，當時心情非常緊張，又擔

心旺角不少「三無大廈」猶如「無掩雞籠」，可
能被別有用心的暴徒上樓縱火。有街坊則強烈譴
責搞事分子，「後生仔應貢獻社會，現在卻變成
破壞社會！」呼籲港府嚴懲暴徒。

「安全港」淪落 憂暴徒放火
居於豉油街唐樓的何太表示，大年初一晚與家人

共聚天倫，打算開開心心慶祝團年，豈料發生使人
汗顏的暴動，坦言當時感到很驚慌，無想過「安全
港」會淪落如斯，「當時即刻叫老公鎖好門。」
她表示，豉油街一帶多是「三無大廈」，暴徒可

以隨便出入，「對方走上來，放火都得！」又指多
條後巷放置了搭棚用的竹，甚至大型玻璃塊，擔心
會被暴徒用作不法勾當，聲言會向區議員投訴。
居於花園街一帶的何氏夫婦表示，當晚觀看電

視直播現場暴亂，稱看到膽顫心驚，難以想像有
大批暴徒聯群結黨衝擊警方，「又擲磚頭、又縱
火，應該將他們全部拘捕。」
對於暴徒以年輕人為主，何先生痛斥他們本應
發揮所長貢獻社會，如今卻變成社會負資產，促
他們回頭是岸，不應被人洗腦及利用。何太就指
這兩天都不敢出門，坦言看見街頭出現的熏黑的
痕跡，深感無奈及不安。

質疑輕懲「佔犯」變本加厲
旺角街坊林先生嚴厲批評滋事者「膽生毛」，

質疑他們可能曾經參加違法「佔中」，但沒有受
到嚴懲，故此今次變本加厲做出縱火、毆打警察
等行為。他坦言：「睇電視（報道）睇到眼火
爆！竟然撬地磚用來擲人！」他希望政府跟進事
件，勿讓暴動成為新常態。

暴力零容忍 促嚴正執法
旺角街坊陳先生則表示，香港是法治之都，對
暴力零容忍，促政府嚴正執法。他又指，本港經

濟已經轉差，如港人不齊心合作，大家只是不停
爭執，只會拖累香港。

「港不文明」 長遠損旅客信心
來自廣州的宋先生表示，一家人特意在農曆

新年訪港，希望感受本港熱鬧氣氛，順便購
物，未料遇上暴動，「跟想像裡文明的香港差
很遠。」
他稱，這兩天收到眾多朋友的訊息，都是查問其

人身安全，坦言自己「還是對香港治安有信心」，
倒是太太提議提早離港。他說，香港近年接二連三
發生大型衝突及示威，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長遠會影響訪港旅客的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土
民主前線」等「本土派」暴徒，在大
年初一晚及年初二凌晨，以支持無牌
小販為名，於旺角發起騷亂，不但衝
擊警方防線，更向警方「掟磚」及到
處縱火。港九新界販商社團聯合會昨
日發表聲明，譴責「本土人士」借聲
援無牌小販製造暴亂，令香港法治社
會的美譽嚴重受損，若不嚴懲將令香
港法制蕩然無存。

策暴亂傷警 促嚴懲平亂
擁有76個成員會的港九新界販商

社團聯合會在聲明中表示，一小撮
惟恐香港天下不亂的人，公然在大
年初一策動暴亂，對維護治安的警
察大打出手，更嚴重破壞該會轄下
成員會「女人街販商協會」十多個
持牌小販的排檔。
該會強調，暴亂者的劣行，令香港

法治社會的美譽嚴重受損，如不嚴懲
將令香港法制蕩然無存。該會亦強烈
譴責「本土人士」借聲援無牌小販製
造暴亂，並堅決支持警察依法平亂，
同時對受傷的警察及記者表示深切的
慰問。

新年本該喜氣洋洋，但經歷大年初
一晚及年初二凌晨的「旺角黑

夜」，衝突現場滿目瘡痍。豉油街及西
洋菜街一帶的行人路地磚，部分被暴徒
撬開，路政署已經派員用英泥重鋪路
面。不幸成為主要戰場之一的豉油街，
當晚大批暴徒除了焚燒垃圾桶、將燃燒
中的物件擲向警方，更在的士油缸縱
火，險釀爆炸。

「佔死」朗豪店「未唞夠又搞事」
昨日啟市的豉油街龜苓膏店，與起火
的士只相隔數米，負責人文女士對暴亂
感到非常震驚，慶幸當時店舖沒有營
業，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她向記者展示店外的招牌被砸穿、門
外的土地公公被打碎，形容暴徒「一定
好大力擲」，否則難以貫穿膠製招牌。她
表示，香港經常發生衝突，嚴重影響營
商環境，令一眾小商戶既無奈又憤怒。
文女士續指，前年發生的違法「佔
中」持續兩個多月，既嚇窒遊客也嚇窒
本地人，旺角小商戶叫苦連天，當時位
於朗豪坊的分店亦因此倒閉，未料「未
唞順條氣，又有人出來搞事。」
她強烈譴責暴徒毀壞香港法治之都
的美譽，也擔心遊客因此減少，進一
步打擊疲弱的經濟，呼籲法官今次
「判重一點」。

「思想較簡單」青年被利用
豉油街藥材店負責人邱先生表示，當晚由電視直播得知旺角
發生暴動，擔心店舖遭波及，遂翻查店外閉路電視片段，發現
有暴徒扯甩其寫有「結業大劈價」的布塊，用作縱火之用。
他表示，本港零售經濟轉差，其店舖亦「捱唔住」，將於本

月底結業，擔心旺角發生暴動後使遊客卻步，恐怕生意更差。
他批評參加暴動的青年人被人利用，「後生仔思想比較簡
單」，冀香港盡快恢復和平理性，專注經濟發展。

「好震撼」憂各行各業更難做
毗鄰的找換店店員李先生則表示，原訂年初二啟市，但受到
暴動影響，要順延至昨日才啟市，稱回店途中，不少街道地面
清晰可見焚燒後的熏黑痕跡，「覺得好震撼」。
他表示，找換店生意自去年第三季起轉淡，訪港內地旅客明

顯大減，擔心今次事件進一步打擊旅客信心，各行各業將會更
加難做。

批無法無天 令港人蒙羞
在女人街擺檔的檔主陳先生指出，其攤檔對象主要是旅客，擔
心事件使旅客卻步，猶如違法「佔中」期間，生意慘淡。他批評
滋事者行為無法無天，行為使香港市民蒙羞，希望政府及警方作
出嚴懲。

嘆社會對立 經濟民生受損
另外，在西洋菜南街出售攝影器材的霍先生表示，前日開店只
覺旺角氣氛一片肅殺，四處可見磚頭、焚燬的垃圾，甚至見到鄰
近金舖玻璃遭損毀，大嘆：「邊有人鍾意見到這些嚇人的畫面？」
他表示，香港近年氣氛對立，對社會經濟及民生發展非好事，
呼籲政府及市民互相諒解，但強調「用武力就怎樣都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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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本土派」暴徒肆虐，嚴重打擊
香港形象。香港各大商會發表聲明譴責事件，指前年發生的違法
「佔領」行動，及反內地旅客的無理行為已對旅遊業及零售業造
成打擊，是次暴力行為將令本港的經營環境雪上加霜。他們強
調，縱容暴力行為只會影響香港的繁榮安定，危害市民的人身安
全，故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籲港人齊心發聲 緝暴嚴懲
香港中華總商會表示，旺角暴亂是近年香港最為嚴重的違法暴

力事件。暴亂踐踏了香港的法治、損害了香港的國際形象、破壞
了香港的安定、打擊了香港的經濟與繁榮，是每一個生活在這個
城市的香港人所無法容忍的。該會呼籲香港人齊心發聲，譴責暴
力行為，全力支持警方維護法紀，將暴徒繩之以法。
香港總商會昨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在旺角發生的暴力行

為。該會主席彭耀佳表示，當日的暴力事件，無論以任何藉口
或理由，以暴力手法去表達不滿，破壞公物，焚燒物件，甚至
襲擊執法人員、傳媒及途人，是絕對不能接受。該會支持警方
嚴正執法。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強烈譴責暴徒襲擊執勤的警務人員及在現

場採訪的記者。該會批評有部分滋事分子，以聲援非法擺賣的小
販為藉口，造成種種破壞甚至傷人，是漠視法紀和嚴重擾亂社會
秩序的行為，廠商會全力支持警方執法，並對受傷的警員及記者
予以深切慰問。
香港工業總會對騷亂事件感到憤怒和極度痛心，強調香港市

民絕不容許社會安定繁榮的根基受到一小撮破壞社會秩序者所
侵蝕。該會支持警方嚴正執法，把踐踏法紀的暴徒緝捕，並調查搜證
追緝騷亂事件幕後煽動者。

恐經濟雪加霜 批有預謀暴亂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聯同界內9個組織的會長或主席發表聯

合聲明，強烈譴責「本土派」暴徒的暴行，威脅巿民人身安全，嚴重
擾亂社會秩序，更嚴重打擊香港作為世界安全城巿及國際金融中心的
形象，損害香港最受歡迎旅遊城巿的地位，恐怕會打擊投資意慾，並
對香港正趨轉弱的經濟造成雪上加霜的效果。
他們一致支持警方和特區政府嚴正執法，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維護社

會治安和秩序，拘捕搞事和滋事分子，防止對社會造成進一步的損害。
香港珠寶總商會會長卓啟燦則發表聲明，指是次暴亂是一齣由別有

用心者在幕後策劃導演的政治事件，稱有激進組識頭目聯絡並慫恿在
深水埗擺賣的小販轉到旺角擺檔，據稱還有貨車為暴徒載來攻擊用的
物資，顯示這已不是一次偶然的小販擺賣爭執，而是有預謀有組織，
有備而來，以「捍衛香港本土文化」為藉口，利用該批小販以配合他
們炮製蓄謀已久的街頭暴亂。旺角暴亂令人憂慮非法「佔中」所衍生
的暴力違法意識，正繼續擴散蔓延。該會要求一定要將暴徒緝捕歸
案，繩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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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販聯譴責「本土派」重創法治

■■旺角不少街道地面清晰可見焚燒後的旺角不少街道地面清晰可見焚燒後的
熏黑痕跡熏黑痕跡，「，「好震撼好震撼」。」。 梁祖彝梁祖彝攝攝

■邱先生擔心暴動後
生意更差。

■文女士呼籲法官今
次「判重一點」。

■陳先生擔心事件
使旅客卻步，生意
慘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