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色聖誕 旺角重災
匯豐恒生遭嚴重破壞縱火 市面滿目瘡痍交通燈需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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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11月初匯豐取消「星火
同盟」籌款戶口後，已即時根

據客戶要求將戶口餘額以本票形式
開出，但「星火同盟」及相關人等
一直無提款。早前，警方就「星火
同盟」有人涉洗黑錢作出拘捕行動
後，同時向匯豐指令要求本票不能
提取，以致約7,000萬元款項在匯豐
被凍結。匯豐銀行昨日表示，對於
旺角分行遭受破壞深表遺憾，又重
申銀行是按照國際監管標準作出早
前關閉（星火）賬戶的決定。

到處留黑魔肆虐痕跡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晨重返旺角區
視察，可見到處遺留着黑衣魔的肆
虐痕跡，其中位於彌敦道673號旺
角匯豐大廈，但見銀行已被多塊白
板圍封等候維修，惟仍清楚可看到
較高位置的幕牆玻璃損毁情況，大
廈出入口駐有保安員看守，旁邊的
零售店亦被噴字塗鴉。
鄰近的旺角恒生大廈及山東街恒
生銀行亦難以倖免遭破壞，銀行牆
身被噴漆塗鴉及地面仍殘留玻璃碎
片，清潔人員正忙於清理塗鴉噴字
及垃圾雜物。
旺角匯豐大廈對面的港鐵旺角站
C1出入口，前晚亦遭黑衣魔縱火燒
雜物需臨時關閉；昨晨旺角站C1
出入口已恢復運作，但牆身滿佈噴
漆塗鴉字句、梯級仍殘留縱火燒焦
痕跡，市民經過也舉目注視；彌敦
道及亞皆老街一帶因有交通燈遭破
壞而引致交通混亂，不時出現人車
爭路驚險情況，交通警員需要到場
指揮交通。機電署人員則在場忙於
爬梯進行搶修，但有交通燈因損毁
嚴重無法修理，必須更換始能重新
運作。

市民出外慶節忙躲避
在前日聖誕節平安夜，縱暴派網
上煽惑於多區發起「和你Sing」活
動。晚上約8時起，元朗YOHO
MALL及沙田新城市廣場也遭黑衣

魔闖入聚集叫囂及破壞店舖，防暴
警到場使用胡椒噴劑驅散及拘捕多
人。
同一時間，黑衣魔又聚集油尖

一帶開始堵路，「打砸燒」破壞
店舖、港鐵站及交通燈等設施，
動輒「私了」異見者，令舉家出
外慶節市民嚇至紛紛躲避，店舖
需要提早關門、港鐵關閉尖沙咀
站及旺角站。
黑衣魔又藉口匯豐關閉「星火同

盟」籌款戶口，由深夜至凌晨連番
破壞旺角匯豐大廈，用硬物擊碎幕
牆玻璃、噴寫「星火之仇」等字句
及淋易燃液縱火，現場一度發生爆
炸。鄰近的恒生銀行亦同樣遭打
砸。防暴警舉旗警告無效施放催淚
彈驅散及拘捕多人，直至昨清晨始
逐步回復平靜。

防暴警保平安夜安全
在港島區，前日在網上有人發起

於各區商場舉行「和你shop」活動
下，晚上約7時有近百人先後到銅
鑼灣時代廣場、希慎廣場、崇光百
貨聚集喊口號及唱歌，其間眾人再
沿軒尼詩道行人路向西行準備前往
中環蘭桂坊，有警方車輛一直尾隨
視察。
由於遊行人數眾多，對街道上其

他舉家外出慶祝的市民構成影響，
當人群行至灣仔警察總部外時被
防暴警截停調查，分別核查身份
證及搜查隨身物品等。約1小時
後，眾人疑涉違規全部被扣上索
帶返警署進一步調查。至昨清晨為
止，市民慶祝完平安夜繼續離開
時，銅鑼灣及中環蘭桂坊一帶也保
持平靜，未如油尖旺、元朗及沙田
區發生騷亂。
根據醫管局數字，由午夜至昨
晨7時30分為止，共25人涉各區
公眾活動受傷送院，包括22男 3
女，16歲至67歲，當中一名男子
情況嚴重，其餘傷者分別穩定或
出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普天同慶的聖誕節，黑衣

魔連續兩日到處堵路、「私了」異見者、打砸燒店舖及破壞

港鐵站等公共設施，導致商戶需要提早停止營業，令香港疲

弱的零售業雪上加霜，「黑色聖誕」降臨香港。其中，旺角

連續兩日成為「重災區」，市面遭破壞得一片滿目瘡痍，早

前關閉涉洗黑錢的「星火同盟」籌款戶口的匯豐銀行更成為

黑衣魔針對目標：旺角匯豐大廈在平安夜連番被嚴重破壞及

縱火，鄰近的旺角恒生大廈及山東街恒生銀行亦遭嚴重破

壞。防暴警到場施放催淚彈驅散及拘捕多人，黑衣魔以「打

游擊」繼續作出零星破壞，至昨清晨始逐步回復平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蕭景
源）前晚平安夜黑衣魔正在旺角肆虐之
時，塘尾道亞皆老街天橋底發生斬人事
件，香港文匯報向警方查詢，直至截稿
前尚未拘捕施襲者。大角咀南民主黨候
任區議員曾自鳴就「未卜先知」，在
facebook上發帖聲言，有所謂「現場消息
人士」透露，該對男女是被「懷疑藍
絲」襲擊，又聲稱「施襲者四散後，約
兩三分鐘後警方衝鋒車才到場」，暗指
警方遲到。這般憑空捏造的消息隨後還
被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轉發。多名
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指，煽暴派不斷用謠言去抹黑「藍
絲」，想製造香港內部撕裂，並強調在
沒有確實證據的情況下，不應隨意傳播
謠言，製造混亂。
黑衣魔趁平安夜深夜由多個商場轉移到

尖沙咀和旺角街道堵路、縱火，向警車掟
汽油彈等，警方深夜出動水炮車和裝甲車
沿彌敦道驅散暴徒，有人趁亂在塘尾道亞
皆老街天橋底襲擊他人。
曾自鳴當時在 facebook 上發佈從所謂

「現場消息人士」處獲得的「即時消
息」，聲稱在塘尾道亞皆老街天橋底發生
斬人事件，「有一對情侶被三男兩女『懷
疑藍絲』持斧頭、木棍及鎅刀襲擊受傷」
云云，又宣稱施襲者四散後「隔咗兩三分
鐘之後警方衝鋒車才到場」云云，隨後民
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複製這一段內容偏
頗的消息並轉發相關帖文。

葛珮帆斥散播仇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除非煽

暴派擁有確實的證據，否則不應該隨意去
傳播這些消息，散播仇恨，令社會更加撕
裂、「藍黃」變得更對立。她說，不知道
曾自鳴口中這位所謂的「現場消息人士」
是否能證實施襲者是「藍絲」，否則曾自
鳴和涂謹申身為候任區議員和現任立法會
議員，卻去傳播這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可
謂是在誤導市民。
她並批評，煽暴派一直針對警察，無論
警察做了什麼事，都會認定是警察「犯
錯」，從來都是想抹黑和詆毀警察，所以
她覺得煽暴派對警察的相關評論，市民無
須太過認真，因為他們的說法大多數都並
不恰當。

何啟明批卸責給警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指，現時每逢
發生暴力事件時，很多人就會將罪名推到
支持警察的「藍絲」身上，不斷用謠言去
抹黑「藍絲」，想導致香港內部撕裂。他
說，如果沒有掌握真憑實據，就不要輕易
將懷疑的念頭安在「藍絲」身上。
對於曾自鳴聲稱「施襲者迅速向豪華戲
院方向四散，隔咗兩三分鐘之後，警方衝
鋒車才到場」，他批評煽暴派的套路基本
上都是一樣的，想不斷重複渲染所謂「721
元朗事件」，企圖將責任推到警察身上，
攻擊警察。
他說，在節日及黑衣魔故意四處破壞的

時候，警察都分身乏術，他們只能盡最大
的努力趕去現場，不能說他們是有意推遲
到達，希望市民體諒。他呼籲香港市民不
應該隨意使用暴力，各方都要保持克制，
特別在節日要注意安全，以防黑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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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日前搗破一個洗黑錢集
團，懷疑與一個為暴徒籌款嘅網
上平台「星火同盟」有關，但啲
「黃絲」好難接受呢個現實，就
發動喺平安夜「報仇」，要讓香

港經濟攬炒，有班「前線」就衝去「裝修」匯
豐銀行。不過啲「黃絲」就覺得匯豐都係跟程
序做事未到要「裝修」嘅程度，於是斷定邊個
「裝修」匯豐邊個係「鬼」。呢種態度就令佢
哋所謂嘅「前線手足」好無奈，做咗一啲比較
暴力、危險同道德淪喪嘅事時，被會被當成
「鬼」。「港獨」分子劉耀文噚日就嬲嬲哋喺
facebook 開 post「承認」事件係「手足」所
為，「香港人為星火報仇，難道不合理？」又

話「那些事必認定是警察假扮的人在怕甚
（什）麼呢？是你們在扯後腿。」睇嚟佢哋口
就話「核爆都唔割蓆（席）」，實際上分化得
好緊要。

間接承認暴徒搞匯豐
「星火同盟」涉嫌洗黑錢呢個殘酷嘅事實，

「黃絲」當然唔想承認，於是就發動平安夜喺唔
同商場搞嘢，聲稱要幫「星火」「報仇」，攬炒
香港經濟。不過次次佢哋搞事後尾都好難控制
場面，平安夜深夜，就有暴徒由商場轉至尖沙咀
和旺角街道堵路、放火燒港鐵站出口及匯豐銀
行。見到呢種情形，「黃絲」就好難接受，因為
平安夜之前佢哋已經有人喺連登話「人地（哋）

係英國最大銀行來（嚟），本身就有一大班國際
股東」、「邊個搞匯豐邊個就係鬼」，話「香港
銀行業有好嚴既（嘅）監管制度，就算星火去ci-
tibank開戶口都會同一下場。」不過，平安夜班
「手足」都係照搞，令到佢地（哋）更相信係有
「鬼」。
就連「港獨」分子劉耀文噚日都係佢facebook
「無待堂」開post，話「香港人為星火報仇，難
道不合理？那些事必認定是警察假扮的人在怕甚
（什）麼呢？是你們在扯後腿。承認『打得好』
很難嗎？」即係「承認」啲衰嘢係暴徒所為，間
接幫警察「洗刷冤情」。網民「King Fung
Chan」就無奈話「冇錯，佢地註（注）定捉一
世嘅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郭家好

砸匯豐爆分歧「勇武」難忍割席

■交通警員昨日在旺角一帶協助指揮交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機電署人員昨日忙修理被破壞的交通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黑衣魔在聖誕節到處堵路破壞及縱火黑衣魔在聖誕節到處堵路破壞及縱火，，
旺角連續兩日成為旺角連續兩日成為「「重災區重災區」。」。 中通社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旺角
塘尾道亞皆老街天橋底發生斬人事件，
有煽暴派文宣組即散播謠言稱，荔枝角
道的「四川辣妹子」餐廳「窩藏斬人兇
徒」，更因店主曾與前特首梁振英、專
欄作家屈穎妍等合照，遂定性稱該店是
「藍店」，要求所謂「手足」們「杯葛
並廣傳」。香港文匯報昨日專訪該店店
主陳耀雄，他直言，自己的店舖是開放
式，店連門都沒有，「點解會話我舖頭
『窩藏』呢？」他相信是文宣組漏夜
「起底」發現自己的「撐警」言論而
「作故仔」，更坦蕩蕩地直言，自己不
會因為被「杯葛」而收聲。

被起底撐警言論
四川辣妹子是開放式的四川火鍋店，
關門時要靠一道鐵閘與街道隔開。陳生
笑言：「點解會話我舖頭『窩藏』呢？
我嘅店連門都冇，廁所也得一格。」
他憶述，前晚有六、七個陌生客人來
用餐，他們照常招呼，但看有人面部有
些擦傷，便詢問發生何事，幾人僅稱有
「不開心嘅嘢」，陳生陳太亦未追問。
不久，一男子帶着女兒及太太衝進店
舖，向這班人高叫：「你做咩打我個女
呀！」眼看就要動手，陳生立刻報警，
並要求一眾人有何問題去外面解決，不
要在店內滋事，約六、七名警察在五分
鐘後立刻趕到現場處理。
陳生前晚也曾參與調停並了解情況，

原來事件是幾名食客曾與該女子發生爭
執，女子的電話和眼鏡被損壞，但她並
未受傷，更毋須驗傷，隨後她父母就與
她一同到店裡「追究」。經警察調停
後，一班食客向該女子賠了錢，女子的
父親也簽了和解協議書，事情很快解
決。不過，陳生坦言，對這班人曾經發
生的事不知情，亦不知是否與大角咀
「三男兩女傷人案」有關。
陳生回憶道，在警察處理糾紛時，有
一些人圍觀，但完全沒有人指稱店舖
「窩藏」罪犯，相信是煽暴派文宣組發
現這店舖曾經有撐警言論後，才開始編
故事、激化矛盾。
被詆毀「窩藏罪犯」後，陳生之前在
facebook 發佈的撐警帖子都被「曝
光」，但陳生和陳太都表示，不會改變
撐警的立場。雖然個別警察的做法可能
存在爭議，但如今香港社會若想止暴制
亂，必須要靠警察，如果沒有警察，社
會就會完全失去秩序，強姦、搶劫、爆
竊都無人管。

不會因立場不歡迎任何人
超過半年的暴力示威，令四川辣妹子的

生意也受到嚴重影響，6、7月的生意少了
一半，近期交通情況好轉，生意也好了一
些，但也損失了三成。針對「黃絲」想靠
「黃色經濟圈」自救。陳生直言，劃分所
謂「黃色經濟圈」十分多餘，反而會令香
港更加分化，「我不會因為立場而不歡迎

任何人，會為所有客人提供最好吃的食
物，讓大家開心。」
他笑言，其實每日都有所謂「黃絲」
來店裡幫襯，甚至「港獨」分子游蕙
禎、中出羊子等「名人」都曾來過，也
都說「好食」。他說，大家都是香港
人，如果一些食客想要談論政治，自己
很樂意與他們溝通、討論，但也曾遇到
不講理的，例如在店內播無線的新聞，
就有客人要求轉台，陳生只能說，「冇
得轉啊，得一個台。」一笑帶過。
陳太是四川人，與陳生一起經營這間

川菜館已有6年，兩人每年只休息一兩
日，陳太又當老闆又當廚師，所有菜品
都親手烹調，保障純正的四川風味，每
次上菜時也都認真檢查，如今已積累了
很多熟客，店舖也小有名氣。陳太說，
「許多客人都介紹朋友來吃，我每天都
在想辦法做出更好吃的食物，讓客人滿
意，別人做什麼、說什麼都無所謂。」

遭煽暴屈「藏兇」店主坦蕩續撐警

■店主陳耀雄(右)與妻子接受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