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珮帆與何君堯昨日到觀塘「撐警」店舖「榴槤BB」
撐場，呼籲市民要重過正常生活，繼續消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自修例風波以來，黑衣

魔不斷令社會嚴重分化，

包括在日常消費入手促成

所謂的「藍黃經濟圈」，

「逆我者亡」地將不撐黑

暴 的 店 舖 定 義 為 「 藍

店」，予以杯葛、滋擾、

打壓甚至肆意破壞。在一

片黑色恐怖中，榴槤產品

專門店「榴槤BB」無懼惡

勢力，開腔撐警，因而成

為「黃絲」攻擊對象，生

意一落千丈，員工更被嚇

至不敢上班，一度要休

業。但負責人KK表明無悔

挺身說公道話，並強調自

己的決定是要向暴徒展示

香港沉默大多數市民反對

暴力：「我們需要更多反

對暴力的朋友站出來，讓

暴徒知道自己並非大多

數！」他希望一眾暴徒能

放下屠刀，回頭是岸。

同樣因撐警而被暴徒抵制的鯉魚門銀龍咖
啡茶座負責人李凱瑚，及其他「藍店」

老闆，昨日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及新
界西立法會議員何君堯一同到「榴槤BB」支
持KK。

暴亂嚇怕內地客損生意
開業兩年多的「榴槤BB」，自去年6月修例
風波爆發後生意明顯減少，連最受歡迎的榴槤放
題訂座情況亦變差。KK特別提及內地客人不敢
來港對他影響最為嚴重，「我們訂位制度不用訂
金，客人訂了位我們就預備榴槤，但客人被迫臨
時取消行程，榴槤就浪費了。」
他續說，香港的局勢近日雖然稍為緩和，

但不少內地客仍持觀望態度，未敢來港，
「我們已有一段時間未有接到內地客人的訂
座。」
「榴槤BB」生意轉差的原因，還包括該店

在去年10月初在facebook專頁發聲明批評暴
徒的破壞行為，並強調該店一向擁護一個中
國、反對任何分裂中國的行為。在該聲明發
出後，「榴槤BB」即時被歸類為「藍店」，
一些屬「黃絲」的熟客亦不再光顧，有人甚
至對該店作出抹黑行為，誣衊該店的榴槤難
吃甚至「有毒」。

員工不敢上班一度休業
KK還提到，暴徒在特區政府宣佈引用《緊

急法》訂立《禁止蒙面規例》當晚四出放
火，更焚毀該店附近的港鐵觀塘站設施，而
該站是自己與同事每日上班必經的地方。他
批評暴徒的違法行為對市民生活構成極大不
便，該店部分兼職員工事後亦被嚇至不敢上
班，令店舖的運作大受影響，曾連續多日被
迫暫停營業。
水果是新鮮食品，不能存放太長時間，店

內的招牌貨品──一盒5件5款不同品種的榴
槤「品鑒盤」，近日要推出買一送一優惠救
亡。KK表示，推出優惠只是希望令熟客留意
他們，知道「榴槤BB」仍然運作，並期望可
以建立口碑，吸引新客群。
撐警、支持止暴制亂雖然令「榴槤BB」經
營頓時變得十分困難，但KK表明絕不後悔發
出有關聲明，「要讓大家知道我們有這個想
法，大部分沉默的人都是支持警察，如果我
們不讓暴徒知道我們的不滿，他們只會變得
更囂張，我們需要更多反對暴力的朋友站出
來，讓暴徒知道自己並非大多數！」

與鯉魚門銀龍聯手抗暴
李凱瑚則透露，自己打算與KK合作，計劃

將榴槤食品加入其茶餐廳的餐牌，包括推出
榴槤西多士及榴槤奶茶等，互惠互勉，力抗
黑暴。

無懼「黑」勢力 榴槤BB：暴徒非大多數
遭黃絲打壓仍堅持講公道話「我們需要更多反暴力朋友站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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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去年11月，因看不過眼試圖阻止
黑衣魔破壞港鐵馬鞍山站站內設施、最後被火燒的
李生，目前仍在醫院留醫。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和工聯會代表將一筆建造界朋友的捐款送交李
太。林鄭月娥批評，暴徒動輒私刑、恐嚇、毆打甚
至火燒無辜市民，又採取「起底」和「裝修」等手
段去意圖滅聲，加上部分媒體的偏頗報道和網上充
斥着的假消息和謠言，隱藏甚至美化暴徒的野蠻和
卑劣行徑，令人憤怒。

向李太轉贈建造界捐款
去年11月11日，十多名黑衣魔在港鐵馬鞍山站
內破壞，其間李生看不過眼試圖阻止，但寡不敵
眾，被暴徒圍毆致頭部受傷流血，但李生並未因此
退縮，倒地後即爬起身追趕暴徒，一直追至港鐵站
外行人天橋。當時，多人在天橋上阻撓李生掩護黑
衣魔逃走，李生憤怒斥責：「你們全部都不是中國
人！」隨即遭掩護暴徒者以粗言穢語辱罵。一個黑
衣魔突然從人群中向李生淋潑易燃液體並迅速點
火。李生瞬間被燒成「火人」，全身熏黑、嚴重燒
傷。

李生其後多次接受植皮手術，情況反覆，目前仍
在醫院留醫。林鄭月娥昨日在fb發帖表示，李生是
建築工人，為向他表示關懷，她認識的一班建造界
朋友發起了籌款，早前已經把10多萬元送交李太。
昨日，自己和他們一起將另外的30萬元捐款交給李
太，並向她和李生表達慰問，希望李生早日康復。
林鄭月娥在帖中表示：「李伯受殘害的駭人影像

仍然歷歷在目，暴徒容不下其他人持不同意見，動
輒『私了』、恐嚇、毆打甚至火燒無辜市民，除李
伯被嚴重燒傷，早前政府外判清潔工羅伯更被暴徒
用磚頭擊斃。」

批部分媒體欲美化暴行
她續說，除了危害市民人身安全外，暴徒又採取

「起底」和「裝修」等手段去意圖滅聲，加上部分
媒體的偏頗報道和網上充斥着的假消息和謠言，使
暴徒的野蠻和卑劣行徑被隱藏，甚至被美化，實在
令人憤怒。
根據林鄭月娥上載的照片，陪同她向李太送交捐

款者，包括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和建造業總工會會務
顧問周聯僑。

慰被焚李生妻 林鄭批暴徒圖滅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黑衣魔的暴力衝擊在過
去逾7個月多次令公共交通
工具停駛和商舖關門，市民
外出的意慾大減。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葛珮帆與新界西立
法會議員何君堯昨日到觀塘
「撐警」店舖「榴槤BB」
時，呼籲市民要重過正常生
活，繼續消費，令香港經濟
早日走出難關。
持續的暴力衝擊嚇怕不少

市民，葛珮帆透露，自己身
邊有不少朋友自去年6月開
始就減少外出，而這種情況
令不少商戶生意大減，經營
十分困難。她呼籲市民放假
時要多外出消費，促進香港
的經濟活動。
被問及泛暴派要建立所謂

「黃色經濟圈」，葛珮帆及
何君堯均認為商戶的立場並
不重要，不在乎顏色，最重
要的是貨物品質。何君堯更
即場拿起一件榴槤笑言：
「榴槤是黃色，但好吃的我
一樣吃！」
葛珮帆補充，香港社會

應該團結一致，不應有顏
色及黨派之分，而所謂的

「黃色經濟圈」是暴徒用於分化市
民的「圈套」，「如果一盤很好的
生意只是因為老闆的個人政治取向
就被杯葛，不能繼續下去是十分可
惜的，大家都是中國人，是香港
人！不應分你我。」

有時啲「黃絲」真係好分裂
㗎，呢頭賣慘情，嗰頭賣雪
糕，竟然有人咁都覺得冇違和
感㗎喎。荃灣有間雪糕店近日
推出一款所謂「催淚彈」味雪

糕，話係想大家唔好忘記「抗爭者」喎，但
唔少網民就覺得間雪糕店就真係冇忘記要消
費「抗爭者」嘞，鬧爆佢哋食人血饅頭，但
有啲鍾意食玩瞓嘅「黃絲」就依然支持，間
雪糕店就鬧啲話佢消費「抗爭者」嘅人係
「冷氣軍師」。其實又真係點鬧都啱嘅，過
去7個幾月佢哋都係一時一樣咁鬧人㗎啦，
唔係仲未慣啊嘛？
facebook 專頁「See 生活」前晚出咗個
post，話荃灣荃新天地有間雪糕店，出咗款
「催淚彈」味雪糕，個老闆話「係希望大家
消費嘅同時，唔好忘記一班『抗爭者』喺過
去咁耐以嚟嘅無私付出」，仲揚言一日未
「抗爭成功」，一日都會賣呢款雪糕。之後
個老闆就懶幽默話雪糕不含二噁英或有毒殘
留物喎。

同道批「兄弟爬山唔包玩膠」
呢個老闆仲有心思研發新雪糕口味，但好
多「手足」就唔係咁諗。「Enya Wong」客

氣地話︰「唔好攞呢d（啲）嘢黎（嚟）講
笑。」「Joyce Tang」火爆地鬧︰「對唔對
得住『殉道』班『烈士』？嗰上萬粒tg（催
淚彈）係咁（畀）你當噱頭賺錢？唔好又話兄
弟爬山啊，玩膠唔叫爬山架（㗎）。」「Yuu
Yau」亦反問︰「好好玩？咁鍾意食催淚彈
走去前線用個口接住黎（嚟）咬啦。」
「Gordon Li」就揶揄：「有冇人血饅頭

味？」「Anya Tan Terence Chan」恥笑：
「一早都話佢哋中（鍾）意催淚彈味㗎啦，
唔吸唔安樂！」「Vinus Chan」道：「喲
（啲）家長帶埋細路出黎（嚟）示威，又話
有毒叫警察唔好射，而（）家叫人食，思
覺失調！」「Toto Le Hero」就講得最直
接：「大佬呀唔好咁黐線啦！」
為免槍林彈雨嘅罵戰擊殺自己人，有啲

「黃絲」就出嚟澄清間雪糕店係「真黃
店」，仲話間舖頭有支援過「手足」。
「Jeff Arlo」反擊︰「有D（啲）人以為救完
人就可以攞正牌做其他蠢事，而港珠（豬）
一見話救過人就射咗，唔再思考下（吓）佢
做嘅其他野（嘢）啱唔啱。」

老闆還拖被問係咪想「裝修」
俾人鬧到咁，間雪糕店都自爆身份，用舖

頭賬號「Sogno Gelato」留言開拖︰「我做
乜×野（嘢）唔×啱呀，出黎（嚟）講喇，
落鋪（舖）等！」佢又話自己食催淚彈一定
多過「冷氣軍師」，語氣真係同啲黑衣魔一
樣。間舖仲話自己整呢個雪糕仲有《紐約時
報》訪問𠻹。「Reiji Ri」恥笑︰「國際線？
我只睇到×事×出國際，係你自己自我感覺
良好覺得好威咋。」「Andy Leung」終於帶
出熟悉嘅台詞︰「Sogno Gelato，你係咪嫌
自己間鋪（舖）太舊（要裝修）？」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賣「催淚彈味」雪糕 黃店食血饅仲鬧人
�&1
�� 泛暴派「講一套，

做一套」是常識吧！
泛暴派新晉區議員又
再示範咩叫「寬以
待己，嚴以待人」。

話說建制派扎實的地區服務，一直
被泛暴派妖魔化成「蛇齋餅糭」。
美籍荃灣區議員岑敖暉日前就喺fb
「賣廣告」，原來佢夾埋3名「手
足」區議員，合辦咗個新春特價美
食旅行團，擺到明「失節事小」，
都要用「蛇齋餅糭 2.0」餵飽班「手
足」。
岑敖暉班荃灣泛暴區議員日前大

搞特價團，據fb的廣告介紹，不但
包酒店buffet，更可暢遊孫中山紀念
館、鎮海樓公園、赤柱風情街等港
島歷史文化景點，包埋平安保全包
價成人每位都只係198元，而小童及
長者更只收168元。
不少網民留言指「好吸引，淨食

自助餐都低（抵）」。「Angelyma-
ma Agatha」更問：「唔（係）荃灣

友得唔得。」不過，在泛暴派長期
抹黑「蛇齋餅糭」下，「Christy
Chan」就留言質疑佢言行不一「間
中同街坊聯誼下（吓）係好但千祈
唔好學民×聯咁淨係蛇齋餅糭」云
云。

泛暴派屢矮化市民貪小便宜
其實，區議員理應透過不同方式

服務社區，但建制派過往在地區因
應時節舉辦如蛇宴、齋飯、月餅和
糭子等應節活動，就被泛暴派抹黑
成只靠利益去買選票，只是泛暴的
「小人之心」。恒常的全方位地區
活動，無論是影證件相、協助申請
綜援、免費法律諮詢、打防疫針、
舉辦特價旅行團等，既能凝聚社區
不同社群，亦加強了對所有街坊的
關懷與交流。泛暴派在選前把受惠
的市民矮化成只貪「着數」的「廢
老」或低收入人士，卻又在當選後
即辦特價團，將其雙重標準的本質
盡呈現。■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岑敖暉派「蛇齋餅糭」
證雙標抹黑建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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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與吳秋北和周聯僑探訪李太，並向其轉交建造業界的30萬元捐款。 林鄭月娥fb圖片

■雪糕店鬧話佢消費「抗爭者」嘅人係「冷
氣軍師」，有人製圖反諷。 fb截圖

▶「榴槤BB」的招牌貨品──榴槤「品鑒盤」，近日推
出買一送一優惠救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