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要團結成日內訌嘅「黃店」？搵個共同敵人就得啦。「人血龍門（龍門冰室）」老闆饅頭

張（張俊傑）控告前員工楊朗誹謗一事引起軒然大波，除咗網民群起狙擊，多間「黃店」近

日都聯合起嚟對抗饅頭張。其中同「人血龍門」最多牙齒印嗰堆「黃店」，噚日一齊發售嗰

本揭露饅頭張黑歷史嘅「抗爭」文本《消失了的聖誕卡》，有網民仲發現楊朗早前經常幫襯

「人血龍門」嘅死對頭「大渣哥茶記」，令人懷疑呢堆「黃店」為咗打沉「人血龍門」呢個生意勁敵，所

以暗地搞場大龍鳳。聽落去好似天馬行空，但喺「黃絲」嘅世界就真係乜都有可能嘅。

呢件事最令「黃絲」不滿嘅有兩點，一就係楊朗係被律政司
起訴暴動罪嘅「手足」；二就係饅頭張搵咗間「黃絲」覺

得係「藍營」嘅律師樓。潛咗水幾日嘅饅頭張前晚就喺「人血
龍門」facebook專頁回應，話佢對楊朗被起訴暴動一事亦「深
感不公義」，但同佢告楊朗誹謗完全係兩件事喎，仲話佢搵嘅
大律師王加豪，曾經喺梁振英告鍾劍華誹謗一案中，為鍾劍華
抗辯。

轟張搵「藍」律師樓
唔少「黃絲」網民睇完都繼續炮轟饅頭張，但「MH Pang」

就解釋，大律師必須經律師轉介聘用，反問如果饅頭張搵嘅江
得源律師樓係「藍營」，點解仲會轉介一個「黃營」律師？佢
仲狂寸楊朗唔止誹謗「人血龍門」，仲誹謗埋江得源律師樓係
「藍營」𠻹！
不過，「Cecelia wong」依然唔理：「張生點解成篇文都冇

提過江得源律師樓？係咪心（身）有屎唔敢回應？」「Ste-
phen Chow」就覺得饅頭張咁做都好合理：「如果我要告一個
人，我會搵一個有把握嘅律師，定搵一個會企係（喺）被告果
（嗰）方嘅律師？如果我告楊朗，我都未必會搵一個有機會同
情『手足』嘅律師。」

「黃店」抽水唱衰張
日日想打沉饅頭張嗰堆「黃店」梗係唔會放過今次機會，其

中「甜一刻」就聲稱佢哋有員工因為同饅頭張有錢銀問題，過

檔之後講咗饅頭張好多衰嘢出嚟，又強調佢哋咁憎「人血龍
門」絕對唔係想搞分化喎；另一「黃店」「新景園咖喱小廚」
就話佢哋永遠企喺「手足」同「雞蛋」一方，大鬧饅頭張「人
面獸心」、「衣冠禽獸」。
經常狙擊「人血龍門」嘅「Anita Wong」就話，饅頭張愈係

唔想大家睇到楊朗踢爆佢衰嘢嗰本《消失了的聖誕卡》，佢哋
就愈要廣傳，仲話如果大家想買呢本書，可以幫襯「水門泰式
雞飯專門店」、「光榮冰室」、「Let's Jam」同「陸陸雞煲火
鍋」呢啲「人血龍門」最憎嘅「黃店」喎。睇到呢度真係不得
不佩服「黃店」嘅生意頭腦，喺打壓敵人、聲稱幫緊楊朗嘅同
時，仲可以順手賣書，真係一箭三鵰！

攬炒區員湊熱鬧博曝光
除咗「黃店」，攬炒派區議員趙家賢亦嚟湊熱鬧，又話自己

多次同協助「黃店」告急嘅楊朗聯絡，肯定對方係真「手足」
喎，點知「Mimi Chan」就話：「多此一舉！你唔講我都知佢
係『手足』啦，無啦啦又話自己同人有關係，博咩呢？」
「Anita Blue」則貼出一張楊朗幫襯「大渣哥茶記」嘅相：

「（楊朗）去『渣哥』度商量點樣繼續喺網上面嘈，都唔去搵
張生傾，知咩事啦！」「kacy Lee」就懷疑：「電視劇好多呢
啲劇情，平時大家互搶手（生）意，見到有龍頭就眼紅人哋搵
得錢多，夾埋一齊搵個卧底砌低佢，少個敵人之後先再慢慢
爭」。「Mary Li」就話：「點都好，張俊傑係賤人就係事實，
呢啲『黃店』都唔好得去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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饅頭張告手足 黃店群起攻龍門
網民揭前員工多次幫襯「渣哥」 疑卧底苦肉計擾敵

打「良心」牌，不如打「手足」牌。有人喺
連登爆料，疑似許智瘋（峯）議員助理話開咗
個抄人 logo 嘅護膚品牌子，極強調請「手
足」，話請咗十幾個。但日前就被踢爆好大
機會冇咁多，甚至冇請過，佢哋兼職員工唔單
只每個鐘得50蚊薪水，有「手足」應徵仲要俾
佢哋鬧「『手足』失業大晒定點？」而呢個牌
子許智瘋都喺IG宣傳過，可能原本啲「手足」
仲以為係「信心保證」，都係勸佢哋唔好咁
天真啦。
早兩日，「窮到打5份PT」喺連登開post介紹

自己嘅護膚品牌子叫GLOIRE，讀音Glory，是
「榮光」英文「Glory」的Old French，「連許智
勇（許智瘋）都有share IG推介」，強調個牌子

「只聘請『手足』」。
好快就有人爆黑料，喺連登開post話，呢個店

主疑似許智瘋議員助理，喺IG話自己係「白鴿
PT議助」，而「GLOIRE」嘅自取點亦係許智瘋
辦事處，而由於佢極強調請「手足」，亦因此好
多「巴絲」支持。

有「手足」應徵俾店方鬧
爆料人話，只係有人想問清楚啲「無叫佢

PROVE任何嘢，淨係問請咗幾多個『手足』，
同埋產品成分嘅來源同產地，店主一直迴避問
題，最後避無可避，打咗一大篇態度惡劣嘅回
覆 。 」 佢 po 出 一 個 應 徵 「 手 足 」 同
「GLOIRE」店方嘅對話截圖證明，入面

「GLOIRE」店方確實有「你係覺得手足失業
大晒定點？」嘅說話。
「GLOIRE」方提到請咗「約十個」「手

足」。爆料人質疑真偽，因為佢哋唔單只冇lab，
連幾千蚊嘅工廈都未租，「點解肯定佢無租？因
為有人想搵工，店主又話只請自己人，事主就聯
絡店主想見工，就知店主扮請人但無任何地方返
工，而且態度好×，仲想chok事主有關lab嘅睇法
想覆返連登『巴絲』對佢製造產品過程嘅質
疑。」

黃絲批食黃血饅頭
佢又話，冇舖位「約十個」人點返工，同埋

「GLOIRE」先係話「由研發到製作過程都係搵

唔同『手足』做」，之後鬼拍後尾枕講自己用咗
「幾年」自己嘅產品，而當時都唔知「手足」喺
邊，所以呢啲言論都引起「黃絲」懷疑。
個化妝品牌中人「窮到打5份PT」就喺連登
堅稱冇講大話，有請「手足」。但個爭執發酵
後，好似啲「手足」仲鬧到許智瘋度查詢，睇
佢哋po出嘅截圖，「GLOIRE」店方就又聯絡
「手足」話搞到許智瘋唔好意思，但唔會如
「手足」意再喺連登解釋，雙方又你一言我一
語互相片咗一輪，最尾「手足」就話「唔好利
用人地（哋）既（嘅）善心去食黃血饅頭啦，
係咁。」其實經過咁多爾虞我詐，希望啲「手
足」都唔好再咁天真，以為真有人會為佢哋嘅
未來買單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疑似許智峯議助「請手足」被踢爆講大話

近排被「黃圈」鬧「食人
血饅頭」嘅一班人，全部同
人稱「人血張」嘅龍門冰室
老闆張俊傑有千絲萬縷嘅關
係，就連近日因強推龍門
「有窿」「良心口罩」而被

圍插嘅「黃化學專家」鄺士山都被揭發屬
於呢個「血饅聯盟」。網民就感嘆「人血
張」簡直係「人渣磁石」，直言驚用咗佢
哋「良心」嘢冇晒良心，所以還是罷了。

辯稱「有窿但冇穿」
口罩有咗窿質量好定唔好？竟成為一個
良心問答題。講得出「CuMask含銅吸入或
有損健康」荒謬言論嘅鄺士山喺某啲原因
下自然覺得有窿口罩都係好。佢日前狂sell
「瓏（龍）門冰室×LOFT，2合1複合熔
噴布」口罩，話「少少窿但冇穿，完全
ok」。雖然龍門近日因控告「手足」搞到
聲名狼藉，但口罩都照打「良心」牌，仲
要用埋「黃色」盒。鄺士山都知道龍門唔
得「黃絲」心，所以專登強調「你哋like唔
like瓏（龍）門冰室同佢嘅口罩質素冇關
呢！」
不過，呢啲辯解唔影響佢被「黃絲」寸
到飛起，好多都搞唔明鄺士山學者「有窿
但冇穿」嘅理論，既然有窿都仲ok「Jojo
Liu」就po出生果網套嘅相，揶揄「咁我不
如帶尼（呢）個！夠晒窿。」

網民搵舊post揭「打倒昨日的我」

鄺士山亦不甘示弱，唔只喺留言度強撐
「有窿冇穿2層真係用得」，噚日更開post
鬧返轉頭：「黄色就啱晒？成日×衝出
嚟×」，轉發埋數月前得出「如果有窿，
複合式比單一片熔噴布安全」結論嘅post，
仲當自己真理化身咁斥責唔buy佢意見嘅
「黃絲」：「二合一熔噴布有窿都唔穿嘅
原因一早講咗，又唔 Google 我舊 post 就
盲×我同瓏（龍）門口罩！」
網民「Thomas Cheung」就質疑：「咁

我做乜唔直接買啲冇窿嘅口罩來戴？」仲
搵到鄺士山嘅舊post，發現當時佢就話「熔
噴布要點先掂」嘅其中一點就係「冇窿」
喎。「Che Che Chong」就鬧：「見到個盒
用黃色去包裝就嘔心，良心口罩喎，良心
呢兩個字佢×資格講！」「Polly Lau」
話：「良心口罩？我驚用完會無左（咗）
良心……不了。」

表白稱「血饅聯盟」成員「女神」
有人就刨根究底，想睇睇點解鄺士山呢

啲荒謬講法都強撐，幾咁唔尋常。發現原
來鄺士山同早前因訪問「黃絲」眼中釘立
法會議員何君堯而被鬧嘅「血饅聯盟」成
員梁芷珊行得好埋，各自都喺facebook發過
對方嘅相，鄺士山仲表白梁係佢「女神」
。專頁「異度空間工作室」就發咗一個
關係圖，揭示梁芷珊原來係「人血張」嘅
生意拍檔，去到呢度有窿口罩質量佳嘅原
因不言而喻。
仲唔只呢啲，被踢爆食「人血饅頭」

前，龍門一直喺「黃圈」龍頭位置，幾乎
唔擺其他小黃店喺眼中，不過，日前就喺
facebook介紹早前因牆壁掛有陳彥霖、周梓
樂樣貌嘅「抗爭掛畫」而被鬧「人血」邊
爐「煲底海鮮火鍋料理」，開尊口話佢哋
「值得擁有更多嘅支持」，可見前路岌岌
可危嘅「血饅聯盟」幾識得抱團取暖。網
民「Zachary Kong」感嘆「人血張」「簡
直係人渣磁石」。「Fong Fong」就話：
「係咩人就會同咩人合作，就係咁簡
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鄺士山夥龍門賣「有窿」罩捱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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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計
走為上？「人
血張」（張俊
傑）近排嘅日
子可謂內憂外

患，唔只俾「黃絲」鬧到飛
起，仲有自己老友同自己「割
席」，不過「人血張」都算係
趁黑暴賺咗一筆，所以都想溜
之大吉，日前就被報有兩舖公
開轉讓「頂手」，連「黃圈」
前龍頭都開始閃，唔知啲人仲
撐得幾耐呢？
「香港人嘅冰室資源分享中

心」嘅Instagram賬戶早前發
咗新帖指責「人血張」入稟控
告已經被控暴動罪嘅「手
足」，話「人血張」畀人插佢
從來冇出聲，但今次要出聲，
爆佢「有錢投資俾（畀）雪糕
店冇錢比（畀）『手足』買
gear」，仲質問佢「退咗黃圈
咁你幾時嘔返家長啲捐款
啊？」「求你哋唔好再支持依
（呢）條×街。」仲問「雞蛋
高牆，你站喺雞蛋嗰邊、定係
高牆嗰邊？」暗指龍門都變咗
「高牆」。
高登討論區facebook早前發

帖話，據了解呢個Instagram
賬戶係前龍門高層負責管理，
仲要一月頭已經停止更新。
今次突然更新，足見「人血

張」嘅人緣幾咁好。
日前高登討論區facebook再

發帖，話有龍門現職高層向佢
哋透露龍門北角炮台山同埋尖
沙咀分店公開轉讓「頂手」。
消息人士話雖然龍門於國安法
生效先話要「退出黃圈」，但
退出念頭早已萌生。
趁黑暴賺到盆滿缽滿嘅「人

血張」當然要趁勢撤退啦，不
過仲有好多「黃店」打住換湯
不換藥嘅旗號，做緊同龍門一
樣嘅嘢，就唔知啲「黃絲」係
唔係有智慧分辨唔再被騙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違法
「佔中」多年來撕裂香港，摧毀法
治精神，更被視為過去一年多社會
動亂及仇恨充斥，數千人因嚴重暴
力違法被捕的禍根。全國政協副主
席梁振英在 fb發帖，提及「佔中」
前曾出現自詡為「十死士」的十
人，他們以壯烈的稱號鼓動他人違
法，卻「自己止蝕，害到是跟風的
小戶輸突」。他慨嘆說，正是此等
「投機主義的口水佬」，令大批
「政治小戶」受牢獄之災，「而且
除了『手足』兩個字之外，連一個
較像樣的稱號都沒有」，令人唏
噓。
梁振英在帖子中表示，今年剛進大

學的青年，可能從未聽過「佔中十死
士」稱號，此十人包括生意人蔡東
豪、客戶關係業者徐少驊、講師邵家
臻、基金經理錢志健、醫生吳錦祥、
律師鄧偉棕、牧師郭乃弘、作家陳

慧、中學教師張銳輝及教協電腦部副
主任潘瑩明等。

「自己止蝕害小戶輸突」
這些人在2013年曾聲稱「決志參與

佔領中環，事後將主動自首並在法庭
不作抗辯」，但實際上幾乎全部「走
數」，只有邵家臻一人糊里糊塗走進
監獄。
梁振英說，此「十死士」根本只是
「投機主義的口水佬」，一開始鼓動
他人違法，「就像股票市場炒即日鮮
一樣……一買一拋之間，自己止蝕，
害到是跟風的小戶輸突。」他們讓大
批「政治小戶」、「手足」受牢獄之
災，自己卻一早悻悻然離開，至今
「肥肥白白」，更因香港的繁榮袋了
不少錢，實在不公。但他強調，此等
投機分子的言行，始終會被清楚紀
錄，「幸好，我們這一輩人，還記得
『佔中十死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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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士山推「瓏（龍）門冰室」口罩，指「少少窿
但冇穿，完全ok」。被「黃絲」寸爆。fb截圖

CY批「佔中十死士」投機口水佬

■「Anita Wong」叫「黃絲」買《消失了
的聖誕卡》，疑幫緊競爭對手宣傳。fb截圖

■張俊傑強調楊朗被控暴動罪跟告誹謗為兩
件事。 fb截圖

■「佔中十死士」與「佔中三丑」。
資料圖片

■梁振英指「十死士」鼓動他人違
法，卻「自己止蝕害小戶輸突」。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