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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登仔」日前號召網民昨日在全港進行所謂「舉旗貼

旗大行動」，煽動黃店張貼「台獨」旗幟，惟懾於香港國

安法之威，幾乎無人敢響應。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走訪全

港多區的黃店，並未見到明顯的「台獨」宣傳品，只有瓏

門冰室在自己店舖外牆牆鬼祟貼出幾幅A4大小的台灣地區旗

幟。香港各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言，是

香港國安法強大的阻嚇力，才令今年情況與去年如此不

同，分裂勢力不敢再明目張膽散播「台獨」及「港獨」，

又讚揚食環署等政府部門接到市民投訴後，快速清理有關

宣傳品。

僅瓏門冰室鬼祟貼小幅台灣地區旗 各界讚食署速清理宣傳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連登仔」日前號召的大型
「慶祝」活動，可謂完全

「流產」，市容幾乎與往常無異，
僅有深水埗攬炒派區議員甄啟榮布
告欄的一側，及香港中文大學校園
內張貼了少量小幅台灣地區旗幟，
另有一名男子昨晚在旺角警署揮舞
台灣地區旗幟。在旺角東站的天橋
處，去年昨日曾貼滿了「台獨」宣
傳品，但今年卻完全見不到一張貼
紙，而瓏門冰室在自己店舖外牆鬼
祟貼出幾幅A4大小的台灣地區旗
幟。

陳勇：有賴市民報警投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批評，瓏

門冰室在門外張貼台灣地區旗幟涉
嫌違法，警方應該嚴肅執法。昨日
香港並未出現大量「台獨」文宣，
實有賴市民對此及時報警投訴，食
環署亦快速清理。因此，只要市民
與特區政府部門通力合作，不斷監
督政府部門盡職盡責做應該做的
事，就一定能夠維護法制，守護香
港的核心價值。

王國興：分裂勢力不得人心

工聯會立法會前議員王國興透
露，食衞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傍晚曾
與他聯絡，指食環署非常重視該事
件，在接到有關懸掛「台獨」旗
幟、圖片或標誌等宣傳品的投訴
後，會第一時間派員清除。他對食
環署主動執法表示讚賞，並希望今
後能繼續保持高效。
他強調，如今「台獨」的分裂勢

力已經不得人心，隨着國家綜合國
力的不斷增強，解放軍的實戰演習
亦對「台獨」勢力起到了很大的震
懾作用，香港市民和商家亦應該認
清現實。香港國安法讓香港環境大
為改變，據悉，一些酒樓也取消了
往常於昨日舉辦的「慶祝」聚會，
直言酒樓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區員料青年不再以身試法
油尖旺區議員孔昭華指，比起去

年遍地是「台獨」文宣的狀況，今
年在區內並未發現「台獨」宣傳
品。他直言，是因為香港國安法有
很強的阻嚇力，相信曾經被人誤導
的年輕人現在也可以看清現實，不
會再以身試法、自毀前途。

■瓏門冰室鬼祟貼出A4大小的台灣地區旗幟(紅圈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黃店不敢再明目張膽散播「台獨」及「港
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
「連登仔」昨日不僅號召大規模張
貼「台獨」宣傳品，更藉機組織所
謂「黃店感謝日」，但未見太多
「黃絲」響應。 facebook 專頁
「10.10 黃店感謝日」聲稱，有
1,500間黃店都參與了活動，號召
「金魔法師」「課金」。然而，香
港文匯報記者在街頭走訪，並未發
現有所謂的「爆買」跡象，其中只
有較有名的幾間「黃店」有食客等
位，其他「黃店」並未分到一杯
羹。「連登仔」「食哂全部囡」昨
日亦在連登發帖，「正式宣布」行
動失敗，仲質問香港哪有「兩百萬
黃絲」。
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了港九多個

參與該活動的黃店，發現只是網上
有較多討論的「瓏門冰室」、「阿
木台灣面」、「水門雞飯」等生意
較好，門外有食客等位，但據悉有
關店舖在平日的生意亦不錯。至於
其他小店的生意並未有明顯改善。
正值午膳時間，記者見到「阿木

台灣面」門外約有二三十人等位，

但其左邊的兩家貼滿黑暴文宣的黃
店「越男仔」和「串Grill」完全不
用等位。而「阿木台灣面」等位的
龍尾已經排到兩間店舖的門口，相
比之下，無名氣的黃店生意實在相
當淒慘。
記者於中午近1時經過兩間參加

了「黃店感謝日」的奶茶舖，發現
兩舖竟均屬半落閘狀態，好似唔歡
迎黃絲來「感謝」。
面對「黃店感謝日」失敗的現
實，「連登仔」亦有辦法自圓其
說。「破地獄痾啦痾啦」就稱，過
去整年都有去黃店幫襯，「係唔係
今日都冇所謂啦。」

陳勇：「黃圈」典型騙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坦言，

「黃色經濟圈」明顯是大佬賺錢、
小弟當炮灰的典型騙局，就連黎智
英兒子的四季常餐餐廳，都沒有主
動亮明黃店立場，擺明要做兩邊生
意。相信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市
民不會再長期被「黃色經濟圈」欺
騙。

喺「黃色經濟圈」生存認真
唔易，「同路人」之間成日互
相「殘殺」。「人血龍門（龍
門冰室）」老闆「饅頭張」
（張俊傑）早前因控告「手
足」Marco而被圍攻，導火線就

係因為Marco寫咗本揭露「饅頭張」黑歷史嘅《消
失了的聖誕卡》。家件事嘅熱度雖然啱啱冷卻咗
啲，「富東閣海鮮酒家」日前卻無啦啦喺facebook
上載咗本書嘅封面，佢哋即刻觸動咗「龍粉」神經
而被狂插，揚言唔會再幫襯。間舖就好快刪帖，又
發聲明話此舉只係單純為咗支持「同路人」，對內
裏乾坤並不知情。見佢咁冇腰骨，龍門死對頭「渣
家軍」都唔放過佢，寸佢一係怕是非，一係怕分清
是非。

「龍粉」群起而攻 聲言不再幫襯
一股以「龍粉」為主嘅勢力，早前開咗facebook

群組「渣家軍人西炒車事件簿」，日前就有人喺個
群組貼出「黃店」「富東閣海鮮酒家」上載《消失
了的聖誕卡》封面嘅截圖，稱「又多一間可以
（上）blacklist（黑名單）」。一石激起千層浪，聚
集諸多「龍粉」嘅「事件簿」群組，即刻群起而攻
之，聲言不會再幫襯。網民「Andy McEveley」懷
疑「莫非係佢同Marco合謀」，「Shan Chung」就
不滿「又要埋渣×堆，明明唔關佢事」。

稱不知《消失了的聖誕卡》內容
「富東閣」見勢色唔對路即刻刪帖，更出聲明
聲稱本書「是某顧客向店長要求支持，……收到
本書膠套還未拆，本人絕不知道書中內容，出帖原
意只為支持『同路人』」，又話自己係見到多方討
論「在不知原因下決定刪文」，仲聲稱「只想老老
實實做生意，不願在是是非非中浮浮沉沉」。
不過，入得「黃色經濟圈」，凡事由不得你。
網民「陈家俊」就話「告急果（嗰）陣咪大×大聲
話自己『黃店』，衰左（咗）果（嗰）陣就話自己

想做本業。」「楊子龍」就覺得：「你哋做得最錯
嘅，係先出錯Post，之後收返再表明唔係想支持手
足，咁即係當眾割蓆（席）啫！你有冇考慮過你咁
做會令到幾多人誤會？你咁樣做，對唔對得住畀
（俾）人告緊嘅『手足』？」
「Wishing Tree」就狠批：「咁快同『手足』
割，一試就知真黃偽黃。」「Sun Leu」直情話，
「一聽到啲龍粉話罷買就即刻跪低，呢啲咁冇腰骨
嘅，真係唔好×叫自己做黃店囉！」
「渣家軍」一分子「Let's Jam 一起果醬」都發

帖質疑富東閣：「怕是非，定怕分清是非？」雖然
都有人稱可能「富東閣」只係冇時間了解當中是
非，「一起果醬」都覺得「有可能」，但「一定唔
係藉口」。
「Bruce Lee」就揶揄：「梗係生意要緊啦，明

知蝕錢表態嚟托杉。」「Blair Shiu」就睇透「其
實個老闆都係見龍衛兵話unlike，又話唔再幫帽
（襯），驚影響生意而跪低」。「Alan Tsang」一
矢中的，話「黃色經濟圈」「只係圍爐互相掩飾醜
惡，一齊消耗『抗爭』呃細路課金，不用分得太
細，也不用分清是非阻財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公民黨主席梁家傑竟
然「勇武」，走去學黑
暴分子「裝修」？傻
啦，呢啲離地藍血人只
會叫人去做嘅啫，自己

身嬌肉貴點會想「人生更精彩」吖！事
緣梁家傑見昨日有人吹雞撐黃店，身為
攬炒派頭面人物梗係要落場打吓卡當做
咗嘢，點知佢喺fb發帖時，就話自己去
咗「裝修黃店」，結果梗係俾人瘋狂恥
笑。有「黃絲」就有感而發，話連「裝
修」呢個詞都唔知道，證明佢有幾離
地，「呢啲人仲話領導我哋爭取民主
喎，領導我哋入棺材就得！」
梁家傑噚日喺 fb發帖，話自己「已

經裝修咗兩間黃店」，有「喜來登」

餅店同金祥排骨麵，仲「巧遇余若
薇」。不過，一個post 短短幾句話
就錯咗兩樣嘢—一、「裝修」係黑衣
魔破壞人哋店舖嘅用語；二、佢幫襯
嗰間餅店唔係叫「喜來登」呢。可能
知道衰咗，佢隨後改正用返班黑衣魔
幫襯店舖嘅用語「懲罰」，同更正返
間餅店嘅名。

黃絲：連舖頭名都講錯
成班黃絲就喺「連登討論區」同fb瘋狂
恥笑梁家傑。「矮肥毒×」就揶揄：「條
友真係唔識架（㗎）喎！」「如果一打」
亦話：「連舖頭名都講錯，舊年仲扮friend
走去買月餅，原來連人地舖頭名都唔記
得。」「腦魔（二世）」揶揄：「證明佢
過去嗰一年都係瞓緊覺。」
「恆屍」就唔信梁家傑話自己「巧遇余

若薇」：「余若薇買午餐都點秘書去買，

要用私家盒死都唔用食肆果（嗰）款
cheap膠，呢班人係穿著（着）得求其，
但呢個係宣傳手法根本唔會睇得起基層。
所以當時余若薇係（喺）d100（網台）反
對全民派錢，話只會比（畀）呢班人濫用
買iphone，但同一集就話希望有電動車優
惠（自己想換環保車）。」
有人就覺得梁家傑同余若薇呢種藍血

人有咁嘅表現係意料之內嗰噃。
「Kurisu Lam」道：「廢老扮潮係咁上
下啦，2020年尾都嚟緊喇裝修同懲罰都
唔識分！」「ほこり ともじん」話：
「連自己做緊乜都唔知，符合一貫離晒
地作風。」「再見」更爆粗道：「呢啲
政壇老屎忽快×啲死！扮貼地，收皮喇
律師黨！」

網民：仲話領導爭取民主喎
「白禮」亦指：「見証（證）社會賢

達有幾離地，又幾想貼地，可惜事與願
違，好多野（嘢）扮唔到嫁（㗎），
唉，收皮啦好嘛？你打卡衝出黎（嚟）
×我好難扮睇唔到嫁（㗎）！」「Ar
So」寸道：「跟住呢啲人仲話領導我哋
爭取民主喎，領導我地（哋）入棺材就
得！」
「倉爸」就幫梁家傑辯護：「老人家

係咁上下啦，咁都好挑剔。」「愛爾蘭
共和軍」更話：「咪分化啦，泛民家陣
議會戰線前線手足黎（嚟）！」「沒有
偶然」即反唇相譏：「政棍就政棍啦老
人家！」「申請」直言：「其實你地
（哋）訓（瞓）醒未？公民黨同成班泛
民當年動議改議事規則，賦予主席無上
權力同剪布，議會抗爭就係咁失效。當
失效後，泛民就開始議會抗爭做大戲
喇！點解要失效先咁做？因為知你真係
傻仔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黃店感謝日」失敗 街頭無「爆買」跡象

■香港國安法保「一國兩制」，還香港穩定。 資料圖片

得罪「龍粉」即「跪低」
「富東閣」被鬧怕是非

梁家傑「裝修」黃店？離地言論被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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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記錄顯示，梁家傑改正用返班黑衣魔幫襯店舖嘅
用語「懲罰」，同更正返間餅店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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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東閣」見勢色唔對路即刻刪帖，再出聲明
「跪低」。 fb圖片

■「皇茶」午飯時間落半閘。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 「 越 男
仔」完全不
用等位。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茶半香初」無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串Grill」門可羅雀。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