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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香港 反對佔中

旺角變「死角」商戶憂每況愈下
內地客指「佔領」氣氛恐怖 憂衝突危及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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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女記亂攀車 影片還警清白

旺角重要道路被示威者「佔領」達
21日，雖然警方17日曾經清除道路上
的障礙物令部分道路重開，但激進示威

者於同日晚上再度佔領旺角，旺角商戶和市民被迫
再受「佔領」行動影響，令該區變「死角」。有商
戶坦言曾因恢復正常秩序感到開心，現在卻擔心混
亂情況繼續下去，香港情況會愈來愈差。有內地旅
客對「佔領」行動感到擔心，形容現時氣氛恐怖，
擔心有衝突發生，影響人身安全。

堵路巴士減班 1/3車長「補水」錢被「佔」

旺角18日依然有大批示威者聚集，附近商店生意繼續受
到影響。旺角一間珠寶店外貼了多張「大字報」，明言

現時情況「慘！！！」，「生意大受影響，旺角商舖何時可
翻身？」珠寶店員工許先生表示，自從「佔領」行動以來，
生意都跌了80%，所以店內鑽石價格大減至五折，金飾手工
費更降至三折，以吸引市民購物。

17日「光復」曾喜 午後混亂提早關門
許先生坦言，17日彌敦道道路一度恢復，曾令他因為恢復

正常秩序感到開心，但到當日下午5時許已開始變得混亂，
擔心人愈來愈多，故當晚提早約1小時關門。他指，香港本
來是一個好地方，大家都不希望差下去。他擔心若果情況繼
續下去，香港會愈來愈糟。
他說：「馬路本來用來行車，而當示威者一旦起哄，實在

難以控制場面，不知會有何事發生。」他認為警方一定要
「清場」，否則難以維持秩序。他認為參與示威的學生的確
很有理想，但實在入世未深，未有考慮周詳。

果汁店生意減半 被迫推車仔兜售
本身在豉油街租舖經營果汁店的溫太亦指，「佔領」行動
令街舖少約一半生意，為了承擔高昂舖租要到被「佔領」的
街道推車賣果汁，售價也較店舖價為低，期望可以薄利多
銷，減少損失。她坦言，雖然現在賣貨量較平日多，但因為
售價較低，所賺金錢不及往時。
來自廣東中山的旅客楊女士住在彌敦道一間賓館，指早前

在內地已聽聞香港發生「佔領」行動，17日到旺角時本來亦
看到彌敦道上有車行駛，到晚上購物回賓館時，卻發現賓館
樓下有大量示威者聚集，很多人都打開雨傘，又拍手、起
哄，令她感到擔心。
她又指，自己已多次到香港觀光購物，之前都覺得香港是
非常繁忙但先進的地方，現在卻變得很不方便，氣氛更很恐
怖，擔心有衝突發生，影響人身安全。
經營報紙檔的女士表示，「佔領」行動對生意有影響，比

平日清淡。她又指，她過往都會從深水埗的家搭巴士到旺角
開檔，現在卻要花20分鐘徒步上班。「搭港鐵都要行上行
落，不如直接行返工。」她批評「佔領」行動令她乘車非常
不便，希望可盡快重開路面。

再混亂本地客怕怕 生意跌九成
珠寶店店員邱先生則形容旺角已成為「災區」，除了缺乏
內地客外，本地客亦不敢到旺角，珠寶店生意已較平日下跌
80%至90%。他又指，17日警方一度重開路面，也曾令他開
心了一陣子，可惜未待生意回升之時，旺角又再出現混亂，
珠寶店也提早1個多小時關門。他也替負責開路和維持秩序
的警員感到很慘和無奈，希望「佔領」行動可盡快結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違法「佔領」
行動對各行各業造成嚴重經濟損失。「保衛中
環」工作組召集人何君堯18日表示，受影響的
商戶及市民可以透過法律途徑，向主體策劃和
煽動「佔領」行動的「佔中三丑」索償，追討
因「佔中」導致的損失，警方也應盡快拘捕
「佔中三丑」等主事者，「誰人要求請飲
（『佔中』），誰人就要找數。」
何君堯18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佔

領」行動有可能掀起索償潮。「保衛中環」已
從索償基礎、渠道和方法三方面做準備工作，
並已將有關資料放上工作組的網頁。受「佔
領」行動影響者，可循「公眾騷擾導致損失」
及「經濟侵權」兩方面，向小額錢債審裁處提
出5萬港元以下的索償。

讚警表現克制 促盡快拘「三丑」
他並讚揚警方連日表現克制、和善，並強調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警方應盡快拘捕「佔
中三丑」等主事者，而「公民抗命」只是「政
治理念」，不能成為抗辯理由，「佔領」者應
「停一停，諗一諗」。
何君堯又批評，反對派要求的「公民提
名」，違反香港基本法。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已明確規定，特首須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
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並以吃自助
餐比喻，「是否無魚子醬（『公民提名』）選
擇，就不是自助餐？」

自從「佔領」事件發生後，反對派不時在互聯網上
載抹黑警員的影片，但近日，有不少熱心網民自行翻
查資料，製作影片嘗試還原真相，還警察一個公道。
18日，網媒「港人講地」轉載了網民影片「凡事唔
好睇表面！警察亂捉女記者，打壓新聞自由？咪玩
啦！」揭發了傳媒早前兩則失實報道的真相。

「打壓新聞自由」報道失實
「港人講地」18日轉載網民影片，批評部分媒體

失實報道，抹黑警方或嚴重向佔領活動傾斜。該條影
片名為，「凡事唔好睇表面！警察亂捉女記者，打壓
新聞自由？別玩啦！」。

片段講述了早前一名外國女記者遭警方拘捕，及反
對開通馬路司機的訪問。

事緣一名外國女記者前晚在旺角採訪時，遭
警方拘捕。某些偏頗的媒體即指警方「胡亂拘
捕記者」，扣上「打壓新聞自由」的帽子。最
後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原來那名外國女記者站
上了一輛私家車上拍照，有涉嫌破壞他人財物
之嫌，車主報警，警員遂「做嘢」。「港人講
地」慨嘆，曾經錯誤批評警方的媒體不會為此道歉。

反開路司機 原是示威者
另一宗就是早前旺角清場後，有電子媒體記者訪問

一位反對開通馬路的司機，該名司機口口聲聲表示，
「道路屬於人民，反對暴力滅聲。」但事後卻遭人揭
發，該名所謂的司機，其實就是示威者，清場期間亦
一直在場。「港人講地」質疑這位受訪者能否真的可

以代表「市民心聲」。
有網民看後批評指， 「自編自導自演！勁！今屆

奧斯卡影帝你哋班人攞哂！只管周公放火，不准老伯
姓點燈就是你班人囉！」有網民則指，
「網上傳聞，如非親眼目睹，切記不能
盡信，自己應作理性分析，方可評
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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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柱國：港內傷或掀失業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佔領中環」已超
過20天，不少市民已忍無可忍，但示威者聲稱是
為香港人爭取民主。全國政協常委何柱國18日指
出，「佔領」已令香港內傷，之後或會出現失業潮
及店舖關閉，「這個就是學生令香港付出的代
價。」

令港付出代價 示威者自私
何柱國18日在出席特區政府勳銜頒授典禮後表
示，香港人講實際，勤力工作，但「佔中」已令香港
內傷，之後或會出現失業潮及店舖關閉，「呢個就係
學生令香港付出嘅代價」，又質問示威者霸佔馬路
「自唔自私啲呀？」
他並引用長實主席李嘉誠早前表示「不要讓今天的
激情，變成明天的遺憾」，呼籲「佔中」到某個地步
就要收手，學生不要被人利用，指爭取民主有很多方
法，最重要是合法。

質疑「雙學」「佢無資格代表我」
何柱國強調，自己17日在電視看到有學生聲稱代

表香港人爭取民主，但示威者其實只代表他們那一部
分的人，不應說自己代表香港人，「他無資格代表
我。」旺角也不是屬於學生，即使學聯代表或「學民
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到旺角，也不夠膽說旺角是他們
的。
他並質疑，「佔中」是有組織的，不斷有物資供

應，比警方還豐富，「唔係有預謀係乜嘢呢？」而
「佔中三丑」已經沒有用，因「佔中」被騎劫卻不知
發生何事，又批評示威者一方面犯法，另一方面卻要
求警方保護他們，稱如果有人認為警方暴力，可親身
前往旺角體驗被數百人包圍的感受。

示威者非和平 倘任指揮官早清場
被問到是否贊成警方盡快清場，何柱國表示，特首

梁振英和警方處理「佔中」已很克制，忍耐了很久，
「如果這種衝擊出現在西方國家，人哋（警察）已經
拿槍出嚟！」他笑說，如果自己是警方指揮官，為了
保障香港法治和名譽，「我一早已經清場。」
就警方在「佔中」首天施放催淚彈，他坦言，自己

當初也曾質疑為何施放催淚煙，但後來觀看短片，發
現示威者並非和平示威，「舉高隻手，下面踢你。」
其旗下傳媒機構有記者向他表示被雨傘插到，但吸入
催淚煙5分鐘後已沒有事，故有人稱「雨傘不是武
器」是多餘的。

政改須依法 人大決定不改
有示威者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及撤回全國人大常

委會有關香港政改問題的決定，何柱國強調，兩件事
都不會發生，因全國人大常委會已作出決定，梁振英
沒有辦法也沒有權答應。
他強調，「香港懸掛着中國國旗」，政改一定要跟
着國家及香港的法律走，不可以違法，又以2000年
美國總統選舉為例，當時戈爾總票數比喬治布什多，
但喬治布什因選舉人票較多而當選，「全美國作反啦
喎？無，都係跟憲法去做。」

「佔領」行動持續逾
半個月之久，由於港島

和九龍多條主要幹道都被示威者佔據和設置路障，不
少巴士路線被迫改道，市民出行受到嚴重影響，前線
的巴士車長也要承受重大工作壓力，變成乘客的「出
氣袋」；部分車長更因為失去超時補水，每天收入減
少達200多元（港元，下同）。有巴士工會指，「佔
領」行動已影響到運輸業界以至整個社會，希望示威
者盡快離開主要幹道，減少對市民的影響。

工會：「佔領」慘過打風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新巴分會主任陳樹明日前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受到「佔領」行動影
響，不少巴士路線暫停或縮減服務。雖然車長仍需要
到車廠和巴士總站簽到，等待公司指示，但車長留守
8小時後就要下班。他指，正常加班1.5小時補水約
160元沒有了；部分要供樓、供子女讀書而選擇較長
工時的同事，平日工作都有10小時至12小時，現時
變相減薪200多元，估計有達三分一車長受影響。他
坦言：「現在上班，時間和金錢都用多咗，但錢卻搵
少咗，大家（車長們）都有怨言。」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城巴分會主任黃家樂則指，
城巴和新巴的制度稍為不同，員工收入暫未受到影
響，但上班時候確要承受不少壓力。他表示，不少乘
客都受「佔中」封路影響，需要提早出門和用多了時
間，出行也變得不便，所積累的怨氣便第一時間發洩
在前線車長身上，成為乘客的「『佔中』出氣袋」。
陳樹明又指，「佔領」行動對交通的影響「仲慘過

打風」。他說，每逢打風期間，巴士公司都會加派員
工車接載早班員工上班，但由於「佔領」行動已堵塞
主要幹道，多條員工車路線因而要取消和繞路。

返工時間交通費大增
而在示威首幾天，不少車長都不知可以如何上班、
員工的安排如何，員工的查詢熱線也線路繁忙「打唔
通」。陳樹明以他居住筲箕灣、要前往西環上班為
例，過往只需乘搭通宵巴士線到灣仔，再轉乘員工車
到西環；現時他乘搭通宵巴士線到天后站後，要徒步
20多分鐘至灣仔堅拿道東乘搭員工車。而平日由灣
仔至西環約10分鐘的車程，也因為中環主幹道受
阻，員工車要改經香港仔隧道和薄扶林道，車程也因
此增加30分鐘。部分搭不到員工車的車長，被迫搭

的士繞道而行，上班的交通費大增。

改行駛小路遷站添壓力
黃家樂和陳樹明均表示，巴士路線改動亦令車長駕

車時承受很大壓力。黃家樂表示，他們現時要由軒尼
詩道等道路改行較窄的小路，交通燈位、巴士站位置
亦不同，即使知道更改後的路線，精神壓力也增加不
少。
陳樹明亦透露，運輸署和巴士公司協調路線後，會

將更改後的路線通知站長，訊息再傳達至各車長。車
長們未有時間試行路線便要接載乘客，只能靠前後車
的同事分享經驗和技巧。他承認，有車長因為轉行小
路而碰花車身，或者因不熟路線而行錯路，但希望巴
士公司因應「非常時期」不作追究。

冀學生撤離主幹道減影響
他又認為，學生們應以和諧的方式表達意見，過往

「佔中」行動一直聲稱示威是和平，但現在「佔領」
行動已影響到運輸業界以至整個社會。黃家樂亦希望
學生們透過對話爭取訴求，希望他們盡快離開主要幹
道，減少對市民的影響。 ■記者 文森

■何君堯表
示，受影響的
商戶及市民可
透過法律途徑
提出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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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示威者扮普通市民受訪。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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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寶店員工許先生表示，17日彌敦道道路一度恢復，曾令他因為恢復正常秩序感到開心，但到當
日下午5時許已開始變得混亂，故需提早約1小時關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在豉油街經營果汁店的溫太指，「佔領」行動
令街舖少約一半生意，為了承擔高昂舖租也要到
被「佔領」的街道推車賣果汁，但所賺金錢不及
往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中山旅客楊女
士表示，對「佔
領」行動感到擔
心，形容現時氣
氛恐怖，擔心有
衝突發生，影響
人身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攝

■受到「佔
旺」影響，
不少商舖選
擇停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專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