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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狂犬症」一詞，是美國政治家、
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菲利普．亨廷頓

（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教授1975年所
著《民主政治的危機》一書，用來批評上
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自由主義者各種表
現所使用的詞彙。當時流行「民主平等」
造成了美國政府管治能力削弱，社會和政
局混亂，國力每況愈下的局面。亨廷頓的
批評，與今天香港的狀況比較，極其相
似：香港式的「民主狂犬症」集中表現在
數名政治極端狂熱「學者」發起「佔領中
環」。

民主狂熱不受制 社會岌岌可危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美國自由派於二戰
後首度控制政府。自由派一反五十年代的
安定、繁榮和傳統、道德價值觀，大肆鼓
吹「反傳統」、「反權威」、「反倫理」、

「反制度」，「人人應參與政治，人人參與
政府決策」，於是出現危害民主政治的各
種風潮，政府動輒得咎變得無能，難以駕
馭社會各種複雜局面，GDP由五十年代佔
世界40％－45％下降至六十年代末的20％
－25％，國力衰落，外交挫敗，科技停
頓。亨廷頓形容這是民主狂熱不受制約、
各利益集團和個人為私利而貪婪得到的

「民主狂犬症」，使美國社會處於驚濤駭
浪、岌岌可危之中。

如今香港亦然。社會本無事，狂熱分子
自擾之。香港回歸中國，實行「一國兩
制」，開放民主，於是舊時不敢向英殖民
政府哼一聲的野心家、狂熱者、「韜光養

晦」分子沉渣泛起，都出來組黨、結社、
爭權、曝光；遊行示威每年數千起，抬棺
焚物此伏彼起，反中亂港變本加厲，爭奪
管治權於2017年之前白熱化。此種香港民
主狂犬症發展至兩三名「學者」發起要

「佔領中環」，決心要把香港的金融中心毀
掉，將香港人的經濟、貿易中心癱瘓，以
換取由這些「民主派」、「自由人」掌握
香港管治權。

請看看發起人戴耀廷今年三月初一篇題
為《「佔領中環」行動的地點與行動》文
章的自白：「中環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經濟是香港的命脈。而中環是這個中心的
中心，故選擇中環是攻向香港最弱的地
方」。「阻塞交通也是攻向對手的弱點」，

「透過佔領行動去癱瘓香港金融中心令其
運作受阻」。看，這不比美國的自由主義
者的行動更極端、更陰毒、更暴烈麼？這
危害香港的怪胎、異形本由長毛等獨有，
如今卻出了另一夥患了民主狂犬症的「佔
領中環」者。這是諸多患病者的代表者，
是民主狂犬症的集中表現。難怪港府施政
維艱，社會極不安寧，經濟每況愈下，族
群日漸分裂，香港快被深圳、上海、天津
超越。

「佔中」行徑像患民主癲癇症

美國民主理論家卡爾．柯恩在《民主概
論》指：「理性是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標
誌」。「佔中」的不理性豈非就是患了民
主狂犬症！

「佔中」的民主狂犬症也可稱民主癲癇

症，廣東人叫「發羊吊」。癲癇症是一種
大腦功能紊亂症或因生瘤引發。其症狀之
一是情緒行為失常突發抽筋、歇斯底里、
狂躁咬牙切齒兩眼翻白。曾有一位高中生
在家向父母索錢和要求行動不受拘束與父
母爭執而癲癇病發，先用壘球棒掃毀碗
碟，繼而倒在大廳亂滾。於是我們想起

「佔領中環」的發起人，他們要中央政府
給予「真普選」，好讓他們在2017年奪
權；中央和特區政府說應按人大常委會決
定和《基本法》規定普選；他們便歇斯底
里大發作要把中環佔領、癱瘓，到時還會

在大街亂滾。看：「佔中」的行為像不
像患了民主癲癇症？是也！

「佔中」癲癇者腦中因生「洋瘤」，唯
洋理論是瞻，故發「洋吊」病。

筆者引用美國理論家賀佛爾（Eric
Hoffer） 在 《 狂 熱 分 子 》（ The True
Believer）一書數段精彩論述以贈「佔領中
環」者：「狂熱是一種靈魂的疾病」，

「他們渴望透過某種驚心動魄的事業去掩
埋他們已經敗壞和了無意義的自我」；

「那些大聲疾呼民主自由的人，往往是最
不樂於住在民主自由社會的人。『失意者』
因為受到自己短處壓迫，就會把自己的失
敗歸咎於現有的種種限制」。最後賀佛爾
寫道：「狂熱的極端分子不管多麼能言善
辯，都只會使群眾覺得他們危險、詭詐、
不實際，甚至是瘋子。讓納粹運動走向敗
亡，是希特勒的狂熱無法抑制，無法扮演
務實的行動人有以致之」。願「佔中」者
反思之。

「佔領中環」是民主狂犬症
當汶川地震餘悸未消、全民抗災記憶猶新時，雅安地

震再次搖撼川蜀大地，也再度激起愛心熱潮，許多熱血
青年自發奔赴前方救援，場面令人感動，不幸的是據報

有救災軍車閃避私家車墜河令兩援兵殉職、年輕女志願者被墜石擊中遇難等，
令人扼腕嘆息心痛不已，為何天地不仁，會奪走一顆顆善良的心靈？然而痛定
思痛，我們知道：大自然是無情的，滿腔熱忱未必理性，災區需要愛心，但更
需要專業救援隊伍搶在「黃金72小時」內挽救生命，若此時志願者盲目擁向災
區，堵塞生命通道，愛心竟演變成人禍，產生始料不及的悲劇，令人反思「善
心未必成就善行」，愛心若缺乏理性、智慧與科學，很容易「好心辦壞事」，實
乃人世間一大憾事。

天災永遠無法阻擋，但悲劇可以避免重演，每一次災難，都是一次反思的機
會，總結多次眾志成城、抗災救援之經驗，可以看到中國人從來不缺乏善心，欠
缺的是組織、培養與科學管理，慈善也是一門大學問，值得政府與專家重視。

當今社會提起慈善，人們腦中往往閃現出「捐錢」二字，事實上慈善的意義
廣闊得多，不少發達國家都十分珍惜國民善心，大都設立義工獎勵計劃，學
校、社會及政府協力推廣及組織龐大的義工隊伍，愛心如春雨「潤物細無聲」，
在孩子心中埋下慈善種子，培養出回饋社會的習慣。中國從數十年的配給制度
過渡到自由競爭社會，政府不再包辦所有福利，更需要各種慈善團體對弱勢社
群的照顧，義工服務需求甚殷、大有可為，除了能濟困救難，還能淨化人心，
對當今普遍的信仰迷茫及道德低落可謂是一劑良藥。雖然「郭美美事件」等負
面新聞令一些慈善機構形象受損，但社會不能因為害群之馬而因噎廢食，慈善
公益是我們社會的良心，中國人身上流傳 慈善的基因，是次震災年輕人迸發
的仁愛之心尤難能可貴，除了大力褒揚，更應藉此良機適當引導，將賑災的滿
腔熱忱轉化為恆久的慈愛之心，培養更多專業的志願者與義工隊伍，為中國慈
善事業帶來新氣象。以香港經驗為例，政府於1998年成立專責部門展開「義工
運動」，運用電子科技統籌管理及指導訓練義工服務，以求達到「人人有事做，
事事有人做」之專業水平，登記義工由最初17萬人增至目前107餘萬人，善用社
區資源，樹立互相關懷風尚，幫人者與被幫者的個人價值都得到肯定。

愛心是至高無上的情操，而且時時處處都能展現，隨時隨地都能奉獻，正如
古人常說的「日行一善、積善成德」，生活中我們力所能及的行善機會太多了：
尊老愛幼、睦鄰相助，拾金不昧、助人為樂，善待動物、珍惜地球⋯⋯。甚至

「不說他人長短、不念他人恩怨」也是善心，而廉潔奉公、造福民眾更是功德無
量。愛心時時刻刻溫暖人心，正如星雲大師所推崇的：「說好話，慈悲愛語如
冬陽，鼓勵讚美，就像百花處處香；做好事，舉手之勞功德妙，服務奉獻，就
像滿月高空照；存好心，誠意善緣好運到，就像良田收成好」。讓我們擇善而
行，共同收穫美好的人生。

「民陣」日前宣布今年的七一遊行，將以「人民自

主、立即普選、佔領中環、蓄勢待發」為主題，首次

放棄以政府總部作終點，改為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

區，並會讓3名「佔中」發起人上台宣傳所謂「佔中」

理念。「民陣」更聲稱是次「預演」是要向中央及特

區政府施壓，即時落實他們口中的「真普選」，否則

明年就會正式「佔中」云云。這說明今年的七一遊行

已經完全變質，由過去反映市民多元訴求的遊行，變

成反對派策劃的「佔中」前哨戰。「民陣」召集人孔

令瑜也指：「大會活動在晚上10時結束，之後參與人

士有甚麼行動，我們都會尊重。」即是說，屆時「佔

中」將會正式上演。

七一遊行變「佔中」前哨戰

奇怪的是，儘管「民陣」已是明火執仗，但「佔中」

發起人戴耀廷卻拒絕承認七一遊行是「佔中」預演，

他表示獲邀在遊行後的集會上發言，並不是為明年的

「佔中」行動作預演，因「民陣」的集會有申請，

「佔中」則是公民抗命，是以在人數上不能作比較云

云。戴耀廷其實是此地無銀，故意誤導公眾，「民陣」

已經將遊行終點改為中環的心臟地帶，並且會在現場

進行集會，直到10時後學聯等一班激進人士將會立即

衝到中環各個交通要道圍坐堵塞，而「民陣」隊伍亦

會隨即加入「佔中」行動，雖然參與人數未能估計，

但行動將令中環一帶陷入癱瘓，交通要道險象環生，

警員與示威者也要發生嚴重衝突，這已經是一場如假

包換的「佔中」行動，戴耀廷何以還要睜 眼說謊？

事實上，「佔領中環」本質是外國勢力的一場奪權

行動，以癱瘓香港作手段迫使中央與特區政府就範，

讓外國勢力的代理人成功入閘參選特首，通過普選奪

取香港管治權。與過去人民力量、社民連等野貓式堵

塞中環不同，是一場涉及整個反對派「宗政媒」集團

的總動員，是以激進違法手段，長期而持續的一場

「奪權行動」，就如當年美國在突尼斯、利比亞、巴

林、埃及、阿爾及利亞所策動的「茉莉花革命」一

樣，都是以發動群眾運動，衝擊經濟、癱瘓政府運作

以達到改朝換代目的。在兩年前，反對派同樣也發動

了所謂「紫荊花革命」，提出每個星期舉行遊行示威

向政府施壓，但最終慘淡收場。兩年之後，外國勢力

又借 普選特首的機會再度出招。

參加者成反對派違法抗爭棋子

對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國勢力來說，這次「佔領中

環」不容有失，但同時「佔中」又是一場大規模的群

眾抗爭運動，本港的反對派未必有能力有經驗應對，

於是先有「魔僧」顧汝德來港策應，美國總領事館又

突然調來橫跨軍政兩界的「中國通」夏千福作總領

事，目的都是方便指揮這場涉及過萬人的行動。而這

次將七一遊行變成「佔中」預演，也是為反對派提供

一個實習演練的舞台，由統籌指揮、物流補給、情報

聯繫、引導輿論、激進衝擊等，都需要一個演習過

程。因此，反對派才決定以七一遊行作為「佔中」預

演。而且，雖說是「預演」，但如果行動取得效果，

成功「佔領」了中環，引起了社會巨大震動，勢將大

大增加反對派的籌碼，有利他們將來的政改談判。

市民必須看到的是，今年的七一遊行已經變質，將

由一場表達市民多元訴求的遊行，變成「佔領中環」

的前哨戰，變成外國勢力奪取香港管治權的「紫荊花

革命」，更加變成了一場違法抗爭行動。過去市民參

與七一遊行，儘管訴求各異，但大多能理性守秩序，

與市民秋毫無犯。但現在七一遊行已成「佔中」預

演，「民陣」一眾激進團體早已磨拳擦掌並多次進行

違法「佔領」，衝擊警方防線，堵塞交通要道，公然

進行違法抗爭。根據早前法庭對黃毓民與陳偉業的判

決，這些行為已干犯了「非法集結罪」，隨時入獄並

且留有案底，絕非戴耀廷所說的罰款了事。市民參與

七一遊行，不但有可能因為暴力衝擊而受池魚之殃，

甚至有惹上官非的可能。

戴耀廷等人一直堅拒承認七一遊行是「佔中」預

演，就是為了誤導市民，令市民以為遊行只是和平地

表達訴求，但卻不知道反對派已經改變了遊行本質，

屆時當學聯一班激進人士四處衝擊「佔領」，警方必

然會果斷清場維持社會秩序，並且將違法人士拘捕，

其時兵荒馬亂，究竟誰是真正參加遊行，誰是搞事分

子，將難以分辨，市民隨時在不明就裡之下成為違法

「佔中」的一分子，並為此承擔法律責任，殊為不

值。既然七一遊行已經變質，市民有必要被反對派綁

架，成為其違法抗爭的棋子嗎？

市民必須看到的是，今年的七一遊行已經變質，將由一場表達市民多元訴求的遊行，變成

「佔領中環」的前哨戰，變成外國勢力奪取香港管治權的「紫荊花革命」，更加變成了一場違

法抗爭行動，各界需高度警惕。過去市民參與七一遊行，儘管訴求各異，但大多能理性守秩

序，但現在七一遊行已成「佔中」預演，「民陣」一眾激進團體早已磨拳擦掌進行違法「佔

領」，行為將干犯「非法集結罪」，隨時要入獄並留有案底，絕非戴耀廷所說的罰款了事。市

民參與七一遊行，不但有可能因為暴力衝擊而受池魚之殃，甚至有惹上官非的可能，殊為不

值。既然七一遊行已經變質，市民有必要被反對派綁架，成為其違法抗爭的棋子嗎？

七一遊行預演「佔中」各界需高度警惕

《基本法》作為普通法和中國法的結合體，主權原則主
要是通過其中的中國法元素得以體現。如第17條主權原則
對立法權的限制：香港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
案，若後者認為報備的法律不適當，可在履行一定程序後
將其退回，使該法律失效。第158、159條規定了《基本法》
的釋法權與修改權，不同於普通法將釋法權賦予法院的傳
統，第158條第一款規定《基本法》的釋法權屬於全國人
大常委會。第159條則規定了「一國兩制」下，《基本法》
十分特別的修改程序，即《基本法》的修改提案權可由全
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三方主體分別提
出。而香港特區提出修改提案時，其程序是異常繁複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修正提案由上述三方中哪一方提
出，最後的修改權都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非香港的
立法會。若《基本法》的修改提案者是國務院或全國人大
常委會，其程序則完全按內地機制進行。

《基本法》的中國法元素

因此，從兩制的角度，修改《基本法》可能並非很多政
客所想的那樣可以擴大「兩制領域」，從而讓香港拿到更
多的自治權，而是極可能出現「兩制空間」進一步縮窄的
情況。因為中央若要主動修改基本法，遠比香港容易。因
此，一些政客勿盲目誤判修改《基本法》是對「一國兩制」
最佳的選擇。

中央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對香港不實施社會主義

制度的承諾在《基本法》
第2、第5條都有規定：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
香港依據基本法實行高
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
權、立法權、獨立的司
法權和終審權。香港不
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
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
義和生活方式，五十年
不變。第2條也同時申明
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源
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
授權，但並非完全自治。

《基本法》的普通法元素

由於香港在英政府統治下已發展了100多年，資本主義
的政治制度以及普通法的法律傳統已被香港社會良好地吸
收和運行。因而在《基本法》起草時，英方做了很大的爭
取，中方最終亦做出妥協，使得普通法傳統在香港得以保
留。第8條即規定：在不與《基本法》相衝突的前提下，
香港原有的普通法、衡平法及習慣法等都予以保留。《基
本法》第四節有關司法機關的規定也都沿用了普通法的傳
統。尤其是司法審判方面，香港法院可適用其他普通法地
區的司法判例並可邀請其他普通法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的
規定（見第82、84條），被讚譽為是世界獨有的開放態度。
第82條亦明確規定了香港案件的終審權歸於終審法院；特
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法律條款（包括基本法）由香港法
院自行解釋（見第158（2）條）。

上述《基本法》的規定都意在維護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及
普通法的傳統。回歸以來有關政制與法律的各種爭拗，很
大程度上是由中國法與普通法兩種法律傳統的不同造成
的。

不可輕言修改《基本法》

卓 偉

梁美芬 立法會議員城市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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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為「佔領中環」造勢，近日密鑼緊鼓策劃前所未有的部署活動：一、
在宣傳輿論方面進行鼓動；二、在所有反對派的內部組織進行催谷，尤以青年
人為主要對象。這些部署以求達到「癱瘓中環」的最終目的。

在輿論宣傳方面，反對派既發動喉舌《蘋果日報》作為旗艦，又配合個別電
子傳媒和一些報刊日以繼夜進行渲染誤導，推波助瀾，拋出什麼「真普選」等
似是而非的爛調，藉此煽動更多市民參與。

反對派在組織內部亦加緊催谷。催谷的主要對象有教協、學聯、大專院校的
一些激進學生組織，以及教會和多個反對派政黨。這些組織團體擁有不少青年
人包括激進憤青，這些勇字當頭、不顧一切的年輕人可作為「佔中」主力。教
協以中小學生為主要發動對象，學聯則以大專生為鼓吹對象。早前衝擊特首梁
振英事件就是由這兩個團體組織煽動而造成的。至於教會方面，陳日君雖然退
出教區領導層，但此人為了配合「佔中」以及向教區展開奪權行動，不惜利用
各種場合配以昔日主教身份向眾多教友唆擺鼓動，起到極壞作用。

反對派提出「佔領中環」為求所謂「真普選」，單看文字已經是違法行為，損
害法治社會。若是「佔領中環」行動造成整個中環癱瘓，交通阻塞，商業停
頓，或者出現流血和動亂事件，有人進行破壞行為，放火燒車燒舖，後果將非
常嚴重。反對派組織有沒有考慮這種後果？

作為市民，我們有責任有義務盡量避免這種局面發生，也有更大的責任反對
那些人士進行「佔領中環」行為，抵制這種行為。我們更有責任去勸喻自己的
子女、朋友和青年人，千萬不要受人唆擺參與「佔中」行動，一來「佔中」行
為是有違法治的；二來要慎防被人利用而自毀前途，後悔莫及。作為青年人有
幹勁是好的，但凡事要想一想，切勿衝動。

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總是利用青年人的幹勁和衝動的「弱點」進行唆擺，以期
更多青年人站出來為他們做排頭兵來達到險惡目的。問題是，一些受鼓動的青
年人一旦被煽動而做出違法之事受到檢控時，那些幕後主使者會否站出來為青
年人承擔刑責，或是以其他藉口推卸責任？！青年人還是要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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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制的角度，修改《基本法》可能並非很多政

客所想的那樣可以擴大「兩制領域」，從而讓香港

拿到更多的自治權，而是極可能出現「兩制空間」

進一步縮窄的情況。因為中央若要主動修改基本

法，遠比香港容易。因此，一些政客勿盲目誤判修

改《基本法》是對「一國兩制」最佳的選擇。

■梁美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