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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底履新的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Clifford

Hart)，上任僅1個月，已經對本港政制發展指指點點，

他聲稱希望香港走向「真正的普選」，在2017年特首普

選中，反對派中人可以「入閘」參選。美領館最新干預

香港事務的動作，是在馬丁路德金發表演說「I have a

dream」50周年之際在facebook問港人：「你 夢想係咩

呢 ？ 」 結 果 逾 九 成 回 應 都 是 「 香 港 獨 立 」、

「Independence」、「脫離中共管治」、「要求美國協助香

港獨立」、「回歸英國」。

美領館為「港獨」度身訂造facebook調查

在現實世界中，「港獨」在香港根本沒有市場。「港

獨」組織根本沒有代表性。香港的「港獨」組織，包括

「香港自治運動」、「香港人優先」、「調理農務蘭花

系」、「熱血公民」等，人數極少，其中有的「港獨」

組織就是兩三個骨幹分子，而且以「憤青」為主。這些

組織層層疊疊、彼此交叉，掩飾真實背景，在香港政壇

翻雲覆雨，操作、製造一連串風波，打擊特區政府施

政，對抗中央政府，挑動兩地對立。而且這些組織在網

絡上非常活躍，往往一個人一台電腦或一個手機就可以

無數次偽造某種網絡民意取向。

早在2012年10月，facebook就有人發動虛擬公投，提出

一個議題：「假如聯合國以第1516號決議案，讓香港人

可以重新自決香港的政治前景，你會選出？」四個選

擇，包括維持現狀、香港獨立、回歸英國、中華民國(台

灣)接管。結果在參與投票的網民當中，最多投的選擇是

「香港獨立，成立香港民主共和國」，第二為「回歸英

國」，較少人選擇「維持現狀」、「由中華民國接管」。

當時許多網友就質疑參與投票的人，本身都是對「港獨」

話題有興趣的極少數網民在反反覆覆投票，根本不能反

映全港市民真正的意願。對網絡運作十分熟悉的美領

館，明明知道人數極少的「港獨」組織在網絡上特別是

在facebook上非常活躍，卻要為他們度身訂造「你 夢想

係咩呢」的問題，難脫借助網絡工具干預香港事務煽動

「港獨」之嫌。

《蘋果》炒作「公民抗命」具誤導性

無巧不成書，在美領館為「港獨」組織度身訂造

facebook問題的同時，《蘋果日報》聲稱馬丁路德金的長

子馬丁路德金三世接受該報專訪，該報記者提到香港也

有人提出「佔中」爭取民主，於是馬丁路德金三世「跟

港人分享公民抗命的心得，強調要以『不屈不撓的抗爭

精神，前仆後繼參與抗爭，達目標方休』」。

《蘋果日報》炒作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具誤導

性。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是透過和平非暴力的

手段，最後達致社會法例制度的改變。公民抗命是抗議

某些不公義的法例，並不針對憲法。公民抗命不是無政

府主義，公民抗命接受並尊重法治，相信現存法律制度

及政府政策可以改善。歷史事實是，早在美國南北戰爭

期間，為了爭取反分裂戰爭的勝利，林肯總統宣佈解放

南方各州的黑奴。1868年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確認

凡在合眾國生長或歸化合眾國而受其管轄的人皆為合眾

國及其居住州的公民。1870年第15條修正案明確美國公

民的投票權，不得因種族、膚色或曾為奴隸拒絕或剝奪

之。雖然該兩條修正案已經生效，但實際上近百年該選

舉權利仍然被各州長期剝奪。除選舉權等參政權外，美

國黑人的置產權、被隔離問題、黑白通婚等歧視問題長

期未能解決。1961年，在馬丁路德金的爭取下，聯邦政

府取締了跨州交通運

輸中的種族隔離做

法，可見馬丁路德金

的「公民抗命」恰恰

是尊重和維護美國憲

法。

是巧合還是一宗操控事件？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8月26日會見夏千福時強調，

政制發展問題是香港內部事務，外國政府和官員不應干

涉，希望美方駐港機構和人員尊重「一國兩制」，遵守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和《中美領事條約》，不以任何

借口從事與身份不符的活動，不做任何有損香港繁榮穩

定和中美關係大局的事。

夏千福在7月底來港履新發表的書面感言，稱自己

「很榮幸能夠親歷香港民主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在

「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走向「真正的普選」。其後，夏

千福與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會面。葉

劉淑儀在會後引述，夏千福稱，未來特首如何普選，

是港人的決定，美國不會影響本港政改發展，也不會

干預本港政改方案細節，希望本港各界能就政改方案

達成共識，邁向普選，又聲稱「希望北京(中央政府)

作勇敢的決定、冒點風險」，令各方人士，包括反對

派在2017年特首普選時可以「入閘」。夏千福就「真

普選」和「入閘」表態，已經是赤裸裸干預香港內部

事務。而美領館和《蘋果日報》一起誤導性炒作馬丁

路德金，是巧合還是美領館一貫操控反對派喉舌的又

一事件，令人深思和警惕。

在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說50周年之際，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和《蘋果日報》一起

進行誤導性炒作。美領事館facebook做了一個民意調查，詢問港人「你的夢想是什麼呢？」接

刊登了所謂調查結果，稱有百分之九十的香港人表示最希望「香港獨立」云云。與此同時，

《蘋果日報》則聲稱馬丁路德金的長子馬丁路德金三世接受該報專訪表示「撐佔中」云云。誰都

知道，網絡民意調查作假的概率很高，往往一個人一台電腦就可以無數次偽造某種民意取向，

美領館以虛假的網絡民意引出九成港人最希望「港獨」的問題，是露骨地借助網絡工具干預香

港事務，煽動「港獨」。《蘋果日報》則聲稱馬丁路德金的長子「撐佔中」，歪曲了馬丁路德金

「公民抗命」的原意。美領館和《蘋果日報》一起誤導性炒作馬丁路德金，是裡應外合的一場鬧

劇，令人深思和警惕。

美領館與《蘋果日報》裡應外合的一場鬧劇
王紹爾 資深評論員

■王紹爾

《蘋果日報》在開學日，發表了題

為「梁美芬，不要為學校添煩添亂」

的社論，說「個別老師及學校面對

前所未見的滋擾與政治壓力，而整

個教育界從學校自己到課程到教育

專業都受到一些有組織的政治力量

衝擊，他們要把學校變成鬥爭之

地，要令學生成為政治鬥爭的磨心」。

原來，《蘋果日報》是要為講粗口的老

師爭取「自由」，要為利用通識課大講

「佔領中環」向學生洗腦的教師爭取更

大空間，《蘋果》認為這些老師不應該

受到批評，不應該受到壓力，更不應該

面對「大批傳媒採訪以至大量公眾注

視」；《蘋果》認為梁美芬質疑通識科

教授「佔中」的教材有問題，這是在

「添煩添亂」。

《蘋果日報》和反對派說，「學校沒

有任何政治色彩，更不要說涉入甚麼政

黨政治、挺梁反梁行動」。然而，反對

派及其喉舌恰恰是在校園大搞政治的能

手。他們通過教協和學民思潮、學聯，

在學校大搞政治活動，鬥爭校長，破壞

學院的畢業典禮，集體舉起粗口不文手

勢侮辱行政長官和出席畢業禮的嘉賓。

他們組織學生到社會上搞仇商恨富的鬥

爭，要鬥倒和趕走香港投資者；他們更

加煽動教師要宣傳社民連黨員林慧思講

粗口辱罵警察阻撓執法是「香港楷

模」。他們在學校內鼓動學生不承認自

己是中國人，反對國民教育，有些教師

還配合了學民思潮控制學生會，組織學

生包圍政府總部，圍繞國民教育大搞鬥

爭。

他們還把《壹週刊》前副總編輯和某

些政黨人馬包裝為「學生家長關注

組」，公開挑戰政府的教育政策，要取

消國民教育課。他們更加移植了白色恐

怖的手法，煽動學生、教師、家長舉報

學校，繪製所謂「國民教育版圖」，把

推行國民教育的學校打成為黑學校，鼓

動學生退學。他們還發動了中學生積極

參加各種街頭集會和遊行，甚至帶頭發

起了不向警方申請「遊行不反對通知

書」，實行違法遊行，並且堵塞馬路，

挑戰公安法例和警隊。

一句話，只許他們獨裁，可以在學校

大搞政治，可以在學校進行政黨宣傳活

動，製造秩序混亂，他們可以灌輸學生

違法意識，引導他們走向犯罪之路。這

就是《蘋果日報》和反對派所說的「學

校沒有任何政治色彩，更不要說涉入甚

麼政黨政治」。他們把政黨活動入侵校園，控制了通

識科的教材，挑戰公權力，教壞下一代，說「去政

治化有害無益」，《蘋果日報》說「至於把通識科去

政治化的問題。稍稍看看通識科課程設計的人都知

道這不但不可能，更是有害無益。」

謊言代替了事實，莫此為甚。這種手法，根本就是

明目張膽顛覆校園的教育秩序、尊師重道的傳統，這

是對青年學生最大的精神污染和教育公害。事實說

明，從教協、學民思潮、《蘋果日報》已經結成了政

治聯盟，把魔爪伸入到校園，興風作浪，把矛頭對準

了《基本法》，對準了《基本法》所規定的香港法律

地位，對準了《基本法》所規定的一整套政治體制和

選舉制度，全面抹黑，偷天換日，進行顛覆。

魔鬼見不了太陽。這種製造下一代教育公害的行

為，遭到了梁美芬的批評和揭露，他們立即搬來另

外一套標準，說梁美芬把「學校政治化了」。賊喊捉

賊，已經成為了它們的慣伎。他們宣稱是「民主

派」，但是他們在學校的所作所為，卻是為所欲為，

無法無天，獨裁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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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贊成「佔中」
普選非萬靈丹

「幫港」籲反「佔中」 免陷「最黑暗一夜」

9月1日出版的新一期《教聲》的封
面故事，刊載了鄺保羅的訪問，其中
談到他對「佔中」問題的看法。鄺保
羅表明，自己和一部分聖品與平信
徒，並不贊成市民藉「佔中」這模
式，爭取在2017於香港實行普選，強調
要促使中央同意香港推行普選的方法
有很多，且「普選並不是關乎香港生
與死的議題，香港開埠百多年以來都
沒有普選，但一樣安然度過，因為許
多人都願意努力付出，建設香港」。

市民有義務保社會穩定

反對派經常將香港現存所有問題都
歸罪於未有普選。鄺保羅在訪問中直
言，有普選不代表可以解決香港面對
的困局。普選是希望全港市民都擁有
選舉權，但問題是，市民也有確保社
會穩定、共同解決難題建設香港的義
務：「普選只是方法和制度，並不一
定完善。世上很多推行普選的地方，
他們依然有一大堆民生、政治、經濟
問題」，又形容普選好比一個漁網，如
果人不懂得好好使用漁網，也就不會
有豐富的漁獲：「所以人的質素最為

重要！」

有權有責 不應批評破壞

他進一步解釋，指香港目前確有不
少問題亟待解決，例如人口老化、貧
窮、教育、醫療、住屋、環保、年輕
人出路等，但這些都不是有「普選」
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我們不能只
強調行使公民選舉權，而忽略教育市
民要為社會負責任和犧牲」，市民應該
有權有責，不能永遠站在道德高地指
摘他人。因此市民在尋求普選之餘，
也要發揮相應的公民素養，負起公民
的建設責任與義務，不能一味批評、
破壞。「市民在投票選出一個人或一
班人為社會服務後便袖手旁觀，絕對
不是社會之福。」

多思考能為港付出甚麼

就近年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嘗試以激
進方式去爭取自己理想中的權益，鄺
保羅特別提醒聖公會的青年人，立身
處世要多思考，不能事事只顧權利，
也要願意付出、建設，「想想自己，
能夠為教會、為香港付出甚麼」，並引

述腓立比書第二章4節所說：「各人不
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被問及香港聖公會至今未有就「佔
中」發表「官方立場」，鄺保羅解釋，
任何以「香港聖公會」名義發表、代
表整個教省立場的文件、言論，都必
須經教省總議會討論和通過。身為公
民，每個人對公共議題都可以有自己
的立場，聖品人員、平信徒對相關議
題各自有不同看法，「教省不可能有
一套『官方立場』去代表教會內所有
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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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反

對派全力鼓吹違法的「佔領中環」

行動，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

日君更聲言會參與「佔中」。不

過，同為宗教領袖的聖公會大主

教鄺保羅在最新一期的香港聖公

會刊物《教聲》中，就批評「佔

中」是一種大殺傷力武器，是非

常時期的一種方法，「我個人絕

不認為，明年爭取不到普選就是

『最後時刻』和『非常時期』」，又

慨嘆很多人過分美化民主普選的

效果，令人以為這是萬靈丹，只

要「有民主」、「有普選」，一切

難題就會迎刃而解，「如果香港

人只願行使公民選舉權，卻一味

分化、猜忌，這情況就比沒有普

選更加惡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幫港
出聲」今日在香港多份報章刊登題為

《「沒有動亂」的民主，你同意嗎？》
的廣告，強調香港等了近200年，中央
政府已承諾讓香港人在2017年一人一
票選特首，但反對派策動「佔領中
環」，有如在黎明來臨之際，「(將香
港)變成可能是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幫港出聲」強調，香港需要的是「沒
有動亂的民主」，呼籲支持者利用
facebook、手機通訊程式WhatsApp及電
子郵件，邀請親朋好友成為其中一把
反「佔中」的聲音。

港人渴求「沒有動亂的民主」

「幫港出聲」今日刊登《「沒有動亂」
的民主，你同意嗎》為題的新廣告，其
中強調中央政府已承諾最早在2017年香
港一人一票選特首，這是「香港史上的
黎明」，但「佔領中環」行動就試圖將
之變成香港史上最黑暗一夜：「在黎明
來臨之際，為甚麼『佔領中環』要把它
變成可能是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幫港出聲」強調，香港人期待民
主，他們亦一樣是懷 同樣的願望，
但和「佔中」不同的是，他們「抗拒

動亂」，質疑「佔中」令香港不能享有
「沒有動亂」的民主。

他們又批評「佔中」行動聲言要爭
取民主，並恐嚇中央政府要給予他們
心目中的「真普選」，否則就「佔領中
環」，更將這「亂子」說成是中央的
錯。「幫港之聲」批評這種威脅並沒
有作用，因為中央政府在面對日本政
府，以美國第七艦隊在釣魚島問題亦
半步不讓：「『佔中』憑甚麼威脅北
京？為何不談？」

「寧為玉碎」將苦難帶給香港

「幫港出聲」又指出，若動亂發
生，受傷害的都是一般市民百姓，例
如經濟下滑、治安混亂、股市樓市受
影響等，下一代將不能倖免，批評

「佔中」威脅中央的邏輯，「難道我們
是『佔中』及他們支持的人質？」他
們質疑「佔中」是寧為玉碎，不為瓦
全，把苦難帶給全香港，並繼續呼籲
港人支持他們：「在最壞未來臨前，
沉默的大多數要出聲了。所以我們站
起來，要求大家支持我們，成為『幫
港出聲』十萬把或更多的聲音，一起
告訴『佔中』：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基委會成員、港大法學院教授陳
弘毅日前於《紫荊》雜誌撰文，
提出「低門檻配合落實中央實質
任命權」的普選特首建議方案。
他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進一步
指，目前的特首選舉條例需要進
行修改，處理中央一旦不任命特
首當選人時的機制問題，並坦言
中央倘行使不任命權，會有非常
嚴重的後果，故市民在投票選何人
時必須考慮選出的人是否會出現中
央不任命的情況，「中央有其考
慮，市民不應堅持選一個與中央對
抗的人，這對香港無好處」。

「選與中央對抗者，對港無好處」

陳弘毅早前在《紫荊》雜誌撰
文，回應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
任委員喬曉陽就普選特首問題提
出的前提。他表示，要符合提名
委員會的機構提名，有兩種可能
性：一是某一被提名人在提委會
內得到一定的支持票，就可以成
為候選人，類似現時的提名門
檻，二是經提名委員會投票，最
高票的若干人即可以成為候選
人。

他昨日在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
解釋，倘提名委員會每人投1票，
最高票的5人可成為特首候選人，

應是低門檻，反之若只有兩人可
成為候選人則是高門檻。「我是
贊成低門檻的，因為這樣才有機
會得到香港社會各方面和三分二
立法會議員的支持。」

在提名的低門檻設計下，陳弘
毅認為，有需要將中央對特首的
實質任命權寫在現有法例內，以
回應喬曉陽指中央不會任命一些
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特首的前
提，而要確保與中央對抗的人不
能成為特首，一是在提名時採用
高門檻，二是在香港法例中落實
中央對特首的不任命權，「第二
種方法比第一種方法，更加符合
香港人對普選的要求」。

他續說，中央的任命權本身就
包含不任命的權，不需要立法去
確立，但現行的行政長官選舉條
例對這個任命權存在真空地帶：
現時該條例只說特首選舉後，某
人當選，則選舉結束，是假定中
央一定會任命這個當選人，沒有
處理到萬一中央不任命這個特首
要怎麼辦，「中央享有對特首當
選人包含不任命權的實質任命
權，現有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需要
予以配合」，又提出倘中央不任命
獲選的特首人選，可任命「臨時
特首」，直至選出中央願意任命的
特首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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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保羅。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