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昨日在美國商會的午宴上，

再度就本港的普選說三道四，他強調美國支持香港逐

步實現「真普選」的立場不會改變；至於採取哪一種

選舉制度，以及如何實現所謂「真普選」，他指美國沒

有特定立場，最重要是香港人對政治制度有最終發言

權云云。夏千福雖然強調美國不會干涉香港內部事

務，但他自履新後就沒有停止過評論本港普選，也違

反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中的外交人員守則，所

謂不干預香港事務是自打嘴巴。夏千福又指政制發展

最重要有港人的發言權。香港市民固然應該積極參與

政改討論，但政制發展的決定權屬於中央，《基本法》

及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已經就普選定下了明確的框

架，夏千福故意強調市民的發言權，有混淆視聽、轉

移政改焦點之嫌。

干預香港事務自打嘴巴

在夏千福多次就普選的講話中，反覆強調的是所謂

「真普選」。然而，「真普選」本身就是一個反對派自

說自話的「假議題」，聯合國出版的《人權與選舉》早

已指出，沒有任何一種政治制度或選舉辦法能夠普遍

適用於所有國家和人民。普選制度必須符合法制要

求，符合當地實際情況，並沒有真假之分，「真普選」

不過是反對派為了主導特首普選模式，讓其候選人成

功「入閘」甚至成為特首的藉口而已。夏千福作為資

深外交家，見多識廣，不可能不知道「真普選」的虛

妄，但卻不遺餘力地協助推銷，說明夏千福與反對派

不過是以「真普選」作為奪取香港管治權的突破口。

其實，這套以主導選舉制度達致改朝換代的「寧靜革

命」伎倆，在世界各地早已惡名遠播，而夏千福正是

箇中老手。

夏千福在過去3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3次出使中國，

曾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台灣部」主任、五角

大樓海軍作戰部部長的外交政策顧問以及國務院台灣協

調處處長等。在他派駐台灣之時，積極參與當時發生的

一系列奪權和政治鬥爭。當時李登輝在民進黨支持及協

助下進行「修憲」，修改選舉制度，以「推動民主化」

為名，行「去中國化」的「台獨」為實。事後夏千福將

這套策略總結為「寧靜革命」概念，即是在不引發大規

模戰爭，不會將美國引入戰爭泥濘的前提下，在當地策

動「獨立」，扶植傾向美國的政權。到了陳水扁執政的

八年，夏千福更將這套「寧靜革命」運用得出神入化，

既確保戰爭危機不會爆發，又在台灣擴大分裂主義和

「去中國化」。

「寧靜革命」更隱蔽更兇險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2000年，陳水扁在受惠於李登輝

的「修憲」和改變選舉制度下當選台灣「總統」，美國

政壇對於「勝利過早來臨」喜出望外，但同時卻面對北

京反「台獨」的強硬立場，於是美方再次玩弄起兩面手

段。當時對於陳水扁發表的「四不一沒有」演說內容，

美方和陳水扁出現極大的爭論，主要是來自廢除「國統

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上，爭論究竟是用「廢

除」、「凍結」、「中止」還是「終止運作」，最後雙方

勉強達成共識以「終止」(cease to function)作為最終字

眼，既達到「廢統」的目的，又

盡量不刺激到北京，得到美國朝

野的認同，更成為夏千福政績的一大

「亮點」。綜合而言，與明刀明槍的「顏色革命」相比，

「寧靜革命」來得更加隱蔽，以選舉制度和選票來改變

政權，而非軍事手段或軍人政變。

值得注意的是，夏千福的前任楊甦棣，本身就是在

台灣搞「台獨」、在東歐搞「顏色革命」的老手，他在

香港也沿用了「顏色革命」的一套，明火執仗地指揮

各反對派政黨，不斷插手香港的政制事務，這些「維

基解密」上千份秘密電文已是證據確鑿。政改大戰前

將夏千福這名重量級外交官由主理朝鮮核問題調到香

港。

楊去夏來，其實反映了美國對港政策的調整，由聲

名狼藉的「顏色革命」，變成殺人於無形的「寧靜革

命」，夏千福在履新之後也一改楊甦棣的強硬霸道作

風，不斷落區做「親民騷」，對外講話口蜜腹劍，但不

論如何喬裝都掩飾不了在香港策動「寧靜革命」的圖

謀。現在夏千福與反對派全力爭取的所謂「真普選」，

不過是企圖重施在台灣時的故伎，制訂一個確保反對

派代理人成功「入閘」的方案，繼而發動所有力量協

助他當選；下一步就是利用掌握管治權之便，在香港

全面推動「去中國化」，煽動「分裂主義」，將香港變

成反華勢力的橋頭堡，成為美國制衡中國的重要棋

子。所謂「寧靜革命」其實並不寧靜，而且充滿兇

險，危機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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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戴耀廷鼓吹違法「佔領中環」，中聯辦
郝鐵川部長近日撰文指：「佔中」行動會
將香港推向動亂的地步，「佔中」先例一
開，很可能接踵而來，使香港變成亂港。
社會輿論和各界有識之士紛紛支持郝部長
意見，呼籲「佔中」者懸崖勒馬。然而，
戴耀廷執迷不悟，稱「佔中」之亂，是有
人反「佔中」所致，將「佔中」之亂倒果
為因，倒打一耙，替「佔中」製造亂局狡
辯，甚為可惡。
「佔中」為何是動亂？戴耀廷早不打自

招。今年3月，他在《「佔領中環」行動的
地點與行動》一文已號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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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弱的地方」。戴耀廷要佔領和進攻的是香
港的心臟，心臟停跳，香港亂矣死矣。這
不是赤裸裸的將「佔中」當作亂港之源
嗎？《三略．上略》曰：「群吏朋黨，各
進所親，招舉姦枉，抑挫仁賢，背公立
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佔中」發起

者一開始就朋黨比周，為了奪取2017年香
港管治權而支持反中亂港的人招舉姦枉，
背公立私，到處煽動串連，這不是在製造
亂源嗎？
亂者，無序違紀也，百事失紀曰亂。

《管子．君臣下》曰：「倍（背）道棄法而
好行私謂之亂」。人大常委會早為2017年普
選行政長官定下時間表，《基本法》第45
條也早為達至普選定下路線圖，可戴耀廷
就是不依，背人大定下之道，離《基本法》
早定之法，組織「佔領中環」，聲稱「透過
佔領行動去癱瘓香港金融中心令其運作受
阻」。左一個「佔領」、右一個「癱瘓」，這
種無紀違法的行為不就是動亂嗎？美國民
主理論家卡爾．柯恩在《民主概論》就
指：「如果人類不能聯合在一起制定法則
並服從所指定的法則；如果人類不能互相
講理、互相理解，那就有理由說民主只是
空想，因為它要求的前提根本就不存在」。
「佔中」知法犯法，不惜違紀，美其名曰
「公民抗命」，原為了行私，是為動亂。

「佔中」亂政、亂邦。亂政者，把有紀
有序可行的政治搞亂也。2017年普選原已
有條不紊進行，但「佔中」三人幫未見諮
詢方案就發起「佔中」，意在政治綁架特區
和中央政府，要脅按其願望奪權，是為亂
政。亂邦者，危害國家安全也。「佔中」
者要讓反中亂港政客奪權，目的是配合英
美兩國的施維爾和夏千福，變香港為反對
中國橋頭堡。故《易．師》早告誡曰：
「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反中亂港和與中
央對抗的小人勿用，用必亂邦。
「佔中」者是一夥亂臣乎？是也。違法

亂紀，心懷賊念的人都是國之亂臣賊子。
他們要癱瘓中環，損害港人利益；與外國
裡應外合，變香港為反華前沿基地。《孟
子．滕文公下》曰：「孔子成《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對付「佔中」這批亂臣賊
子使之懼怕的「春秋」，就是按人大常委會
的決定和遵循《基本法》的規定，動亂者
就無可施其技，香港也就能依法、有序地
實現2017年普選了。

「佔中」乃香港動亂之源

2003年，香港經濟陷入谷底，失業

率非常高。就在這個時候，自由行出

現了，自由行對當時的香港，的確是

很重要的，使到香港經濟由谷底回

升。

十年之後，自由行成了一些香港

人批評、不滿的政策。一些香港人

認為自由行帶來太多旅客，帶來太

多水客，眾多的旅客推高熱門地點

零售店舖的租金，多家經營了數十

年的老店因捱不起貴租而關閉，於

是有一群香港人就高呼自由行使到

香港人失去不少所謂的集體回憶。

另外有些香港人說香港租金太貴

了，小商人無立足之地，名店店員

專做自由行的內地客生意，對不講

普通話的香港人不禮貌，不理睬。

向來看不起內地人的香港人，覺得

自尊心受損了，於是出現數次網民

發動集體杯葛名店的風波。水客的

問題更嚴重，搶貴了奶粉，成群結

隊公然的販運水貨，行為的確令不

少香港人覺得討厭，於是，香港出

現了一股很強的反自由行反水客聲

音。

在香港，水客是絕對合法的，任何

人來香港買東西帶出境，絕對合法。

從內地的法律稅制來看，水客從香港

買東西帶入內地，深圳海關是應該向

水客徵稅，只是每日過關人數太多，

深圳海關並沒有嚴格執行徵稅的行

動，這才是水客滋長的最根本原因，

水客賺的是稅額，是深圳香港兩地的

差價。

應記取自由行助港人渡難關

今日，香港經濟不錯，失業率低，

許多人都忘了2003年香港經濟跌入谷

底時的情況，以為香港從此永遠也不

會再出現經濟低迷的情況。實際上，

今日香港經濟繁榮，很大的因素就是

靠自由行撐 ，自由行為香港帶來巨

大的經濟利益，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

行為更多文化水平低的人提供了就業

機會。如果沒有自由行，香港酒店生

意會一落千丈，眾多在酒店負責後

勤、清潔、維修、整理房間的人將失

業。在自由行下，香港的飲食業、零

售業也能用大量文化水平不很高的

人，沒有自由行，這些人也將失業。

香港失業率所以下降就是因為香港人

口中大量文化水平低的人在自由行中

找到工作。多年前，香港的工廠聘用

了大量文化水平較低的人，現在工廠

消失了，如果沒有自由行的補充，這

群人將失業。今日，許多西方國家的

失業率長期處於高水平，就是因為這

些國家的低技術工廠也同樣在消失，

工人離開工廠後，旅遊業、零售業的

增長速度不夠快，無法吸收這批低技

術、由工廠淘汰出來的工人。

自由行的確為一些香港人帶來不愉

快的經歷，自由行仍有許多值得改善

的地方，但考慮到眾多低技術香港人

的就業機會，我們應該設法解決問題

而不是盲目反對自由行。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日前在報章撰文
聲稱，在普選問題上，英國隨時準備給反對派提供任何支
援。聽其口氣，好像英國的軍艦今日仍在維多利亞港耀武
揚威，他們似乎已經忘記，大英帝國在香港的餘暉，早就
隨 英國國旗在16年前落下結束了，施維爾的聲明，就像一
個破落的世家子弟，在早已屬於別人的家門前指指點點，
指揮別人應該如何修建自己的家園，實在顯得既可笑又可
憐。

施維爾聲明可笑又可憐

施維爾這種粗暴干涉香港政改的行為，受到了中國外交
部和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嚴詞駁斥。不過，他的妄語，
卻令他們昔日的奴才顯得十分興奮，李柱銘、陳方安生
等人急不及待撲出來，為英國干預香港普選護航。說英
國是《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國，指作為《中英聯合聲
明》的簽署國，英國政府不但有權利，更有責任密切留
意《聲明》的執行情況。公民黨的梁家傑等人也急不及
待地拋出所謂「公民提名」方案，意圖以「公民提名」
將提名委員會變成橡皮圖章，廢除其「提名」特首候選
人的武功。反對派所以處心積慮，其目的只有一個，就
是要在2017年的特首普選中爭取一個機會，讓這些西方
強國的代理人奪得特首之位，再實現他們在2017年取得
香港管治權的妄想。
事實已經非常明顯，「公民提名」方案違反了《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以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
民主程序提名」，當中明確提到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
委員會負責提名特首候選人。而「公民提名」是只要取得
一定人數的提名就可成為特首候選人，兩者有本質上的區
別。舉個例子來說，如果實行「公民提名」，就算香港的黑
社會大佬，只要取得10萬會眾的提名，便有機會參與特首選
舉，豈不荒謬絕倫？中聯辦主任早前在回覆梁家傑的信中

已直指「公民提名」漠視
《基本法》明文規定，並
表示「從事法律職業者，
更應深諳法治要義，不可
逾矩。」公民黨的前身是
「第四十五條」關注組，
看來，他們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出爾反爾，連起碼的職業
操守都不顧了。

管治權只能交在愛國愛港的人手上

建制派中人對反對派倒行逆施的所為雖然反感，但仍然
苦口婆心地和他們說理，然而，這些人在其洋主子的支持
下錯判了形勢，以為可以挾洋自重，以為可以挾民意以令
中央，更以為可以借「公民提名」混水摸魚，孤注一擲贏
得香港的管治權。事實上，不管說多少道理，他們一樣執
迷不悟。你說「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他們的回答是
「我要做特首」；你說「佔領中環」損害了700萬人的利益，
他們的回答也是「我要做特首」；就是直斥他們勾結外國
勢力搞顏色革命，他們的回答仍然是「我要做特首」。這些
人早已吞了秤砣鐵了心，不達目的死不罷休，對付這群利
令智昏、意圖奪取香港管治權的造反派，講理基本上是沒
有用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他說「我要做特首」，只需簡單回答：「痴人說夢」，他們說
一百次想做特首，就回答他一百次「痴人說夢」，到實在不
耐煩的時候，不妨給他們兩個巴掌，把他們從夢中打醒，
我們實在不值得浪費時間在這問題上和他們無休無止地糾
纏下去，一切按《基本法》辦事，這就是最終的方案。
無可爭議，香港的管治權，只能交在愛國愛港的人手

上，和中央對抗的人就是不能當特首，這是維護國家安
全、尊重國家主權和保障香港700萬人福祉的紅線，是鐵的
原則，就算漢奸洋奴要怨恨，也由得他們怨恨去，一個機
會也不能留給他們！

一個機會也不能留給他們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黃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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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政府就磅巷興建半山行人扶手
電梯進行公眾諮詢一事，備受社會及
地區人士關注，本人作為該區區議
員，深深明白到本區市民的關注與憂
慮，同時也認為有必要向市民大眾強
調本項工程的重要意義，希望能夠得
到大家的支持。
根據1999年規劃署就自動扶梯連接

系統進行的研究，自動扶梯系統能
夠方便行人前往上坡地區、鼓勵市
民培養步行的習慣、將人車分隔，
減少兩者爭用路面的情況，以及擴
大車站的服務範圍。因此自2010年
起，政府已積極研究如何通過設立
扶手電梯連接半山及中上環的行人
設施，使市民能夠更方便地前往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及港鐵站，以減輕
半山交通的壓力。
在政府選址興建半山扶手電梯時，

曾提出4個地點—分別是卑利街、城
皇街、樓梯街，以及磅巷。但由於卑
利街和城皇街方案均因太接近現有的
扶手電梯系統而未獲進一步考慮；剩
下來的2個方案中，樓梯街其時亦已
被古物古蹟辦事處列為一級歷史建
築，因而磅巷就成為了唯一的可行方
案。磅巷在同類設施上較少出現功能
重疊，而且對歷史建築的影響也顯得
較少，因此磅巷是最適合興建扶手電
梯的所在。
更重要的是，近年香港人口老化已

成趨勢，根據香港統計處2012年8月17
日的人口推算報告指出，到了2021
年，香港人口將有近五分之一由長者
組成，到了2026年，長者人口更會增
長到接近全港人口的四分之一，可見
未來長者對社區設施及服務的需求將
大量增加。磅巷位處上環，屬香港老
舊城區的一部分。從太平山街沿 磅

巷往般咸道走，途經普義街、普慶
坊、大安臺、榮華臺等街道，均居住
了大量長者，他們經常向本人投訴每
日上山下山路程辛苦；磅巷附近的3
所小學也有大量學童每日需要經過磅
巷上學，校方亦多次表示對學童每日
上下山的路程表示關注，故此磅巷扶
手電梯的存在將起到服務該區老幼的
功能。
當然，不少社區人士以及居民也向

本人表達了對本項工程擔憂，例如電
梯的興建導致租金上揚、酒吧進駐，
以及有關磅巷的歷史保育問題。事實
上，全港各式物業都出現租金上揚的
趨勢，不能把租金問題全部歸咎於磅
巷工程的興建上。有關酒吧進駐問
題，本人亦一直反對讓磅巷變成另一
個蘇豪區，並反對多家食肆申領酒
牌，努力維持本區安寧的生活環
境。至於有關磅巷的歷史保育問
題，本人堅持認為發展與保育二者
並不衝突，只要大家就本項工程多
提意見，便可在發展行人扶手電梯
時，同樣保留本區生活特色以及歷
史建築，並盡可能減低對古蹟以及
古樹的傷害和破壞。
簡而言之，單純的保育無法回應

社區發展的需求，單純的發展也無
法保護好具備歷史意義的文物古
蹟，只有發展與保育並重，才是符
合現代城市規劃理念的舉措。磅巷
扶手電梯工程是一項具備疏導交
通、回應需求、優化生活質量的工
程，目前依然處於諮詢階段，到底
我們該如何建設，如何保護我們的
社區，全賴各位市民踴躍表達意
見，讓我們一起為這個社區貢獻出
我們的一把聲音、一分力量，一起
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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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管治權，只能交在愛國愛港的人手上，和中

央對抗的人就是不能當特首，這是維護國家安全、尊

重國家主權和保障香港700萬人福祉的紅線，是鐵的原則，就算漢奸洋奴

要怨恨，也由得他們怨恨去，一個機會也不能留給他們！

立地天頂

■梁立人

與楊甦棣明刀明槍的「顏色革命」相比，夏千福的「寧靜革命」來得更加隱蔽，以選舉制度

和選票來改變政權，而非軍事手段或軍人政變。楊去夏來，其實是反映了美國對港政策的調

整，由聲名狼藉的「顏色革命」，變成殺人於無形的「寧靜革命」。夏千福在履新之後也一改楊

甦棣的強硬霸道作風，不斷落區做「親民騷」，對外講話口蜜腹劍，但不論如何喬裝都掩飾不了

在香港策動「寧靜革命」的圖謀。現在夏千福與反對派全力爭取的所謂「真普選」，不過是重演

他當年在台灣時的故伎，先是制訂一個確保反對派代理人成功「入閘」的方案，繼而發動所有

力量協助他當選；下一步就是利用掌握管治權之便，推動「去中國化」，煽動「分裂主義」，將

香港變成反華勢力的橋頭堡，成為美國制衡中國的重要棋子。

由楊甦棣的「顏色革命」到夏千福的「寧靜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