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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融：普選只差一步勿搞破壞 宋小莊：或受外國勢力操控

反對派「佔中」圖推港墮動亂深淵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策動

違法「佔領中環」昨日「衝出香港」，公然
向鼓吹「台獨」的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會
面「取經」。深圳大學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宋小莊昨日出席一論壇時質疑，香港反對
派已經和民進黨一樣，「做了外國勢力的
扯線公仔」，對香港落實普選「增加好多麻
煩」。

宋小莊昨日出席「特首普選與國家安全」
的論壇時，怒斥香港反對派，包括工黨主
席李卓人等昨日向民進黨「取經」是「搞
亂兩岸關係」，「陳水扁係咩貨色，大家有
眼見」，而反對派與民進黨「互動頻密」，
是「不簡單的一件事」，反映香港反對派可
能已經和民進黨一樣，背後已被外國勢力
操控，「做了外國勢力的扯線公仔」。

民進黨拉攏港反對派搞「獨」

他續說，香港與台灣的情形不同，民進
黨並不了解香港的整體環境，安排有關會
面可能是試圖借「佔中」拉攏反對派搞

「港獨」，並強調「台獨」及「港獨」均違
反世界潮流，「一定不會成功」，而有反對
派中人早前在台灣報章登廣告，聲稱要

「抗融合、拒赤化」，已可見反對派欲搞
「港獨」的端倪，是次更公然勾結「台獨」
勢力，市民應該重新認識反對派的真面
目。

「幫港出聲」發起人周融在論壇上則
指，「佔中」一旦發生，銳意「重返亞洲」
的美國將是最大得益者，反對派赴台與

「台獨」分子施明德會面，「要台灣人 後
面 莊，教你點做，背後可能涉及外國勢
力的利益」。

宋
斥
與
民
進
黨
沆
瀣
一
氣

「愛港之聲」昨日舉辦名為「特首
普選與國家安全」的地區論

壇，周融、宋小莊擔任主講嘉賓，「愛港
之聲」主席高達斌、監事長黃清泉等，及
逾100名市民出席。周融在論壇上指出，
中央政府早已承諾2017年可以實行普選，
香港與特首普選「只差一步」，「有史以
來從未如此接近」，而中央確切希望落實
普選，因為可展示中國「言而有信的大國
風範」，故特首普選「跨出一步即可達
到」。

他強調，要成功達至普選，關鍵是政改
方案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現時只需

須取反對派兩大政黨，即民主黨和公民黨
的其中5票，2017年特首普選便可實現，
但「佔中」主事者選擇在此關鍵時刻策動

「佔中」，反映他們並沒有誠意落實普選：
「點解傾都唔傾就要『佔中』？想博什
麼？」

責戴耀廷包裝「佔中」如「賣藥黨」

周融狠批「佔中」發起人戴耀廷以「愛
與和平」包裝「佔中」，有如「賣藥黨」
賣假藥，促請反對派停止借「佔中」恐嚇
市民，且任何威脅中央「妥協」的行為都
不會得逞，並呼籲社會上沉默的大多數出
聲「篤爆佢」，盡量減低「佔中」的影響
力。

周融又透露，「幫港出聲」將於11月推
出政改建議方案，屆時會由「教授團」舉
行記者會交代，但強調「幫港出聲」只會
研究較具爭議性的部分，例如提名委員會
的組成方式、提名門檻、投票制度等。他
們不抗拒與政黨、地方團體等合作，歡迎
有興趣加入反「佔中」的團體主動跟他聯
絡。

特首選舉應「守好三道門」

法律學者宋小莊在論壇上指出，「愛國
愛港」和「不與中央對抗」是做特首的必
要條件，強調特首人選必須以「愛國者為
主體」，認為特首選舉應「守好三道門」，
例如特首參選人報名時應表明擁護《基本
法》和「一國兩制」等，並直言「『佔中』
能否成功，取決於反『佔中』的力量」。
此言一出，台下掌聲雷動。

他指出，中英兩國在1984年簽署的《中
英聯合聲明》中沒有提及普選，普選並非
英國人「賜予」的，而是中央政府主動寫
入《基本法》內的，而中央已承諾2017年
可以實行特首普選。

他認為，現階段應集中討論政改方案，
凝聚共識，但反對派不單提出違反《基本
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

「公民提名」，更煽動市民參與違法「佔
中」，質疑反對派背後是否有外國勢力操
控。

宋小莊又反駁反對派指稱中央先後兩次
在普選問題上「彈票」，強調有關指控

「完全搵唔到證據」，是試圖抹黑中央，而
反對派以「公民抗命」包裝「佔中」，自
詡「追求高檔次的公義」，全屬「荒謬騙
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

祖) 反對派鼓吹違法「佔領

中環」激起民怨。「幫港出

聲」發起人周融昨日出席一

論壇時，直斥「佔中」主事

者猶如「賣藥黨」，以「愛

與 和 平 」 包 裝 違 法 「 佔

中」，圖把香港推向動亂的

地步，又強調香港與特首普

選「從未如此接近」，質疑

反對派此時策動「佔中」，

反映他們並無誠意推動落實

普選。另一講者、深圳大學

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宋小莊

怒斥「佔中」以所謂「公民

抗命」爭取普選是「荒謬騙

人」，並質疑他們背後或受

外國勢力操控。

林濁水煽「港獨」稱民主要「犧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杜法祖) 反對派策動違
法「佔中」，眼見香港市民並不支持，遂走到台灣，向

「台獨」分子「取經」。工黨主席李卓人、「佔中」發起
人之一的朱耀明及「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昨日到
台灣與著名「台獨」分子、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座談

「求救」。施明德在其後的記者會上聲稱，「香港從英國
殖民地的子民，變成中國殖民地的子民」，並宣布與香
港反對派達成「兩點結論」，一是在12月擴大座談會，
成為「港台民主人士」的圓桌會議，二是由他出面邀請
台灣「愛好民主人士」共同簽署「佔中」理念書。多名
市民在李卓人等人昨日返港時，在機場向他們表示不滿
和譴責，指責他們攪亂香港。

李卓人、朱耀明及鄭宇碩昨日前往台灣向施明德「求
教」。雙方會後稱，是次座談達成了兩點結論，一是擴
大座談會成為港台民主人士的圓桌會議，並預計於12月
7日、8日在台北舉辦，屆時會廣邀「香港民主化及社會
運動人士」，及台灣「社會運動及民主人士」共商「香
港民主化」問題；二是由施明德出面，邀請台灣「愛好
民主人士」，共同簽署「佔中」理念書，「以精神及具
體行動支援香港民主化運動」。

施明德聲言，他支持香港「民主化」的3個理由，一
是1997年香港結束英國民百年殖民統治「回歸中國」，
但香港人「連一個特首直選都拿不到」，令「香港從英
國殖民地的子民，變成中國殖民地的子民」；二是香港

「民主化」將成為「中國民主化」最重要的試驗場，希
望香港開出令人驚艷的「民主之花」，以此點燃「中國
的民主之花」；三是「自由永遠是抗爭者的戰利品，絕
對不是掌權者的恩賜物，懇求、哀求掌權者或最高當局
給予自由、民主、人權，態度雖溫柔，但這是奴隸式優
雅，奴隸的安慰劑，是掌權者分發給反抗集團的海洛
英」。

「獨家披露」明年初開始「佔中」

他又披露了一些連香港市民都不知情的「佔中」具體
行動和策略，包括指明年是香港回歸17周年，香港有關
方面由明年開始，每月都會派17人「佔中」，參與者已
有被捕的心理準備：「只要有人願意坐牢，這個運動就
會成功，若都怕死怕被抓，那是不會成功」。

施明德前日在與台灣傳媒茶敘時披露，由年初開始，
已有「好幾波香港人」來找他，「求教」社會抗爭運動
的領導經驗與台灣過去爭取民主直選的經驗。昨日，被
問及他會否來港參與「佔中」時，施明德稱，他自香港
回歸後就不去香港，但倘香港未來順利發起「佔中」，
他願意到香港支持。有記者追問此舉是否會挑動兩岸三
地的「敏感神經」時，他則聲言，「已準備好被中國共
產黨潑硫酸」。

李卓人則聲稱，台灣與香港是「命運共同體」，故台
灣民間都關注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能否有真普選。另
一「佔中」發起人陳健民昨日在facebook上亦留言稱：

「『一國兩制』的緣起，是以香港向台灣示範，促進和平
統一。今天香港弄到怎樣田地、政府如何對付『佔
中』、2017是否有真普選，台灣人民應該密切注意。」

怒斥「正衰人」賣港

在向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求教」後，李卓人、朱耀
明及鄭宇碩等昨晚深夜乘機返抵香港，在機場被逾30名
帶同寫有「反中亂港」、「賣港求榮」等標語的愛國愛
港市民包圍，批評反對派與台獨分子勾結，是「賣港求
榮」、「反中亂港」，叵心可測，並高呼「李卓人，正衰
人」等口號，李等人沿途「黑面」，示威期間和平，並
未發生口角衝突。

李卓人其後回應，聲稱市民指責他們與「台獨」分子
勾結是「不合理」的，聲稱台灣確有不同觀點人士，

「中方」要爭取台灣回歸，就要爭取台灣所有人的心，
但就承認是次赴台「座談」，是希望建立平台，令台灣
人關注及「協助」香港的民主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發起所謂的「佔領
中環」，由於不獲香港市民支持，近日開始試引進外部勢
力。在昨日反對派舉行的論壇上，被稱為「『台獨』理論
家」、民進黨創黨成員林濁水被問及香港有人高舉代表「港
獨」的所謂「龍獅旗」時，聲言「本土化的追求」是「台灣
民主」的一個「重要的核心動力」，而現在台灣出現的「政
治災難」，正反映只有「把大中國那個意識形態的夢暫時放
在一邊」，才能「拯救台灣」，故他「很高興」看到有港人高
舉「龍獅旗」，又稱任何「民主運動」均無法單透過一次的
群眾運動取得成功，必須整個社會「犧牲付出」。

有市民自發到論壇外示威，表達希望香港穩定和法治的訴
求。黎小姐期望香港是一個法治和穩定的社會，不欲香港被
一些人「攪亂」。林先生則表示，自己愛國愛港，並稱：

「中國好，大家便好，香港也會好。」

反對派邀講「本土意識」

一直鼓吹「台獨」的林濁水於日前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邀
請來港，並與反對派部分議員會面，昨日就出席了由「婦女
參政網絡」主辦的「第三屆婦女參政高峰會－拉闊民主」。
林濁水在演講時力銷其「『台獨』理念」，聲言台灣近期出現
的「政治危機」，說明台灣體制出現了「大問題」，就是「中
國」的「天朝大夢」跟台灣鄉土「存在矛盾」：「要怎麼拯
救台灣？就是要把『大中國』那個意識形態的夢暫時放在一
邊，面對台灣本土現實，從人民需要出發。」

稱「龍獅旗」是「歷史事實」

林濁水更引用香港部分「港獨分子」高舉所謂「龍獅旗」
為例，聲言香港有部分人認為「龍獅旗」是他們的「歷史經
驗」，是他們「文化內涵」的一環，而「歷史事實」也的確

如此，「大家應當尊重港人選擇」，而香港與台灣在民主發
展中，追求的內涵基本相似，包括追求一個全面性的普選，
以至民主需要一個堅強的法治，而本土化的追求也是台灣民
主過去一個重要的核心動力，「我們也很高興看到香港這幾
年出現，本土化就是除了經濟生活之外，追求一種精神上的
自我實現，應當是人天生就有的權利」。他續稱，不認為香
港「民主人士」會把「港獨」當作一個真正追求的目標，

「固然有人會舉『龍獅旗』，有人不會舉『龍獅旗』，港府也
不必怕⋯⋯我不覺得香港人會輕易舉『龍獅旗』，這表現出
香港人有不同價值及取向」，但卻放出一個「強烈訊息」，就
是「北京」與港府跟群眾對民主化期待的「距離太遠」，

「這個是可以處理的，就是在港府跟北京的一念之間⋯⋯我
覺得『北京』應當對港人有更大的信心，給予他們更充足的
自由與民主，實現香港人所要求『真正』的『一國兩制』」。

聲言可換方式「佔皇后碼頭」

被問及「佔領中環」時，林濁水承認，法治「絕對是民主
非常重要的內容」，但就和反對派口徑一致，稱「不能夠把
民主排除談法治」，否則就會「變成專制而非法治」，又認為
不能預期通過一次的群眾運動就能達到目的，必須經過犧
牲、付出方有可能實現民主，「不是一次的『佔領中環』，
說不定明年『佔領皇后碼頭』比『佔領中環』更好。也許換
個方式或繼續佔領，留待香港人根據發展作一個選擇」。

他聲言，「佔中」是「港人的選擇」，自己只是「觀眾」、
「樂觀其成」，但稱台灣一直有相類似的群眾佔領運動，「與
香港同樣從一個原來不知民主是甚麼東西的地方，到進入民
主社會追求一個普遍價值，存有非常多共同命運及價值」，
故未來可以「互相參考」，自己未來樂意就此與香港的反對
派「交換意見」。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文森)

「佔領華爾街」
主要組織者卡
妮 高 ( N i c o l e
Carty)昨日來港
談「佔領」。卡
妮高坦言，在

「佔領運動」過
程中有不少創傷、矛盾、包袱，「不是
經常都取得成功」。

卡妮高昨日在「第三屆婦女參政高峰
會」上稱，舉辦一個「佔領運動」並不
容易，也不是經常都會取得成功的，自
己最初參加「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感覺
非常美好，但在過程中發覺有不少創
傷、矛盾、包袱出現，而商議共識是每
日都發生的事。她並即場要求在席者討
論「今晚8時食點心」題目，最終花了
30分鐘才勉強獲得在座人士的共識。

佔領華爾街組織者：
運動定帶來創傷矛盾

陳健民預告：
有「其他佔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反對派主導的
「佔中」再有策略曝光。曾聲言只要有「真
普選」就不會於明年7月「佔中」的陳健
民，昨日在「佔中」論壇後聲稱，他們在

「佔中」前通過不同方式表達特首普選要符
合「國際標準」的訴求，包括示威和其他

「佔領」，又透露「佔中」會有「三環」參
與者。

陳健民昨日在「第三屆婦女參政高峰會」
後稱，他們邀請「佔領華爾街」參加者卡
妮高（Nicole Carty）在論壇上分享經驗，
是因為「和平」、「不出現衝突」和「民主
參與」都是「佔領華爾街」和「佔領中環」
的共通點，但前者目的是反「資本主義」，
並以長時間「佔領」作目標；後者的主題
則是「民主」，又相信特區政府會盡快「重
開談判」或「清場」，故行動時間不會如

「佔領華爾街」般拖長。

聲稱必須有「抗命」元素

他透露，「佔中」仍未有詳細計劃，只
有「非暴力」等作基本原則，及包含「抗
命」的元素，如警察需要花點力量才可將
參與者搬走，而「佔中」將有「三環」參
與者，「首環」不會與警察衝突，不會在
法庭上抗辯；「第二環」則由律師代表抗
辯；「第三環」參與者則毋須參與「佔領
中環」，而是以「合法手段」支援行動。

陳健民稱，他們正就「佔中」與不同團
體進行討論，今年底會舉行大型集會，匯
聚討論內容，並計劃開發手機應用程式，
供已簽署誓章者就行動的部署，例如何時
佔、退、再進場作共同決定。

■林濁水(右)出席論壇，煽動「港獨」。

黃偉邦 攝

■市民怒斥李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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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賣香港。

■市民怒斥李卓

人出賣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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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賣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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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賣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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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賣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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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賣香港。

■卡妮高。 文森 攝

■市民自發

到論壇外示

威，表達希

望香港穩定

和法治的訴

求。

黃偉邦 攝

■周融（左）及宋

小莊。 莫雪芝 攝

■市民怒斥李卓

人出賣香港。

「佔中」勾結「台獨」市民批亂港
李朱鄭三人昨赴台向施明德「求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