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激進
反對派社民連，昨日舉行「佔中」商
討日(二)活動，只得70多人出席，場
面冷清。經過數小時的小組商討後，
出席的支持者聲稱，2017年行政長官
普選必須加入「公民提名」的方案。
另外，出席同一個場合的「佔中」三
人組之一的戴耀廷表示，將會於12月
28日左右，在金鐘添馬舉行「佔中」
商討日(二)的總結活動，即場公布意
向者就政改方案的傾向，藉以作為商
討日(三)活動的參考基礎。
社民連又稱，昨日的活動中，有

69票認為，作為民意授權機制，辭
職公投較電子投票優勝；而亦有75
票指出，一旦發生「佔領中環」活
動，不應該完全服從警方的封鎖線
規定，擺出一副「挑釁」態度。此
外，戴耀廷表示，在總結日舉行
前，會自行向志願者發出電郵，要
求他們就普選條件，如「符合國際
標準」、「公民提名」等打分，「佔
中」秘書處將按打分結果排序。當

日的投票環節，只屬形式。由於部署需時，
預計明年才能展開商討日(三)，亦非一定要
在七一遊行當天發動佔中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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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佔中」應與「台獨」劃清界線

對於「佔中」公然勾結「台獨」，《明報》社評直指

「北京對『台獨』極其敏感，施明德是老『台獨』，2006

年曾經在『倒扁』一役，擔任紅衫軍的總指揮，群眾運

動鬥爭經驗極其豐富，這樣一名人物若介入『佔中』，

若北京不強烈反應，才是奇怪的事。⋯⋯若泛民陣營研

判與『台獨』合流，有利『佔中』，相信許多人不敢苟

同，因為一般認定不單招來北京更強力打壓，對爭取普

選會起到反效果。況且，港人普遍對『台獨』無好感，

若『佔中』與『台獨』合流，港人勢難接受，『佔中』

將會流失不少支持。從香港實際情況出發，『佔中』若

引入『台獨』，必然是『趕客』，所以，『佔中』發起人

須盡快澄清，與『台獨』劃清界線。」

《星島日報》指出，「早前有支持本土運動的人士

『倒梁』，在港登廣告外，還以『給台灣政府及人民的公

開信』的面貌，在台灣綠營報章賣廣告，標題變成『香

港面對嚴重中國化　請台灣引以為鑑』，『台獨』分子

趁機用來大做文章。對『台獨』分子來說，『一國兩制』

運行得愈成功，『台獨』市場就愈縮窄。香港愈是經濟

差，社會亂，民主進程愈受阻滯，就愈能夠替『台獨』

議程提供『振振有詞』的反面教材。爭取普選者如果向

『台獨』分子取經，以及借力擴大聲勢，或者以為可借

靠攏『台獨』的威脅逼北京就範，葬送普選的風險恐將

大增。」

《晴報》社評則批評，「動輒以『佔中』作為威脅的

手段爭普選，只會讓撕裂的社會裂痕更深，對經濟造成

衝擊之餘，無助問題的解決。在探討普選模式的過程，

我們反對外部勢力干預，亦反對引入外部勢力干預。在

『一國兩制』之下，任何試圖將香港事務國際化，均無

助問題的解決，只會讓問題變得更加複雜，讓政改停滯

不前，甚至倒退。」

損害與中央互信 引普選入絕路

《經濟日報》署名評論則指台灣之行將損害與中央互

信，「『佔中』的其中一位發起人陳健民月前接受訪問

時，也強調政改要取得成果，取得中央的信任是非常重

要。但言猶在耳，已經又宣傳『佔領中環』，接 到台

灣向『台獨』大老討教，於大局何益？⋯⋯拉上施明

德、林濁水等人進來，公開講殖民地論，並向『佔中』

發起人出謀劃策，這是向北京發放甚麼政治信息？施明

德和林濁水的介入，北京的信任是多了還是少了？爭取

中央信任是否由衷之言？抑或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現

時已經由爭取信任變成全面開打！」

《頭條日報》署名文章指出，「『佔中』勾上了『台

獨』巨頭，真是為香港爭取普選的工程添煩添亂，施明

德除了表明會聲援『佔中』行動外，更不排除來港參加

『佔中』，當『佔中』沾上了『台獨』色彩，北京還會相

信『佔中』沒有境外勢力搞亂香港秩序？假如『佔中』

人士堅持與『台獨』分子就『佔中』運動互動，香港市

民應該表態，市民要問這一條『佔中』路是否香港人期

望見到的？大家也要問香港是否願意承擔這種發展帶來

的後果？」

《新報》社評則指「佔中」揭出背後的外國底牌，

「有目共睹的是，在這次的『佔領中環』行動，美國的

新任駐港總領事夏千福，以至於英國的大臣，都走出了

幕前，指指點點香港的民主運動，⋯⋯這可以見得，在

『佔領中環』行動之前，幕後玩家都已經走上台前了，

大家都不顧幕後玩家的幕後身份了。眾所周知，台灣政

治的幕後操盤者也是美國，所以，由『台獨』教父去

『指導』一下香港的佔領中環者，又何奇之有呢？」

張德江講話擲地有聲 反對派應懸崖勒馬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日前與特首梁振英會面，在會

上講話再次表明中央對落實普選的立場堅定不移。輿論

認為，張德江的講話高度負責、擲地有聲，不僅回答了

港人社會一直存在的一個疑問，而且還給出了解決這個

疑問的「金鑰匙」：中央真心實意希望落實香港2017年

普選行政長官，而落實之道，就在於「依法」二字。然

而，眼下諸如「佔中」與「台獨」相互勾結，意圖藉境

外政治勢力逼迫中央政府讓步，則無異踏入「紅線」，將

香港推向災難的邊緣，必須引起港人的高度警惕。張德

江委員長的善意表態，理應獲得香港各界的積極回應。

策劃「佔中」者更應在懸崖前勒馬，此為時未晚也。

《信報》署名文章認為，「香港的民主發展有『一國

兩制』的大原則和《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規

定的總體方針，絕對和『台獨』沒有任何關聯。香港未

來的普選之路在上述原則下如何走得更好，可以研究和

借鑑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同時也要看到，『台獨』

本身就違反兩岸和平發展的大趨勢，違背台灣民眾的主

流民意，『台獨』給台灣社會造成的是分裂和動盪。同

樣，『佔中』加入『獨』的因素，更會嚴重損害香港和

平、理性、守法的核心價值，對香港社會將帶來更加不

利的後果。」

「佔中」發起人之一朱耀明、「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及工黨

主席李卓人，10月19日赴台與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謀劃「合作

佔中」。輿論狠批「佔中」組織者勾結「台獨」是分裂國家的「踩紅線」行為，性質十分嚴

重，是要把「佔中」行動引向「港獨」的方向，挑戰「一國」原則。特首梁振英在與全國人大

委員長張德江會面後，引述張德江指，中央真心希望香港可以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落實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輿論認為，中央落實2017年普選的立場

是堅定不移的，「佔中」搞手勾結「台獨」勢力夥推「佔中」，只會阻礙普選無法順利落實，

呼籲反對派必須懸崖勒馬。

輿論狠批「佔中」勾結「台獨」張德江重申中央真心推普選
文平理

「佔中」行動公然與

「台獨」勢力合流，引起

社會輿論狠批。參與「台

灣」之行的「真普聯」召

集人鄭宇碩，日前在電台

節目上指責外界是惡意抹

黑，他反指「請問民建聯

議員是否每次見外國領事都

全程公開，那我又有什麼遐

想，我又有什麼推測，你這

些又是否與外國勢力勾

結？」「人家如何詮釋是人

家的事，我只是說我們光明

正大。」鄭宇碩又在偷換概

念，將勾結「台獨」勢力與

會見外國領事混為一談。民

建聯見外國領事是正常活

動，更重要是他們並非邀請

外國干預港事，借外力製造

動亂，但「佔中」卻是公然

勾結「台獨」勢力發動違法

「佔中」，兩者豈能相提並

論？鄭宇碩之流的「烏賊戰

術」，意圖四處抹黑，反說

明他心中有鬼。

鄭宇碩指外界抹黑「佔中」

與「台獨」合流，施明德更

指他人「栽贓」。但事實

是，「佔中」人士這次台灣

之行「收穫甚豐」，與「台

獨」勢力將2014年定為「香

港決戰的一年」，並為此作

出四大部署：一是在12月7

日、8日施明德將廣邀港、

台關心推動民主化的人士，

一起舉辦圓桌會議，討論台

灣如何參與、協助香港推動

民主化；二是由施明德號召

全台關心民主的人士，共同

簽署「佔中」運動的信念

書，表達支持；三是在2014

年的元旦，反對派將發動一

場大規模遊行，鄭宇碩更指

「這是最後一戰，台灣人的

關心特別重要」，與「台獨」

合作之意躍然紙上；四是趁

明年香港回歸17周年，施明

德承諾在明年初開始，每月

遣送十七名「死士」參與

「佔中」行動，並隨時準備

違反香港法律，藉由「香港

拘捕台灣居民」來引起海內

外輿論的關注。

這四大部署已經明確透露

了「佔中」與「台獨」勾結

的策略，最先是藉由兩者

「結盟」，互相支持聲援，製

造聲勢；下一波「台獨」勢力將派遣一

班精於鬥爭的「專家」來港，為之後的

兩場大戰出謀劃策，提供台灣的經驗；

高潮戲則是下年的元旦大遊行以及7月1

日的「佔中」，屆時大班「台獨」人士將

會參與其中，並且利用其台灣的身份

「以身試法」，故意被警方拘捕，以此挑

起爭議，為「佔中」火上加油。

請問鄭宇碩、李卓人，如果「佔中」

不是與「台獨」勢力勾連，這四大部署

從何而來？如果不是有了具體的合作部

署，施明德怎會具體的指會派出17名死

士參與「佔中」？如此證據確鑿，鄭宇

碩、李卓人還如何狡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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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正義聯盟」
抗反對派惡勢力

正義網絡頻道下月啟播
「正義聯盟」昨日舉行成立典禮，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到場

為8名核心委員監誓。組織宗旨為發揚正義、民主、自由、團
結及互助精神，並關注保障弱勢社群及權益，致力參與社會
服務、教育事務、經濟和政事議政，目前已有600多人透過不
同渠道表示有意入會。今年主力活動包括成立「愛與關懷反
佔中」和「香港政治研究學會」兩個工作小組，邀請學者和
嘉賓就社會議題發表意見，提供平台供市民討論民生事項，
未來並會定期探訪弱勢社群、培訓義工等，成立中的「正義
聯盟」網絡媒體頻道，更會於下月中啟播。「正義聯盟」另
已成立「正義青年聯盟」，主力青年工作。

冀成熱愛正義市民發聲平台
多名來自民間的「正義聯盟」核心成員均表示，過去只會

在網上發表意見，發一下牢騷，最多只是上街遊行，叫叫口
號，沒有實質行動。但「反國教」、「林慧思辱警」等事
件，激發起這些普通市民集結一起，抗衡偏頗的社會言論。
組織「正義聯盟」可成為熱愛正義的市民的發聲平台。
本身為香港家長聯會會長的李偲嫣表示，今年8月針對林

慧思事件在旺角發起支持警察嚴正執法的民間集會，其間受

到反對派激進分子惡意狙擊，讓她看清惡勢力和紛亂局面對
香港有多凶險，是她的人生另一個轉捩點。

李偲嫣：撥亂反正 奚炳松：為正義發聲
她續稱，社會不公義的事情越來越多，在網上討論區早已

引起公眾關注，組織「正義聯盟」目的就是要撥亂反正，遇
到不公義的事情就會發聲。她認為，港人應團結，也要為香
港前途及下一代努力，來自不同界別的人士，應本 愛護香
港及保護下一代的精神，共同建立互相關懷的社會，推動香
港政制和民生經濟發展。
本身為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的「正義聯盟」核心委

員奚炳松稱，香港向來有良好的「獅子山精神」，家庭身處
逆境仍能迎難而上，但現時社會充滿怨氣，一些人又發動抹
黑行動，令其他人不敢多說，這有需要一群人出來為正義發
聲。另一名核心委員蔡克健說，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但集合
多人的力量成立民間組織，一把聲音就可讓更多人聽到。
有意見指組織涉及政治目的，李偲嫣回應指「正義聯盟」

已註冊為非政府組織，主力關注民主、法治和關愛，與政治
關係不大，但未來可與「幫港出聲」和「愛港之聲」等組織
合作。她又指，現時會專注社區服務，希望集結更多盟友，
日後不排除有年輕人為服務社區參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反

國教」、「林慧思辱警」和「『佔中』

勾結『台獨』」等不公義事件引起社

會強烈不滿。由民間不同界別人士

自發組成的「正義聯盟」昨日正式

成立，以抗衡社會越來越多的不公

義事件。「正義聯盟」召集人李偲

嫣表示，包括林慧思事件等連串反

對派行動揭示了惡勢力的面目，激

發她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市民自發集

合起來撥亂反正，發揮社會正能量

為正義發聲，避免香港再現亂局。

組織下月將啟播正義網絡頻道，以

集結更多人關注包括「佔中」等不

公義的議題，形成更大的民間力量

來愛護香港及保護下一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正義聯盟」強調
社會正能量，即時引起民間響應。音樂人林慕德和
區議員黃萬成認為社會負面情緒太多，有需要更多
追求正義的人集合一起，令香港充滿正義之聲。
已轉投教育界的音樂人林慕德稱，社會很多事

情需要各界合力幫忙，但社會不應只有攻擊「互
踩」，因為幫忙才是「正」，攻擊卻是「負」。他續
稱，他原是音樂人，但也發現香港處境越來越危
險，而社會最重要是能向前看，這需要社會做好
教育工作。故此，他近來致力教育工作。他希望
「正義聯盟」能透過各種教育工作，繼續幫到香港
人向前看。
本身為社工的油尖旺區議員黃萬成表示，現今聽

得太多「歪曲、邪惡、墮落、妖魔」一類負面形容
詞，以非為是，令社會太渴求正義。他稱，他擔心
正在就讀中學的兒女將來升讀大學後，在思維方法
和對事物的看法方面會否變得更好或更差。他很慶
幸「正義聯盟」成立，為社會撥亂反正，讓社會能
有更多正義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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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聯盟」核心委員及常務委員
李偲嫣：召集人、核心委員/香港青年聯盟會長

蔡克健：核心委員/香港青年聯盟副會長

盧寶健：核心委員/香港青年聯盟副會長

奚炳松：核心委員/香港青年聯盟副會長

何瑞眉：核心委員/香港青年聯盟副會長

姚偉興：核心委員/香港青年聯盟主席

李洋廣：常務委員/香港青年聯盟副主席

奚詩朗：常務委員/香港青年聯盟副主席

張東烈：常務委員/香港青年聯盟副主席

林慕德黃萬成力挺

美國駐港總
領事夏千福多
次就香港的政

制發展問題發表意見，英國外交及聯邦事
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亦在本港報章撰文，
聲稱英國隨時準備為香港政制發展提供任
何支持。美英兩國政府高層官員如此高姿
態地干預香港事務的行為，引起香港社會
的反響，在香港掀起一次反外國干預的熱
潮。
走在香港反干預行動最前列的，包括有

民建聯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陳勇。他帶
領地區群眾發起多次示威遊行行動，到英
國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抗議，強調香港回
歸16年來，《基本法》充分保障了香港公
民各項基本權利及自由，香港政制發展亦
正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
決定穩步推進，毋須外國所謂「支援」，並
對美國和英國干預香港政制發展及普選事
務表達嚴正抗議。

擺事實講道理 點出美英干港

在電視的清談和時事節目中，陳勇與民

主黨的前立法會議員李華明等人舌辯外國
干預香港政制發展，義正詞嚴，理直氣
壯；在報刊的評論和新聞報道中，陳勇多
番擺事實講道理，點出美英兩國干預香港
的事實，並分析其對香港政制發展，及社
會穩定的不良影響。
陳勇的胸襟前常常掛 一個印有國旗和

區旗的襟章，即便是在愛國愛港陣營中，
也少有這樣將愛國愛港掛在胸前的，但在
陳勇眼中，這卻是理所當然的，不必作任
何解釋。

方言歇後語 街坊有共鳴

陳勇是一位從地區基層打拚出來的政治
新星，他的語言也很富有地區和基層的色
彩，講話愛用比喻，能用街坊市民容易理
解的市俗語言，幽默風趣，又形象貼切地
表達政治理據。比如，在與記者談及反對
美英干預香港事務時，他就形象地以「泥
水佬整門——過得自己過得人」為喻，指
出美國和英國同樣不希望其他國家支持他
們國內反政府的組織和個人，所以美國擁
有世界上最嚴謹的國家安全條例，希望他

們「己所
不欲，勿
施於人」。
一句市民
大眾耳熟
能詳的方
言 歇 後
語，拉近了與市民間的距離，易於在市民
坊眾中引起共鳴。
在民建聯的領導層中，陳勇主管宣傳公

關委員會，他希望提升民建聯的宣傳實
力，助市民增加對民建聯的了解。「民建
聯傳統上屬於『有麝自然香』，不善於自
我包裝，比較輸蝕。」他慨嘆，地區的兄
弟姊妹做了很多實事、好事，由於不善宣
傳，有時反被對手奪去功勞，甚至遭抹
黑。現時一些年輕人只透過傳媒報道或網
絡了解民建聯，容易產生誤解；但透過近
距離接觸後，便認同民建聯真的在做實
事。他認為，這是建立長久關係的有效方
法，但單靠「步兵、陸軍」規模不夠大，
需要提升宣傳實力。

(註：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舌戰李華明 陳勇理直氣壯

■陳勇

■由民間不同

界別人士自發

組成的「正義

聯盟」昨正式

成立。

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