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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周日狙擊內地旅客行動，是一個幾個月前才在
網上成立名為「反赤化．反殖民」的組織。與其他五
花八門的網上激進組織一樣，這個組織背景、財力成
疑，兩名主要發起人是網名「金金大師」的梁金成，
以及網名「天河明人」的王姓「港獨」分子。橫看豎
看，這兩人不過是活躍於網上的激進分子，並不具有
什麼政治力量，更不可能有膽量有能力在大庭廣眾下
狙擊內地旅客，如果背後沒有人撐腰，能夠成事嗎？

主辦者缺乏政治力量只是棋子
確實，梁金成雖然一直自稱是獨立網民，但其實他

的真正身份是「新民主同盟」成員，他更是范國威粉
嶺的社區主任。日前有傳媒向范國威查詢時，范也承
認梁金成是「新同盟」成員，但卻堅稱「驅蝗行動」
是梁以個人名義發起，與「新同盟」無關云云。

范國威的說法是此地無銀三百両。梁金成早在2012

年就成立「北區水貨客關注組」，發動所謂「光復上
水」行動，嚴重滋擾兩地民眾，但也得到一小撥激進
分子支持以及范國威等激進反對派政客的賞識。及後
他更加入「新同盟」並擔任范國威的社區主任，與范
國威、毛孟靜、譚凱邦等人舉辦了多場挑動兩地對抗
的所謂「反赤化」行動。范梁兩人策動針對內地民眾
的行動早有前科，現在梁公然在廣東道狙擊內地旅
客，范國威以為可置身事外嗎？

至於另一名主辦者「天河明人」更是黃毓民、陳雲
的「虔誠信徒」，過去因積極響應陳雲的呼籲攻擊內
地民眾，被陳「封」為「城邦忠烈公」。說穿了，這
兩人不過是好出風頭的極端分子，並不具備發起大型
抗爭行動的政治力量和資源。

推扯線公仔出前台一舉兩得
再看當日遊行的陣容，當中人數最多的是由黃毓民

愛徒黃洋達領導的「熱血公民」，以及粗口教師林慧
思所屬的「調理農務蘭花系」。黃洋達是黃毓民一手
捧出來的激進反對派人物，黃毓民更為他不惜與「人
民力量」鬧翻；而與台灣勢力關係密切的「調理農務
蘭花系」也一向奉黃毓民為「教主」，這兩個黃毓民
嫡系組織成為了當日遊行的中堅。至於在遊行中不斷
揮舞港英旗粗暴騷擾、辱罵內地旅客的示威者，則主
要來自「香港人優先」的一班憤青。這個鼓吹「港
獨」組織現時由張漢賢、招顯聰等人帶領，該組織過
去屢因行為不檢，搗亂公眾秩序，多次被警方拘捕。
去年其成員更闖入解放軍駐港部隊軍營示威，受到社
會各界狠批，有關人士正被當局控以「無許可證進入
禁區」罪名。

由此可見，周日的遊行雖然人數不多，但卻是集結
了多個激進反對派的政黨團體參與，這絕不可能是幾
名網民在網上呼籲號召就可以做到的。事實上，「驅
蝗行動」的主辦者亦不過是激進政客的代言人，梁金
成只是范國威、毛孟靜等人的傀儡；「天河明人」亦
只是黃毓民、陳雲的扯線公仔。推他們出台前擔當爛
頭卒角色，一方面是為了淡化有關行動的政黨色彩，
偽裝成所謂「民間自發」；另一方面假如行動引發社
會巨大反響，激進反對派政客可以立即切割，將責任
推得一乾二淨。就如這次事件引發社會各界高度關
注，當局更表示會依法追究，有關人等很大機會要負
上刑責，范國威立即與梁金成劃清界線，正是最明顯
例子。

挑動社會對立 讓激進反對派渾水摸魚
必須指出的是，激進反對派全力在社會上煽動

「去中國化」的歪風並非自今日
始。早在 2012 年 1 月，激進反對
派人士就大肆炒作所謂D&G歧視港人事件，上綱上
線將內地旅客誣稱為「蝗蟲」。之後有關針對內地
民眾的行動開始此起彼落。2012年9月，梁金成發起
的「光復上水站」以狙擊水貨客為名，不斷騷擾內
地旅客。2013 年 10 月，毛孟靜及范國威聲稱聯同
「三百名市民」，在香港兩份報紙和「台獨」報章
聯署刊登廣告，打出「反自由行、反中國化、反赤
化」口號，倡議「源頭減人」。2013年12月，「香
港人優先」成員手持港英旗強闖添馬艦解放軍駐港
部隊總部內。2014年1月，「香港人口政策關注組」
召集人譚凱邦向「台獨」報章投稿，稱香港已被
「大陸化」，「台灣民眾應以香港為鑑」，不要放
棄「台獨」主張，等等。

在這些「去中國化」行動的背後，都可以見到激進
反對派政黨政客的身影。但有關行動同樣受到主流民
意的批評，「人民力量」日前提出針對內地旅客的
「陸路入境稅」被社會輿論狠批就是一例。於是一眾
激進反對派開始改為幕後行動，將這些針對內地民眾
的行動「外判」到一些名不見經傳的組織上，由他們
策動，而激進反對派則在幕後操控。不論這些組織的
名目是什麼，其本質都是不斷在兩地交往中製造矛
盾，挑釁仇視，挑動對抗，分裂社群，令社會處於嚴
重對立分化，讓激進反對派可以渾水摸魚。他們的行
徑不只是「倒香港米」，更是要將香港社會推向二元
對立的境地。

黎子珍

激進反對派幕後操控趕客暴行 挑動兩地對立分裂社群
網上組織「反赤化．反殖民」策動的所謂「驅蝗行動」，並非如主辦者所言是網民自

發，背後其實有多個激進反對派的政黨團體參與其中。行動主辦者是「新民主同盟」成

員、范國威的社區主任；參與主力是黃毓民嫡系「熱血公民」和「調理農務蘭花系」；粗

暴指駡內地旅客，高舉不文手勢的是「香港人優先」等一班「港獨」組織成員。這說明激

進反對派一直在幕後發動這次針對內地旅客的行動，而「反赤化．反殖民」一眾不過是台

前棋子。近年激進反對派不斷在社會上煽動「去中國化」的歪風，由「光復上水」到在

「台獨」報紙刊登鼓吹「港獨」廣告，再到現在狙擊內地旅客，目的都是要挑動對抗分裂

社群，令香港社會陷入嚴重的二元對立，他們並非是保衛本土利益，相反是要將香港推向

內耗的深淵。

近日，個別「高登仔」通過程式惡意
干預雅虎香港網站開展的民調，使結果
偏離社會認知與主流評價。營運商負責
內容製作與傳播，唯有採取措施，確保
網絡順暢，使內容可信。在遭遇網絡攻
擊與干擾時，需要自行加強監管，剷除
非法內容，保留訪問紀錄作為證據，並
報案交由警方處理。

「高登仔」濫用自由表達權
網絡傳播中的匿名性、虛擬性等特
點，使法例在實施中難度加大，也助長
了網絡搞手們「法不責眾」的僥倖心
理，致使其濫用自由表達權。
對於網絡惡搞事件，筆者認為需要三
管齊下：法治、道德和技術。虛擬社會
不是法律空白地帶，政府需要健全法治
規則，加大打擊力度；對於網民而言，
必須遵守公序良俗，守住道德底線，把
握言論自由與侵權之間的界限；網站可
以通過系統驗證、IP限制、Cookie配置
等技術手段，對網絡輿論進行必要管
理，防止惡搞事件發生，從而影響公眾
閱讀，也可避免網站自身形象受損。

「營運商」須剷除不實內容
網民投票等交互行為形塑了一個陌生
的數位化世界，內容的多元化來源與擴
散性流動，以及內容的易編輯性以及資

訊散播的可操控性，使得網絡資訊質素
經常參差不齊、真偽難辨。而在網站日
常營運中，「把關人」失去了存在的技
術限制、受眾基礎和制度保障。
「高登仔」以及一眾反對派網絡搞手

之所以能夠得逞，並且炮製出近50萬參
與假象的惡搞事件，與營運商「把關
人」的缺失或縱容不無關係。從近幾年
的案例分析，某些網站職業道德和責任
意識的缺失是形成「網絡暴力」的原因
之一。
在了解異動或接到投訴後，網絡營運商

理應及時刪除或者遮罩不實內容，對於明
知已經存在的，更應該主動進行刪除或者
遮罩，加強對內容的自我審查力度。因此，
敦促雅虎香港網立即剷除相同IP或IP段提
交的數十萬張假票，還原真實的網絡民意，
還網民一個真相，以更好地贏得忠實網民
信賴。同時，還應發表聲明，承認投票結
果受到操弄，撤下該新聞投票，並向網民
道歉。最後，也建議該網站完善新聞投票
程式，增加一些認證標誌，有效控制重複
投票，使結果更具參考性，使網民的意見
更加平等。
「媒體審判」曾經在歐美惹出過極大

禍害，因而被嚴格禁止；以網絡惡搞、
網絡暴力為代表的所謂「網絡審判」也
應該引起重視，網站營運和網絡輿論應
有自身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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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在進行
2014年國情咨文演
講時拉高嗓門對議

員稱，經過苦幹，美國經濟在復甦，也
比任何其它國家都適應新世紀發展。奧
某特別羅列了「系列」政績：失業率降
至低點；製造業工作崗位大增；房地產
恢復在望；原油生產破天荒超過進口
量；赤字減少了超過一半；世界最佳投
資勝地已由中國轉為美國。但只要稍加
推敲，就可以發現奧巴馬在玩弄語言遊
戲、自欺欺人、忽悠世人，並企圖通過
心理戰來挽救美國人對白宮政府的低迷
信心。但事實是，奧巴馬上任以來，債
務持續增加，並已經突破「國家破產警
戒線」。
白宮為了挽救民眾信心，曾暗中大量購
入相關股票，人為托高股市，製造了經濟
復甦的假象。經濟專家曾為此警告，虛假
「復甦」後面隨時可能爆發大股災。美國
近年貿易呆滯，「貿易王國」的地位已被
中國取代；專利申請量雖然曾經比世界的
總和還要多，但最新的數據顯示，「專利
王國」同樣被中國取代。各國投資家心知
肚明，無論是投資美國的債券、股票和房
地產，都將面臨巨大風險。反觀太平洋彼
岸中國，卻磁石般地吸引了來自全球的投
資者。美國股神、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亦都
紛紛將投資瞄準北京。

沒有多少人放心投資美國
外國投資一個國家市場，主要有債
券、股票和房地產。據美國財政部公佈
的報告顯示，截止2013年11月，中國持
有美國國債總額為1.317萬億美元，是美
國的第一大債權國。在中國所持的1.3萬
億美國債券中，大約有4000億美元是由
每美元兌8.27元人民幣的價格購入，
4000億美元由每美元兌7元人民幣的價
格購入，另外5000億美元由每美元兌6.5
元人民幣的價格購入。以目前每美元兌
6.1元人民幣計算，中國投資的美國債券
雖然每年可以收取500億美元的利息，但
總體獲利仍然十分有限。

包括中國等許多國家投資了美國的房
地產，大都虧大於賺，甚至連老本都蝕
光。由於美國國債屢屢突破上限，民主
和共和兩黨對財政開支的策略又水火不
容，個別國會議員甚至表示「不還債又
怎麼樣」，企圖賴賬；白宮政府曾多次
陷入財政僵局，使美國債務違約風險大
增。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就曾多次
對美國的債券投資結果表示擔憂。美國
國債一旦出現違約，中國等投資美國債
券的國家將直接成為受害者，美國及全
球經濟亦將遭受比2008年金融危機更為
嚴重的衝擊。對如此高風險的投資環
境，又有幾個人會放心投資美國？

「對外貿易」已經屈居第二
2013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達4.16

萬億美元，完全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
貿易國。據經濟學家推算，未來幾年中
美貿易總額的差距還將繼續以較快的
「慣性」擴大，美國必然要 「屈居第
二」。30多年來，中國經濟以年均10%
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長，既推動了對外貿
易，抵銷了因為美國金融瘟疫帶給全球
的經濟危機，也為世界投資家提供了難
得的投資市場。中國與美國是世界最大
的兩個經濟體，奧巴馬如果尊重事實、
客觀一些，應該說世界的最佳投資地是
中國和美國，而不是自欺欺人地說投資
勝地已由中國轉移到美國。
2011年，全球專利申請數量為214萬

件，其中中國受理52.6萬件，佔全球總
數的四分之一；美國為50.3萬件。2012
年全球專利申請量為235萬件，其中中國
受理65.3萬件，再次將美國拋在身後，
連續二年位居全球首位。華盛頓專利申
請量持續下滑，說明科技創新出現前所
未有的大滑坡，凸顯美國等西方列強獨
享世界「專利發明」的時代已經成為過
去式。專利發明是經濟發展的領先指
標，只有投資不斷創新的國家和企業，
才能獲得可觀的利潤和回報。越來越多
的投資者認為，投資中國的回報後勁比
任何地區和國家都來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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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極少數人粗暴違法騷擾內地遊
客事件，激起社會公憤。特首梁振英表
示，針對遊客的滋擾行為，無論是內地
或外國旅客，都應該受到譴責，如果有
違法的地方，會依法跟進。不能否認，
每天數以十萬計的內地遊客（去年內地
旅客接近四千萬）在港旅遊、購物、消
費，對本港市民日常生活也造成一些不
便。但是，藉此辱駡內地遊客，挑起兩
地怨恨，社會普遍認為此種做法等於趕
客，有損香港作為自由港、旅遊之都的
形象，對香港有害無益。
香港素有「購物天堂」美譽，世界各
地商品應有盡有，東西南北美食各自精
彩，有山有海美景如畫，傳統現代相容
並兼，正是這些我們賴以自豪的方方面
面，吸引了各地遊客來港觀光。內地居
民來港消遣及遊玩的「自由行」人數不
斷飆升，既帶旺了本港的零售、旅遊、
飲食、服務等行業，亦創造了更多的商
機及就業機會，為促進香港經濟繁榮與

增長注入了龐大的動力。
俗話說：「感恩圖報」。面對今天大

量內地遊客湧港，一些巿民或有微言，
但不要忘記2003年「沙士」後，香港
發展陷入低潮，是中央政府及時放寬
「個人遊」限制，提振本港經濟，開放
「自由行」讓內地同胞來港購物、消
費，商店、酒店業務興旺，其他行業也
受惠，如今怎能「好了傷疤忘了痛」
呢？ 「飲水思源」這句老話對港人更
具特別意義。一來本港飲用水主要來自
廣東的東江；二來巿民的食品、「菜籃
子」都離不開內地源源不斷的供給，無
論氣候如何，中央政府總是優先保證輸
港的瓜果蔬菜，幾十年來每天都有新鮮
豬肉及其他肉類售賣，靠的是內地保質
保量的供應……如今怎能忘記祖國的支
持是香港生存的動力？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伴隨着中華民
族的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
日後香港與內地的交往必將更加頻繁，

尤其是粵港連接將更緊密。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可作為中國「走出去」的橋
樑，也是吸引外資到內地投資的門窗；
同樣香港增加競爭優勢都得仰仗內地的
大力扶持。香港每年吸引着眾多品學兼
優內地生前來深造，往內地升學、工作
及交流的港人也日益增多；兩地在醫
療、科技等領域的互動也越來越多，大
家攜手合作，共同為國家建設添磚加
瓦。
面對民間不滿的聲音，除了請求內
地政府有關部門作出適當控制（尤其
是高峰期）外，港府應積極協調、加
以疏導，設法消除雙方誤會，避免矛
盾加深。還需從長遠考慮，制訂具體
方案以應付預計到2017年訪港人數達
到7000萬，如加強配套設施、增建酒
店，在口岸附近加建購物中心以疏導
人群等。只要抱着「以和為貴」的宗
旨，促進兩地和諧，共謀發展，定可
達到互惠互利的目標。

辱客趕客 對港有害無益

民主黨公然將「選舉篩選」和
「佔領中環」掛鈎，以「佔領中
環」作為所謂的「籌碼」威逼中央
及香港政府落實他們口中認為的
「真普選」。此舉就好比一個小朋
友得不到糖果和玩具，為了得到，
在發脾氣、撒嬌和威逼要糖果一
般。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很大程
度依靠中環的順暢運作，佔領香港
的經濟命脈最終只會令香港社會受
到損害。
2017年港人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

和人大決定來實現普選行政長官，
而且行政長官必須為愛國愛港人士
擔任。民主黨早前被反對派爆出想
入閘，民主黨以「佔領中環」的藉
口威逼中央和港府實施所謂的「真
普選」，此舉在反對派眼中是借
「佔領中環」來爭取所謂的入閘機
會，為一黨的選舉利益，而放棄香
港市民的福祉。

激進反對派不收貨
有正規的法律途徑和廣泛的諮詢

平台，為何一定要用到如此偏激，
對香港傷害如此大的方式去換取所

謂的「真普選」。因為民主黨認為
所謂的「真普選」才對其有利，甚
至對民主黨派人競選行政長官有
利。再者，民主黨要求所謂的「真
普選」，否則就要以「佔領中環」
作為代價換取，乃為不智，筆者完
全不認同民主黨的觀點。
民主黨為反對派中一大力量，但

事實上民主黨已經被反對派中某些
激進勢力打壓和狙擊。此次民主黨
宣誓佔領中環，是向激進反對派示
好，表示民主黨與他們同在，以換
取不被打壓。但是，民主黨的示好
是徒勞，因為當民主黨表明參與
「佔中」後，激進勢力隨即要求何
俊仁「辭職公投」；如果何俊仁真
的同意辭職，激進勢力也會繼續提
出更加激進的要求，總之民主黨怎
樣曲意奉迎，他們都不會收貨，原
因是他們針對的從來是民主黨本
身，而不是民主黨做什麼。政治就
是選舉，選舉就是選票，激進勢力
由於立場問題，根本不可能撬動建制
派的選票，他們要增加議席只有一個
辦法，就是向「自己人」下手，而方
法就是攻擊其他人不夠堅定、「出賣

民主」，讓自己搶佔道德高地，繼而
搶奪選票。而在反對派的板塊，立場
相對較溫和的民主黨自然是激進勢力
的攻擊對象。

落得立場不堅定的印象
民主黨此次高調宣揚以「佔領中

環」來換取「真普選」，此舉明顯
只是為了民主黨自身利益，非為香
港。「佔領中環」無論出發點是什
麼，都是弊大於利，民主黨此舉損
害的是全港市民利益，損害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筆者堅決
反對「佔領中環」，實現普選應該
在基本法和人大有關決定的基礎上
商討，社會各界在法律的框架下廣
泛積極參與，達到共識。
民主黨表面的示好只有得罪兩

邊，在反對派眼中只是表面功夫，
沒能謀求到實際選舉利益；在廣大
理性平和、希望香港穩定的市民眼
中，更大失所望，落得軟弱、立場
不堅定的印象，更認為民主黨為了
自身政黨利益而不惜犧牲香港市民
的利益。

民主黨約30名成員早前於中環皇后像廣場舉行宣誓儀式，

聲稱「選舉有篩選」就「佔領中環」。其中「佔領中環」發

起人戴耀廷和朱耀明亦到場支持。民主黨的示好只有得罪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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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搞激進兩面不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