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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批英報告配合反對派「公提」
指政改屬港內務外國勿干預 促莫再提違法建議拖慢普選

袁彌昌踢爆反對派向「茉莉花」抄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鼓吹「和平佔

中」，試圖撕裂香港。「人民力量」主席袁彌明胞兄、中
大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袁彌昌日前撰文，以被稱
「非暴力鬥爭手冊」的《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關於基本
原則的思考》，踢爆醞釀「公民抗爭」旨為顛覆政府的真
正動機。
袁彌昌日前在報章撰寫題為〈公民抗命爭普選 恐變木

馬屠城〉文章，以美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Al-
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印製的《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
關於基本原則的思考》一書，踢爆醞釀香港反對派「公民
抗爭」的真正動機。
他指出，發行書本的研究所創始人，正是「茉莉花革
命」的「理論推手」吉恩·夏普（Gene Sharp）。該書儼
如香港新政治趨勢的「預言書」，書中講述的「非暴力抗
爭」伎倆，與正被香港反對派「積極推行與實施」目前所
為相同。

「照辦煮碗」圖複製「顏色革命」
袁彌昌舉例說，吸收學生與年輕人參加民主運動、針對警

察並嘗試使其中立化、使用「關鍵性傳播者」，如宗教領袖、

反對派政治領袖和教師等，以及把對民眾有不良影響的一切
「事實」怪罪於政府等，香港反對派所為與之實如出一轍，
「根據此書『照辦煮碗』的話，要在資訊發達、深層次矛盾
浮現的香港複製『顏色革命』，並非不可能。」

「非暴力鬥爭代替武裝衝突另一手段」
他續說，雖然有人指香港新一輪政治運動主要爭取「無

篩選的普選」，並無顛覆政府及更換政權意思，但如書中
所指，經常使用「結束暴政和給人民帶來和平和正義」和
「使一個專制政府權力失去效用甚至瓦解」這類型話語，
動機十分明顯：「非暴力鬥爭無非是代替武裝衝突的另一
種手段，手段改變了，目的依然如一。」
袁彌昌又形容，「公民抗命」的嚴重性不只是違法或不違

法這麼簡單，最重要的是，「公民抗命」會使人不服從、反
抗、不理睬政府法律和法規，「這對任何社會均會造成無可
彌補的傷害，等於為社會日後埋下了一個巨型炸彈。」

盼遭政府暴力 增公眾支持
他分析指，反對派在非暴力抗爭中提倡「非暴力」，其

實是「講真」的，暴力就如運動的「嚴重污染物」，「非

暴力戰略最突出的優點，是完全不
受年齡或性別限制，男女老少皆可
參與，並期望遭到政府暴力反應及

其他制裁，這樣反對派便可以廣為宣傳這些行徑，以加強
公眾對民主運動的支持，通過揭露政府的殘暴和質疑其合
法性來削弱它。」
袁彌昌直言：「從《論》書對『污染物』分析中，可側

面看出在香港新一輪政治運動中，存在着不少『污染
物』，令它成功機會大減：除了使用暴力的可能性之外，
成員之間或之內的不團結，會使人們失去對該運動是否有
能力實現政治改革信賴和信心。現時『泛民』或『真普
聯』根本就是『不利於始終專注於戰略性非暴力鬥爭核心
目標組織結構』。」

港動盪拖住兩岸統一
他直言，既然在香港推動「非暴力抗爭」的成功機會不

大，中央很自然會想到顛覆的目標未必是特區政府而是內
地，「只要香港持續政治動盪，向中央擺出對抗姿態，便
可影響台灣人的統一意向，足以一直拖住兩岸統一進程，
延遲中國崛起，試問對美國來說，又怎會對這本小利大的
策略不動心？抗爭的港人認為這是一場試膽遊戲（chick-
en game），誰夠大膽便誰勝，而中央早就把事情定性為
一場國家級的政治戰爭。」

袁彌明兄質疑「公民抗命」圖推翻政府
指與「爭取普選」無關 批「佔中」不可能脅迫中央「軟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鼓吹「佔領中環」，聲稱是通過「公民抗命」爭取
「真普選」。「人民力量」主席袁彌明胞兄、中大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袁彌昌昨日接受
本報訪問時質疑，「公民抗命」與「完全非暴力」說法邏輯上存有矛盾。綜觀外國經驗，「公
民抗命」都是為推翻政府、政權，與「爭取普選」並無直接關連，又指「佔中」是試圖以脅迫
手段令中央政府態度「軟化」，但中央已透過白皮書闡明對香港普選的立場，故他搞不清楚
「佔中」的出路。

人民抗法 社會如埋巨彈
反對派聲稱，「佔領中環」是為爭取「真普選」的

「公民抗命」。袁彌昌日前在報章撰寫題為〈公民抗命
爭普選 恐變木馬屠城〉文章，引用了《論戰略性非
暴力衝突：關於基本原則的思考》一書內容，質疑香
港反對派醞釀「公民抗爭」，真正動機是為了顛覆政
府、政權，而以「公民抗命」使人民反抗政府法律，將
對社會造成無可彌補傷害，等同於社會埋下巨型炸彈。

（見另稿）
袁彌昌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直言，根據外國經驗，

所謂「公民抗命」都是為了推翻政府、政權，與「爭取
普選」並無直接關連，預料旨為拖垮台灣問題和平統
一，「正如2003年 50萬人上街，當時並無『公民抗
命』，近年政治形勢一下子有着大變化。依據國際經
驗，『公民抗命』中的非致命性暴力必要的，我深信
『佔中』想引起國際關注，但有個別報章已扮演『防火
牆』角色，指出『佔中』純粹是香港本土的事。但事實

上，近年港澳台反對派合流已觸動中央神經。」
他又批評「公民抗命」與「完全非暴力」說法在邏輯
上存有矛盾，「究竟『公民抗命』能否『和平理性』
呢？現在『佔領中環』即使是和平還是暴力仍然不清
楚，若他們完全和平等待清場，就無法滿足訴求，所
以，我不清楚『佔領中環』想點？連和平還是暴力都不
清楚！」

白皮書清楚交代中央普選立場
袁彌昌續說，「佔領中環」想以「癱瘓中環」來作為

「談判」手段，試圖迫使中央「軟化」，但中央政府已經
透過「一國兩制」白皮書，「堂堂正正」地交代了中央對
香港普選的立場，說明「佔中」目的邏輯上有矛盾，衍生
出盲目的意識形態，「根據好多理論，若社會持續混亂會
令市場更加混亂，百害而無利。中央透過白皮書搞清楚問
題，即使『先君子後小人』都好，總較人大解釋問題更
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國政府昨日公布最新一期提交國會

的香港半年報告書。報告書在總結部分提到香港的政改問題，聲稱「任

何（政改）方案應予香港人一個『真正的選擇』，讓他們能『真正』主

導自己的未來」，這與香港反對派聲稱爭取的「真普選」如出一轍。

香港社會各界批評，該報告是為了配合反對派鼓吹的、違反基本法規定

的「公民提名」。政改是香港內部事務，外國政府不應過度干預，並促

請英國不要再提出諸如「公民提名」等違法建議，否則最終拖慢香港普

選進程。

英國政府昨日公布香港半年報告書，
內容述及由今年1月1日至6月30

日期間香港發展情況。英國外交大臣夏
偉林在報告書序言中稱，香港的將來對
英國非常重要，英國作為《中英聯合聲
明》簽署國，與香港商務、文化、教
育、經濟等領域有緊密連繫。英國與香
港間密不可分歷史關係，以至蓬勃雙邊
貿易投資，意味香港仍然是英國最重要
國際合作夥伴之一。

夏偉林「真正選擇」暗合「真普選」
在報告書的總結部分，夏偉林指，
「一國兩制」原則整體繼續運作良好，
《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所承諾的權
利及自由也繼續得到尊重，但就特別提
到，香港獨特的「一國兩制」憲制架構
行之有效，「重要的是，它繼續受各方
尊重及被認為受到尊重……《中英聯合
聲明》和基本法所承諾『一國兩制』和
高度自治的原則，對香港未來的繁榮和
安全至關重要。」
夏偉林在報告中更聲稱，維護香港優勢
最佳方法，就是「回應香港市民訴求」，
在符合基本法框架下邁向普選，「世上沒
有任何完美的普選模式。重點在於任何方
案應予香港人一個『真正選擇』，讓他們
能『真正』主導自己的未來……香港政改
最終定案，將由香港特區與中國政府以及
香港人作出決定，（英國）呼籲各方在這
關鍵時刻進行建設性對話並努力達成共
識，令香港的政制發展得以前進。」

葉太：英評論雙重標準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表示，目前距離政改愈來愈近，相信外國
政府在未來一段時間明顯會就香港政改問

題作出更多別有用心的舉措，「（英國）
今份報告表面說到很支持基本法，不要挑
戰中央及特區政府，但暗地裡很多細節都
是在推動『公民提名』。事實上，英國選
舉本身也沒有『公民提名』安排，英國作
出如此評論，完全是雙重標準。」

何俊賢：講尊重又推「公提」矛盾
民建聯漁農界議員何俊賢指，香港政改

問題是中央及特區的內部事務，並且須按
基本法落實普選安排，外國不應干預，
「英國一方面說尊重中國中央及特區政
府，一方面就推動『公民提名』，這是自
相矛盾及自打嘴巴。若英國欲成其事，希
望看到香港落實普選，就不應該再提『公
民提名』，否則只會拖慢香港普選進
程。」

郭偉強：任何人不得凌駕基本法
工聯會勞工界議員郭偉強認為，外國向

來對香港政改問題「虎視眈眈」，但普選
是中國的內政，應由中央和由港人按照基
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尋求最適合香港
實際情況的安排，「普選須循序漸進及按
部就班，達致最理想方案。基本法屬香港
憲法，即使外界批評普選不完美，但任何
人均不得凌駕基本法，甚至無視基本法存
在。」

梁美芬：「一國」指中國非英國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強調，任何政

改討論均須依基本法框架辦事，「英國是
相當清楚香港普選進程。『一國兩制』中
的『一國』，是指中國而不是英國。任何
政改討論應依基本法框架辦事，才能有突
破。大家應聚焦討論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
組成部分，當中還有很多商討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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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旅發
局昨日公布今年1月至5月旅客總人次
達2,404萬，較去年同期上升13.6%。
旅發局主席林建岳表示，最近有政黨聲
稱會在8月「佔領中環」，有不少旅客
已向該局駐外國辦事處詢問有關情況。
他坦言，政治環境不穩定，必定影響旅
客來港意慾，身為旅發局主席，他不希
望見到破壞香港旅遊業的事件發生。
暑假是吸引旅客訪港的黃金檔期，但

有政黨聲稱會在8月「佔中」。林建岳
昨日坦言，暑假期間，來港旅遊的旅客
人次會有增長，但不能排除「佔中」會
影響旅客來港意慾，現在已經有一些長
途旅客、東南亞旅客向旅發局駐外國辦
事處詢問有關情況。

計劃行程早 長途客拒冒險
他認為，一旦「佔中」，對長途旅客
的影響會較大：長途旅客都會在較早時
間計劃行程，故未必會冒險到政治環境
不穩的地方旅遊。而「佔中」對旅遊業
的影響，需要視乎「佔中」規模的大
小。

泰政局不穩 旅業至今蕭條
不過林建岳強調，旅遊業是很脆弱

的，如旅遊業一直是泰國的經濟重心，
但因政局不穩，當地的旅遊業至今仍然
蕭條，要重建是旅客對泰國的信心還需
要一段時間恢復。越南早前也因政局不

穩，令不少旅客到當地旅遊的意慾減低。
他相信，香港一旦發生「佔中」，相信會減少

旅客來港意慾，屆時不單只旅遊業，甚至相關的
行業，如零售業、酒店業等都會受漣漪效應所影
響。

蔡素玉：反「佔中」兩小時蒐千簽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
中」等暴力激進行為激起社會反感。民
建聯東區區議員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
素玉，日前在北角設立街站收集反「佔
中」簽名，兩日來共收到3,300個簽
名，反應熱烈。蔡素玉昨日向本報表
示，北角街坊都對近日的暴力激進行為
感到「氣結」，但未有途徑發聲，故希
望借簽名行動向暴力及「佔中」說不。
蔡素玉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她在剛過去的周日擺設街站，舉
行「反暴力 反佔中」的簽名運動，結
果「排晒隊」，僅兩小時收到逾千個簽
名，較平日其他簽名運動平均約600個
至700個多很多。雖然早前不少街坊已

簽名，她前日繼續在原位置擺街站時，
也收集到約1,300個簽名，是「出乎意
料之外的熱烈」。
她指出，是次的「反暴力 反佔
中」議題獲得不少街坊支持，有走過
的街坊均向她「豎起拇指」，街坊希
望日後有更多空間表達有關的意見，
也有街坊見到簽名街站，即時「上樓
叫老婆落街簽名」，相信不少街坊對
近日的事件感到「谷住度氣」，認為
不能繼續沉默，不少青年及上班一族
也參與了簽名行動。
被問到簽名運動會否繼續時，蔡素

玉希望可以繼續，而收到的簽名都會
交給民建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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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革命」始源
於突尼西亞的反政府示
威，成功迫使執政23年
的總統本．阿里，於一

個月後下台流亡海外，其後埃及總統
穆巴拉克也由於「茉莉花革命」下
台，激發全球關注，其後更輻射整個
北部非洲與中東地區，無不仿傚「茉
莉花革命」推翻政權。
2010年12月17日，突尼西亞南部城
市西迪布吉德，一名26歲青年穆罕默
德．布瓦吉吉因抗議警方沒收攤車自
焚，數百名年輕示威者聚集於市政府
大樓，由警方出動催淚彈驅趕，自
此，揭開了連串反政府示威抗議浪
潮，並迅速蔓延至首都突尼斯市等多
個城市。
2011年1月3日，約250名學生於西
迪布吉德清真寺附近示威、放火燒輪
胎、攻擊憲政民主聯盟辦公室，要求
總統穆巴拉克下台，並要求取消網路
審查。同年1月6日，8,000名律師參
與罷工走上街頭抗議。有示威者更於
首都洗劫建築物、焚燒輪胎、燒毀公
共汽車及汽車。

埃動盪經濟重創至今
由於大型示威遊行持續擴散，1月
10日，政府宣布無限期關閉境內所有
學校和大學，並開始實行宵禁並作軍
隊部署。1月14日，穆巴拉克離開突
尼西亞，出走沙特阿拉伯，結束他長
達23年執政。自此，是次革命以突尼
西亞國花茉莉花命名。其後，「茉莉
花革命」又席捲埃及，最終迫使執政
30年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台，造成
埃及國內持續動盪，國民經濟重創，
到目前仍是亂局一片。■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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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彌昌表示，「公民抗命」與「完全非暴
力」說法邏輯上存有矛盾。 網上圖片

■林建岳指「佔中」必定影響旅客來港
意慾。 資料圖片

■蔡素玉擺街站收集市民簽名反「佔中」，廣受街坊歡迎。 蔡素玉供圖

■葉劉淑儀指英
國 選 舉 也 沒 有
「公民提名」安
排。 資料圖片

■何俊賢指政改是
中央及特區的內部
事務，外國不應干
預。 資料圖片

■梁美芬指「一國
兩制」中的「一
國」，是指中國非
英國。 資料圖片

■郭偉強指任何人
均不得凌駕基本
法，甚至無視它存
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