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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疾呼「反佔中」 不再做
紛站出來簽名發聲 家長憂心暴力亂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對派聲

稱有可能在 8月發起「佔領中環」行

動，令不少過去一直屬於「沉默一群」

的市民再也不能視而不見。逾1,100個團

體聯署組成「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

在港九新界各區設立逾400個街站，收

集支持「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

佔中」市民的簽名。今次簽名運動可謂

一呼百應，有早前意外弄傷腳的市民不

滿反對派騎劫大部分市民意見，縱然行

動不便亦要挺身而出，以簽名表達對

「佔中」的不滿。此外，亦有市民擔心

他們的子女會在非理性、渲染暴力的社

會環境下長大，亦帶同子女到街站簽

名，期望凝聚社會力量，向「佔中」與

「暴力」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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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姐：勿威脅中央 損港聲譽
在中環寫字樓做行政工作的李小姐稱：「參加簽名行
動，是靜（沉）默的人站出來，告訴『佔中』班人：他們
不代表主流意見。」她表示，不滿「佔中」人士常將自己
的意見強加於普通市民中，並認為有其他渠道與中央商討
普選方案，不應以「佔中」行為威脅中央。她又質疑聲稱
有80萬人參與「公投」活動，是沒有實質根據和科學系統
而「作出來」的數字，並相信是次「反佔中」簽名人數會
超過80萬。李小姐說，「中環是香港的心臟地帶，真係唔
想見到佢被人破壞。」又指若發生「佔中」，會令中環人
上班「很麻煩」，亦會令香港形象和聲譽變差。她表示，
自己從不參與遊行或其他政治活動，但眼見近期有各團體
頻頻發起遊行，破壞社會安定，令她與「政治冷感」的家
人朋友，亦要出來反「佔中」。

陳先生：沉默非認同 今次要發聲
早前意外弄傷腳的的陳先生亦特意到街站簽名，他表示

自己一直沒有參與任何政治活動，希望以和平理性的態
度，不與偏激人士硬碰，但最近實在看不過眼才挺身而
出。「反對派一直吹噓自己有幾多人支持，就無視其他
人，以為我們沉默就等於認同，今次要站出來簽名，讓他
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他指出，現時小撮人不停搞小動
作，扼殺香港穩定社會，只會惡性循環。他認為，香港人

變得愈來愈霸道，「政府近年已盡心盡力，處理雙非、水
貨客等上一屆政府沒有處理的民生議題，卻又惹來另一片
謾罵，根本政府如何做都會讓人鬧！」他又指，立法會反
對派只是在鏡頭前「做騷」，罔顧社會發展。

崔先生：必直接影響港經濟
於中環上班、從事銀行業的崔先生支持爭取民主自由，

但一定要以和平的手法去爭取。他又指，雖然現時難以預
料「佔中」的影響會有多大，但相信一定會直接影響香港
經濟。被問及公司有否為「佔中」行動作危機準備，崔先
生指公司有對此行動作出一些指引，但現時不方便透露。
而他本人亦有擔心萬一發生「佔中」，中環的交通會非常
擠塞。

曾小姐：憂損經濟 影響生計
曾小姐則希望藉參加簽署行動「出一分力」，近期相

繼發生立法會衝突事件等，從新間得知時也感到不舒服。
他擔心，「佔中」會影響經濟，影響市民工作機會。他認
為，內地也希望同香港落實普選，但不能一步到位。

陳先生：訴求方式非合情合理
陳先生表示，對「佔中」行動非常反感，「他們選擇的

表達方式並不合情合理，又不以大局為重，而且逢事必
反，沒有留有談判的空間。」他強調自己支持普選，但應

按規則推動普選。

林先生：擲玻璃杯「為反而反」
林先生批評，有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上擲玻璃杯，下次

又不知投擲什麼了。而反對派人士對政府提出的政策，很
多都提出反對，他對此感到很過分，所以一定要站出來發
聲。他妻子林太坦言，「佔中」會影響市民、交通和商戶
生意，對社會沒大幫助。而中央已提出2017年實行特首普
選，爭取民主毋須採用如此偏激的做法。

謝先生：不信七一遊行人數
謝先生表示，反對派「搞搞震」，只會愈搞愈亂。「佔
中」三人組帶領市民示威，他形容為「精人出口，笨人出
手」。他並不相信七一遊行人數有達51萬，估計最多只有
20萬。他又說，香港人為反而反，根本未有真正了解甚或
完全閱讀基本法和白皮書，就輕言反對和煽動他人遊行。
他認為，一旦發起政治運動便容易導致失控，根本難以和
平的方式申訴。他坦言現時香港怨氣太重，人們無處宣洩
便付諸暴力，如立法會是發表不同聲音的平台，但不容許
暴力和偏激行為。謝先生有對20多歲的兒女，沒有參與遊
行或「佔中」行動，只透過傳媒得知，面對反對派的行動
亦發聲認為過於偏激。他認為家庭教育十分重要，作為家
長會透過反面教材，教導兒女應該如何正確表達聲音。

左氏夫婦：「公投」逼人投票
左氏夫婦認為，早前的所謂「公投」並不公平，是變相
逼人投票。「根本個系統無視外間多個方案，只提供3個
都含『公民提名』的方案，根本係無選擇可言。」他形容
這系統是妖魔化，令一些市民無意間跌落陷阱，於是成功
造出一盤可觀數字。他又說，現時的青少年衝動魯莽，一
味為爭取而爭取，完全漠視大局，「根本就自私！他們見

台灣搞學生運動，咪有樣學樣，去衝立法會去遊

行，覺得自己都一樣做得對。」他們形容香港人被寵慣，
身在福中不知福，如政府在房屋政策上已盡力，嘗試重建
或拆卸其他地方以建公屋，讓香港人較易「上車」，但一
樣總會有反對聲音。

吳先生：不應尋外力干港事
曾在美加和澳洲生活的吳先生表示，不明白為何陳方安

生要向英國求助，他認為不應尋求外國勢力介入或干預香
港事務。他認為，政策應跟隨基本法的框架進行，「中國
幾十個省份，個個都要爭取要暴動仲得了！」他直言，若
真的出現「佔中」，不但交通癱瘓，更會引發流血事件。
他認為，香港警察難以一時間應付幾十萬人遊行，場面只
會一發不可收拾。早前有指警方濫用暴力對待學生，他
亦支持警方，他認為警方處理清場時的手法恰當，必
要時可採取較強硬手段。

傅小姐：想政府改政策應有商有量
傅小姐形容，雖然反對派議員等經常表

示為市民發聲，但她並不認為他們是代表她的
聲音，所以要出來簽名「發聲」。她指，並非
有人「講一聲」，政府就要改變政策，應該有
商有量。她又指，過往香港在港英時期，港督也
不是普選產生，民主要一步步來。她又指，不反 對
透過集會形式表達意見，以前的遊行和集會都很和
平，但現時示威者集會後都不願離開，要由警員抬
走，阻塞路面交通。她形容，中環是香港的經濟命
脈，「佔中」行為實非對香港有利。

區先生：愈趨暴力 宜慢慢傾
區先生表示，由於自己理念與大聯盟一致，故上前簽
名。他表示，眼見現時反對派人士愈趨暴力、離譜，不少
人容易因此受影響或煽動而盲目加入，是典型的羊群
心理。他個人亦支持2017年能落實普選，但認
為各界人士需依照遊戲規則，坐低平心靜氣
慢慢傾。他認為大聯盟提供表達聲音的平
台，有效平衡社會，齊心協力，減低暴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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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先生：「離譜」放肆 恐孩子學壞
從事船務工作的基層鄭先生批評，「佔中」是「離譜」
做法，「爭取普選無問題，但不應該過分放肆，又將台灣
議會內的暴力文化帶入香港。」他表示，擔心學生通過新
聞報道，會學習部分激進派議員「擲物」行為。他又認
為，遊行導致警民關係緊張，令社會秩序越來越亂。他更
批評，反對派只懂煽動學生「佔中」，「佢哋又唔會叫自
己仔女出來，驚影響日後生活，而且佢哋係有錢人，有咩
事可以即刻走，留下參與『佔中』的基層走不到。」

張小姐：為一己之利罔顧市民
現年40多歲，任職護士的張小姐表示不喜歡暴力行為及

「佔中」，她直言「我不喜歡提出『佔中』的那班人，特
別是他們的態度，他們好像以為自己的說話就是對的，根

本沒有和其他人商量。」她亦認為，在立法會中支持「佔
中」的議員對不同政策也是為反對而反對，「他們只是為
了選票，為了自己，沒有為市民爭取應爭取的事，完全沒
有為香港想。」
對於有議員經常於立法會會議上亂扔物件，張小姐認為
他們影響立法會的運作，令不少議案未能審議或獲得通
過，例如有很多基建項目也因此要延誤，間接浪費納稅人
的錢。另外，她指身邊的同事也是支持反「佔中」，認為
「佔中」是暴力行為。

周先生：反對暴力 憂青年學壞
任職文員的周先生表示，希望香港和平，因而反對暴力

的行動，亦認為「佔中」會令青年人變得更暴力，對他們
會有不良的影響。周先生亦指，立法會議員的暴力行為是
不好的榜樣，令年輕人學壞。對於早前警方驅趕預演「佔
中」者，周先生認為警方並不暴力，反而是該班人「賊喊
捉賊」。他續指「那些人明明是自己犯事，但又先指警方
才是犯法。」

馮先生：聯繫外力想搞亂香港
馮先生認為，「佔中」人士想搞亂香港，所以他要出來
簽名「反佔中」。他舉例，早前有市民去衝擊立法會，又
有人發起入世未深的學生參加衝擊活動，灌輸錯誤思維。
而有意搞亂香港的人又聯繫外國勢力，意在影響中國政
權。他認為，普選應在框架內施行，並需各方進行溝通。

岑小姐：逼政府「聽話」 給錯訊息
岑小姐指，「佔中」絕對不是和平表達聲音的方式，是
以暴力及極端的行為逼使政府「聽話」，此舉會令下一代

得到錯誤訊息，以為用暴力就可解決。她又指，激進者只
會樣樣說不，根本未有考慮大局形勢。
對於所謂公投數字，她認為51萬數字並不真確，因沒有
科學化的計算方法，只是一個數字遊戲，抽取當中有用的某
個片段或數字，以所謂「證明」民意，是以偏概全的做法。
她希望透過簽名行為，以尊重和非暴力的方法解決問題。

鄧公公：免下一代無啖好食！
在香港生活逾30年的鄧公公與妻子亦特地到簽名站，他
們反應激動，在現場大喊「一定要簽名！否則影響下一代
無啖好食！」曾婆婆表示，現時年輕人貪心又衝動，只懂
要求。她表示，非常擔心現時學生運動會影響青少年及下
一代。直言重視家庭教育的她表示，只能向10多歲的孫兒
解釋現況，希望他們做好自己本份就足夠。她又指，「佔
中」必然會損害香港國際都市的名譽及地位，卻又不能有
效及正面解決問題。對於警方早前的清場行動，她認為恰
當且理所當然，「警方已多次發出警告，但學生仍不離
開，警方逼不得已才作出行動。」

劉先生：搞「佔中」者如「攪屎棍」
劉先生任職司機，被問及對「佔中」行動的看法，他批
評「那班人都是在化糞池工作的，經常拿一支棍不停的
攪拌」，寓意他們「攪屎棍」。此外，劉先生又舉例指，
不少於蘭桂坊工作的外國人也反對「佔中」，因為此行為
會影響他們做生意。

徐婆婆：最憎暴力 缺道德
75歲徐婆婆表示，最憎恨暴力行為，認為使用暴力的人

實在是失缺道德，所以與其他街坊一同參與簽名行動。

關小姐：暴力行為 嚇怕外資
眼見香港經濟逐漸變差，關小姐表示不滿反對派凡事都

以暴力手法處理，並擔心「佔中」新聞會長期霸佔國際報
紙的頭版，嚇怕外國投資者。她又指，早前發生的「佔
中」預演已影響中環交通，令社會秩序出現破壞，並認為
被捕的學生是被民主激進派或政黨利用，「學生都不了解
發生的事情，就被佢哋（反對派）引導做犯法事，是『人
云亦云』。」她又指，「佔中」是不可能爭取普選，「任
何一個選舉都只能根據規則去做。好多（選舉）都是先在

一個黨揀完，然後再俾其他人一人一票選舉。因此，她認
為毋須執如何選舉產生候選人。

李先生：將經濟押注 強姦民意
現職公務員的49歲李先生，質疑「佔中」以普選為藉口

但另有目的，認為「佔中」是將香港經濟押（注）在少數
人「所謂的」爭取普選中，並批評「佔中」是強姦民意，
「公投有80萬就話代表市民？至少唔代表我囉！」他又
說，參與預演「佔中」的學生，只憑「一腔熱血」卻沒有
完全了解政改等問題，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現。他又批
評，反對派只懂煽動普通市民參與違法行動，但他們的子
女卻全部「消失」，「李柱銘以前都是效忠英女王啦，點
解現在唔可以效忠回歸後的香港？」他並直言：「中央是
不會俾你嚇到。」

何先生：騎劫民意 憂遊客卻步
61歲的何先生指，「佔中」只是部分人單方面提出普選
意見，並以80萬人參與公投代表「民意」，是騎劫全港市
民的意見。他批評，「佔中」只是反對派政黨及人士，為
獲得更多利益而作出行動，「激進派班人是『為反而
反』，為未成年人作出一個壞榜樣。」曾從事酒店行業的
何生說，很多朋友都抱怨酒店生意因「佔中」下降，擔心
未來會令更多遊客對香港「卻步」。

葉先生：堵車損運輸業 拉布累弱勢
葉先生曾從事汽車維修行業，他指出，由於受「佔中」

影響，不少做運輸業的司機朋友經常向他「大吐苦水」，
「『佔中』導致生意量少咗，又堵塞交通，癱瘓市中心，
邊個會唔嬲呀？」他表示，香港由一個繁榮穩定的社會，
變為現時的動盪，另外，立法會內的反對派議員，卻經常
拉布拖延民生議案，令弱勢社群的生活較以前更艱難。

倪小姐：商人拒投資 港人丟飯碗
從事飲食業、現年60歲的倪小姐認為「佔中」影響香港

社會安定，她指「『佔中』那班人的意見，不能代表市民
的意見，他們於立法會內亦是有他們講，沒有其他人
講。」倪小姐認為，所有政策也應該大家一起慢慢討論，
但那些在立法會內搗亂的人，既浪費納稅人的錢，又影響
香港的繁榮。她又質疑，為何其他議員會任由那些破壞會
議、沒有貢獻的人，繼續留於立法會內。倪小姐續指，現
今的年輕人容易受到別人的影響及唆擺，只能聽到某些人
的片面之詞。她認為，「佔中」會令到商人不再於香港投
資，令港人失去工作，失業率上升，從而經濟變差，所以
堅決反對「佔中」。

李先生：損金融商業 港人要食飯
退休人士李先生表示，希望香港人有一個安樂的環境，

不希望有人去搞亂香港。他認為，「佔中」對香港會擾亂
香港金融和商業活動，「佔中」對香港實在並無好處。他
說：「香港人都要食飯，香港是搞經濟地方，不是搞政
治。」

張先生：示威勿暴力 莫影響民生
張先生表示，抗議和示威也沒所謂，但不能太暴力和

激進，亦不應影響民生。他指，上次學聯成員和支持者
在7月2日預演「佔中」時，均對中環交通造成阻塞，平
日多提早15分鐘到公司，當日卻遲到30分鐘。他擔心未
來若真的舉行「佔中」，所造成的影響會更大。他稱，
普選在不同地方都有不同制度，而各地都有不同遊戲規
則，若遇到不同意見可進行協商。而香港長期未有實行
過普選，的確需要循序漸進去推進民主，更要確保香港
維持繁榮穩定。

一
、
「
佔
中
」
損
經
濟
民
生

四
、
揭
「
公
投
」
假
面
具

沉默

■■大聯盟位於太古吉之島大聯盟位於太古吉之島
外的街站外的街站，，昨日亦有不少昨日亦有不少
市民簽名支持市民簽名支持。。

聶曉輝聶曉輝 攝攝

■李先生 聶曉輝攝 ■何先生 聶曉輝攝 ■葉先生 聶曉輝攝 ■倪小姐 聶曉輝攝 ■李先生 羅繼盛攝■關小姐 聶曉輝攝

■鄭先生 聶曉輝攝 ■張小姐 聶曉輝攝 ■周先生 聶曉輝攝 ■鄧公公夫婦 聶曉輝攝 ■馮先生 黃偉邦攝 ■徐婆婆 黃偉邦攝

■李小姐 聶曉輝攝 ■陳先生 聶曉輝攝 ■崔先生 聶曉輝攝 ■曾小姐 黃偉邦攝 ■陳先生 黃偉邦攝 ■林先生 黃偉邦攝

■謝先生 聶曉輝攝 ■左氏夫婦 聶曉輝攝 ■吳先生 聶曉輝攝 ■傅小姐 黃偉邦攝 ■區先生 聶曉輝攝

■■大聯盟工作人員忙於整大聯盟工作人員忙於整
理市民簽名理市民簽名。。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反佔中反佔中 保普選保普選」」簽名大行動昨簽名大行動昨
於大埔舉行啟動禮於大埔舉行啟動禮。。 黃偉邦黃偉邦攝攝

羔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