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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盟昨發起下月17日大遊行反「佔中」。左起：陳勇、
王惠貞、周融、簡松年及吳秋北 鄭治祖 攝

大聯盟昨宣布，他們將於「保普選 反
佔中」簽名行動最後一日，即8月17

日舉辦「8·17和平普選日」，當日下午3
時大聯盟舉行「和平普選大遊行」，初步計
劃由銅鑼灣維園出發，到中環遮打花園，然
後在遮打花園的終點舉行「為和平普選獻
花」活動（見表）。大聯盟並已成立籌委
會，在當日舉辦一連串以中環為中心的不同
活動，並於成熟時再公布。

料至少五六萬人參與遊行
大聯盟發起人之一、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王惠貞昨在記者會上解釋，大聯盟是次發起
遊行，是因為近日簽名街站市民主動踴躍參
與，不少人都問她，會否有其他行動讓他們

表達「希望香港保持和平」的聲音。
她其後向大聯盟反映，在商討
後，大聯盟決定在發起「和平
普選大遊行」及「為和平普
選獻花」活動。
在遊行人數方面，
大聯盟初步估計不會
少於五六萬人參與。大

聯盟發言人之一周融表
示，大聯盟有多個成員團體，歡

迎組團參加遊行。不過，他們仍未發起招募
行動，難以預計市民大眾的反應，故目前只
能保守估計參與遊行的人數，要視乎未來一
兩星期各界及不同團體的反應，屆時會有較
準確數字。
他強調，他們所辦的遊行有別於反對派

的，是次遊行將會是「示和平」而非「示
威」。他們希望做出一個和平有秩序遊行的
「典範」，相信大聯盟「不會比其他遊行做
得更差，只會比其他遊行做得更有秩序」。
同時大聯盟所爭取的是「行得通的普選，

可以實行的普選」，呼籲社會各方「坐低傾
掂佢」，這和反對派採取可能引起香港動亂
的「佔中」來爭取不符基本法的「公民提
名」，絕不能混為一談。

和平爭普選「8·17別具意義」
反對派早前在七一遊行時，負責為遊行隊

伍開路的「民陣」司機涉嫌故意慢駛甚至無
故停下，令遊行隊伍「塞爆」 ，圖煽動參
與遊行人士與在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員對立。
周融揶揄，倘參與人士有秩序，整個遊行所
需時間毋須四五個小時，「除非有人『整蠱
做怪』阻住條路、塞爆佢。」他們並會呼籲
遊行人士「請行快啲、唔需要行得咁慢，到

達中環仍有獻花行動」。
大聯盟另一發言人、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表

示，是次大遊行與「傳統意義的遊行、集會」
不同，他們並會每200人就安排1個糾察，協
助維持秩序。「今次是一定強調『平和有秩
序、理性務實的』爭取普選。」 8月17日將
為全港市民創造這個條件，在將來實現普選
後，「8·17將會是別具意義的一天。」
被問到會否將參與「保普選 反佔中」的

簽名人數及「8·17」當天的人數，與反對
派所謂「 全民投票」及七一遊行作對比，
周融指出，難以用一天行動，做到簽名運動
一個月的數字，大聯盟亦不會和對方比較。
他們非常歡迎不同機構當天統計參與人數，
絕不會「三個人號稱三千萬人」，並相信真
實數字比「吹水數字」更好，「鬥煲水」毫
無意義。
有關當日遊行路線的細節及安排，大聯盟

指出，目前不少細節仍在計劃中，他們已經
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並會與警方商討
路線安排，盡量配合警方，將遊行對市民及
交通的影響減至最低。大聯盟執委簡松年補
充，他們初步會要求警方開放3條行車線，
並申請使用整個維園，但細節有待稍後確
定。

聯盟籲總動員響應義不容「遲」

大遊行反「佔中」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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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中」
不得人心，由「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主辦的反

「佔中」簽名運動已錄得近百萬名市民簽名支持。大聯盟
昨日宣布，將於8月17日發起「8·17和平普選日」，當日會舉

行「和平普選大遊行」及「為和平普選獻花」，讓市民表達對和平
及普選的願望。當日遊行初步估計不少於五六萬人參與，大聯盟呼
籲市民全家總動員，表達和平普選的心
聲，「落實普選後，8·17將會是別具
意義的一天。」

88月月1717日和平普選日活動日程日和平普選日活動日程

１１「「和平普選大遊行和平普選大遊行」」
■■遊行時間遊行時間：：下午下午33時時（（預計下午預計下午55時至時至66時抵達遮打花園時抵達遮打花園）。）。
■■遊行路線遊行路線：：銅鑼灣維園起步銅鑼灣維園起步->->灣仔軒尼詩道灣仔軒尼詩道->->中環遮打花園中環遮打花園。。

２２「「為和平普選獻花為和平普選獻花」」
■■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早上早上99時至晚上時至晚上99時時。。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中環遮打花園中環遮打花園。。

##衣着衣着：：白色及淺色白色及淺色。。沿途將有糾察維持秩序沿途將有糾察維持秩序。。巿民應盡量乘搭公共交通巿民應盡量乘搭公共交通
工具工具，，例如地鐵等參與活動例如地鐵等參與活動。。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保普選保普選 反佔中反佔中」」大聯盟大聯盟 製表製表：：鄭治祖鄭治祖

大遊行兼獻花大遊行兼獻花##8‧17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鄭治祖）在
「保普選 反佔中」
大 聯 盟 主 辦 的
「8·17 和平普選
日」當天，除遊行
外，另一項重要活
動是「為和平普選
獻花」。當日上午9
時至晚上 9時，中
環遮打公園及皇后
廣場當日將布置成
巨型「獻花區」，讓到場市民表達對和
平及普選的願望。大聯盟希望令全世界
都知道，香港是崇尚和平的。

朝9晚9開放 「送暖人間」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昨日在記

者會上介紹「為和平普選獻花」的具體
安排。當天上午9時至晚上9時，只要
有市民到中環遮打公園及皇后廣場「獻
花區」，大聯盟義工就送上一朵「紙木
棉花」，讓他們放到獻花區。
大聯盟發言人之一的周融解釋，選擇

木棉花是因為這種花在香港很常見，並
代表「冬去春來，送暖人間」，寓意動

亂威脅之後是和平，而木棉樹又被稱為
「英雄樹」，木棉花叫「英雄花」，故
他們也借此寓意「願意為和平普選行動
的香港人，都應被視為英雄」。
他希望，參與活動的市民可以體驗和平

的可貴，故現場不會有口號，或高叫「打
倒什麼」，只會在現場播放音樂、唸經、
唸聖詩，甚至歡迎合唱團及宗教團體到
場，營造和平的氣氛。每一名參與獻花的
市民，將獲發一張「我為和平普選獻了
花」的貼紙作紀念，感謝市民為和平普選
出力，而發出的貼紙將有助大會估計參與
人數，而不論當日是否已參與了遊行，或
者自發到場者都可以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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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昨宣布於下月17日舉行「和平
普選大遊行」，大聯盟多個團體成員都現身記者會支持。他
們不希望香港有這麼多爭拗和暴力，希望香港依法如期落實
普選的市民，都應該「全家總動員」，向反對派發出「保普
選 反佔中」的呼聲。

冀「全家總動員」如「百萬行」
大聯盟昨在記者會上呼籲，香港市民應全家總動員，參與8

月17日的遊行，尤其是家長應帶同他們的子女參與當天活
動，希望年輕人「感受正能量，領略和平的珍貴，讓和平友
善普選的種子在他們心中孕育。」
大聯盟發起人之一、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昨在記者

會上呼籲，所有期望香港不要再這樣多爭拗和暴力的市民，
為了香港的未來，都應該「全家總動員」，一如參與「百萬
行」一樣參與是次遊行，「為和平、保普選。我們希望所有
市民，只要有共同理念的，希望香港不要再這樣多爭拗、這
麼多暴力的，一齊全家總動員參與8·17和平普選日大遊
行。」
大聯盟發起人之一、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也指，是次

遊行的議題是「單一議題」，不涉及其他訴求，參加了「保
普選 反佔中」簽名的各界人士都應該參加「8·17和平普選

日」活動，展現出和平的一面：「（大聯盟）歡迎各界朋
友，或是團體、或是公司、或是學校，大家都可以組隊參
加，全家總動員。」
大聯盟執委、香港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洪為民表示，他當

日會參與遊行，並會呼籲資訊科技界的友好能夠一同參與。
■記者 鄭治祖

籲攜幼遊行 感受正能量

粉絲稚女登場
站出來呼喚和平

大聯盟已經成立「8·17 和平普選
日」籌委會，準備當天的多項活動及宣
傳。當天除了遊行及獻花活動外，下周
起將在不同的媒體，刊出廣告呼籲市民
參與「8·17和平普選日」活動。

連環出招 周六網上簽名
昨日在記者會上就公開了首款的

宣傳海報，海報上一名小女孩呼籲
市民為和平普選獻一朵花。周融透
露，海報中的女孩是其中一位大聯
盟支持者的女兒。他十分感謝這位

支持者的熱心，又指現時有多款海
報正在設計當中。

大聯盟又指，正籌備連串以中環為
中心的活動，希望讓全港支持「愛好
和平、希望普選、不要佔中、不要暴
力」的香港人都可以參與，惟有關活
動細節成熟時才會向公眾宣布。

另外，大聯盟表示將於本周四舉行
記者會，公布「保和平、保普選、反
暴力、反佔中」簽名行動延申至網上
平台的詳情，屆時交代本周六開始的
網上簽名詳情。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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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保普選 反佔中」簽名
大行動取得空前成功，但反對
派就只針對發言人之一的周融
有居英權的問題。周融昨日在
記者會上即場取出特區護照，
強調自己是「中國香港人」，
一直只使用特區護照，並已委
託律師錢志庸處理放棄居英權
的問題。
周融昨坦言，他在上世紀

80 年代香港回歸前確有憂
慮，故申請了居英權，但國家
在過去20年不斷進步，「今
日我改變了看法，對身為中國
人感到驕傲。不是因為我改
變，而是中國改變了！」他
說，有否居英權對他並不重
要，連他自己也差點忘記了自
己有居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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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佔中」累下一代
■鍾先生認為，「佔中」對

香港造成的影響廣泛，交通、
民生、經濟，甚至下一代都要
為此付上代價，應透過和平方
法表達訴求，而非以暴力方
法。
他並批評，近年議會內外的

暴力文化愈演愈烈，更愈來愈
「過火」，對下一代造成十分
壞的榜樣：「我的3歲兒子，有
天扭開電視看到暴力場面，問
我他們為何要打架，我都不知
如何回答他。」 ■記者 文森

冀青年
明辨是非

■冼小姐表示，她與
大多數香港人一樣支持
普選，也相信市民有足
夠渠道去就如何達至普
選表達意見，故對目前
的政治爭拗感到煩擾，
更絕不認同透過「佔
中」去爭取普選。
她希望年輕一代能

明辨是非，知道不應
透過暴力手法去表達
訴求。

憂年輕人學壞
■在香港居住了逾

30 年 的 印 裔 港 人
Sushma指出，香港是
一個十分好的地方，亦
得到許多人的喜愛。她
認為「佔中」一旦發
生，將令人對香港的未
來感到憂慮，甚至會讓
年輕人學壞。她不希望
見到像泰國等地的動亂
事件在香港發生，希望
香港得到穩定發展，故
簽名支持反「佔中」。

大家站出來
反「佔中」

■「8·17和平普選日」宣傳海報。

■■工總昨舉行工總昨舉行「「保普選保普選反佔中反佔中」」集體簽名活動集體簽名活動，，吸引吸引
大批年輕大批年輕「「生力軍生力軍」」站出來發聲站出來發聲。。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劉
國
權
攝

■
S
u sh m

a

劉
國
權
攝

■

冼
小
姐

劉
國
權
攝

■

鍾
先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