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沈清麗）反對派
近期在網絡散播流
言，聲稱有參與「保
普選 反佔中」大聯
盟於8月17日舉行的
「8．17和平普選大
遊行」團體，在「派
錢湊人頭」。大聯盟
發起人之一、中華總
商會會長楊釗昨日強
調，他們希望透過大

遊行向社會發放正能量，故非常重視素質：
「絕對不派錢、不強迫、不篤數。」
楊釗昨日在一公開活動上表示，商界會積極參

與「8．17和平普選大遊行」，並相信社團和基
層的動員能力會較強，故中總會全力呼籲會員參
與「8．17和平普選大遊行」，現屬下7區聯絡
處反應踴躍，但暫時未知有多少人參加。
被問及有反對派中人聲稱，有參與大遊行的
團體向參加者「派錢」，楊釗笑說，除非有人
故意「倒污水」破壞，「全部是自願參加，連
『車馬費』都沒有。」如果市民發現派錢情
況，可致電商會或籌委會投訴，他們屆時會作
出勸諭。

：反對派激怒沉默大多數 籲「8．17」總動員維園見
本報專訪

「8．17和平普選大遊行」將於本月17日下午3時從維園出發，經軒尼詩道、金鐘道，以遮打花園為終
點，讓市民用腳步表達和平理性落實普選的心聲。陳勇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保普選 反佔中」的簽名
行動，和即將舉行的大遊行活動，是香港沉默大多數民意的
展示及爆發。
他說，「以往有些激進聲音，加上部分傳媒的『配合』，經常自
誇他們就代表了700萬市民的大多數，藉此在政改問題上要脅特區
政府及中央。但他們愈做愈激，甚至自我迷失，不惜鼓吹違法『佔
中』，所作所為已經與民意愈拉愈遠，令市民不能再忍受。」

逾百萬簽名證市民難再忍
在沸騰的「反佔中」民意基礎上，香港社會各界攜手組成

大聯盟，搭建平台，讓港人發聲，守護香港。陳勇坦言，為
確保簽名行動的公信力，大聯盟要求市民出示身份證才能簽
名，但嚴謹的程序不單沒有嚇怕市民，至今已有逾115萬人
參與支持，足證被壓抑的市民已經忍無可忍，「這不是大聯
盟叻，而是反對派太過分，激嬲了香港人！」
奈何，逾百萬市民簽名表態「反佔中」後，反對派似乎充

耳不聞，鬼祟迴避，不少街坊朋友遂催促大聯盟提供平台，
各團體齊心策劃了大遊行、跑步及獻花等多元活動，「簽名
是一個好開始，為香港創造了歷史，8．17大遊行將會把整個
運動推向高潮，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清晰宣告：反暴力、
反『佔中』。」
陳勇坦言，要籌備一個大規模的大遊行需要克服不少挑戰，

例如炎熱天氣、人流管制及分流，以至反對派的惡意抹黑和挑
釁等，「但眼見香港人要守護香港，守護和平法治，依法保障
觸手可及的普選，這份決心，也堅定了籌委會必須克服種種困
難，與港人一起實現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首。」

促反對派「畀條路港人行」
他慨嘆，在中央的支持及基本法的保證下，普選原本「伸

手就攞到」，但反對派為了自己不切實際的要求，扼殺了香
港一步一步爭取優質民主的進程，不少街坊更直指最希望在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為政改制定框架後，反對派能夠
「放下屠刀，回頭是岸，畀條路香港人行」，「現在欠甚
麼？就是立法會三分二議員的通過，在三分二議員中又只欠
六七個反對派（議員），投下溫和理性的一票。」

把握機會走出和平普選路
「8．17，全家總動員，3點維園見！」陳勇呼籲香港人在關
鍵時刻，把握機會，一步一步走出香港的和平普選路，並寄語
反對派用眼看清楚「保普選 反佔中」簽名行動所收集到的簽名
數目，用耳細聽反「佔中」的清晰民意，用心去感受港人落實
普選的熱情，不要逆民意而行，令港人普選夢落空。

反對派在政改問題上肆意騎劫民意，試圖一拍
兩散，終於激發香港人打破沉默，表態支持「保
普選 反佔中」。回顧過去約3星期的簽名行
動，「8．17和平普選大遊行」發言人陳勇在訪
問中感激義工們的汗水努力，讚嘆街坊朋友為推
動普選的熱誠，但也感慨反對派的惡意中傷和攻
擊，提醒了他們要認清民主的真諦，就是要多元
包容，絕非謾罵和暴力。

冒雨簽名展現港人決心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陳勇談到在街站收

集簽名的難忘事。他說，義工在雨中收集簽名、
市民拖小朋友在長長的簽名隊伍等候，以及街
坊提左一袋右一袋餸菜，都要拿出身份證來參

與簽名行動等，這一幕幕看似平常的情景，都展
現出港人希望和平落實普選的決心。

陳勇笑說，曾遇過一位似乎很介意被人知悉其
「年齡的秘密」的女士，但在大是大非前，她很
希望簽名向「佔中」說不，結果在提供資料時全
程掩身份證上的出生年月日，「香港人好注重
個人私隱，也不喜歡隨意出示身份證，但逾115
萬人仍然願意簽名，可見『佔中』不得民心。」

受襲老義工堅持站出來
除了市民的熱情，義工們的默默耕耘令人佩

服，陳勇特別要向在簽名街站被暴徒襲擊受傷的
高齡義工葉女士致敬。他說，77歲的葉女士身
體好好，晨運行街比後生仔更有衝勁，沒料到她

在大埔街站收集簽名時，竟然被一名男子投擲簽
名板而受傷，雖然在轉送急症室後沒有大礙，但
單是皮膚的瘀傷已令人擔心。

不過，葉婆婆不單沒有被暴行嚇怕，反而更堅
定「反佔中」的信念，「她說要繼續做義工，歹
徒愈放肆，她愈要出來，這份信念令人感動！」

爭民主應先學尊重包容
除了葉女士，不少街站義工也經歷過無聊的挑

釁，例如粗言侮辱、簽名時寫上「豬狗不如」，甚
至諸多質疑以拖慢簽名活動進程等。陳勇慶幸大聯
盟義工訓練有素，對惡行一笑置之，但他呼籲那些
所謂的「爭取民主者」，在自由表達訴求時，要先
學會尊重和包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簽名行
動啟動以來，反對派的抹黑攻擊伎倆
層出不窮，無非硬要將「反佔中」民
意醜化成「收錢做嘢」。「8．17和平
普選大遊行」籌委會發起人陳勇在訪
問中直言，坊間對大遊行的抹黑攻
擊、插贓嫁禍，避無可避，大會必定
認真處理所有實名投訴個案，並呼
籲參與遊行的團體做好本份，努力維
護大遊行的公信力，避免反對派借題
發揮。
過百萬市民不再沉默，走上街頭簽名
支持「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再接
再厲，舉行歷史性的「8．17和平普選
大遊行」，社會各界「一呼百應」。眼
見「反佔中」聲勢浩大，激進反對派包
括「暴力常客」的「人民力量」、社民
連、「學民思潮」等，均宣布同日於銅

鑼灣擺設街站與大遊行「打對台」，更
聲稱要「吹雞」動員「糾正誤解」。

網傳「派錢」招攬圖抹黑
俗語云：「明槍易擋，暗箭難

防。」反對派針對大遊行的抹黑攻勢
陸續浮現。陳勇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透露，有義工早前傳來短訊，內容
是網絡近日流傳的一段「參與大遊行
有400元車馬費」的廣告，並附上有關
招募者的手提電話號碼及全名，以示
「貨真價實」。
不過，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多次致

電該廣告聯絡人查個究竟，包括所屬
團體組織以及車馬費等詳情，惟至截
稿前仍然無法接通，令人懷疑有關電
話號碼實屬空號，有人試圖發放假消
息來抹黑「8．17和平普選大遊行」。

陳勇嘆言：「大聯盟避不了他人有預
謀的攻擊對抗，只能盡量做好大遊行
的公正性。我呼籲各個參與遊行團
體，向遊行人士講解好規定。」
他有感而發地說，在香港這個人性化

的社會，作為大遊行的主辦組織，考慮
到基本便利，為偏遠居民提供交通安
排，為參與人士提供飲用水，竟然也會
招人話柄，又笑言：「為免招人口實，
我們也講笑說，屆時參與遊行的朋友即
使自己食飯都唔好食得太豪，朋友間之
前欠落的麻雀數，都最好擇日再清。」

防被人混入「插贓嫁禍」
陳勇又指，大聯盟不排除屆時有人

會混入遊行隊伍，「插贓嫁禍」，唯
有靠義工努力維護遊行公信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連日簽名數字（*）

7月19日（周六） 201,468張（綠表211張）

7月20日（周日） 178,144張（綠表245張）

7月21日至25日 197,909張（包括綠表674張）

7月26日（周六） 234,646 張（包括綠表463張）

7月27日（周日） 123,468 張（包括綠表608張）

7月28日至8月1日 93,290張（包括綠表380張）

8月2日（周六） 20,827張（包括綠表 160 張）

8月3日 (周日) 18,589張（包括綠表174 張）

8月4日至8日 24,866張（包括綠表3,36張）

街站簽名累計 1,093,207張 (包括綠表3,251張）

網上簽名累計（#） 57,200份

全部總計 1,093,207+57,200 = 1,150,407 張/份

#8月2日零時至8月8日晚8時半

（*）截至8月8日晚8時半

■資料來源：「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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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普選 反佔
中」大聯盟簽名行動上月19日「開鑼」，截至昨日
短短三周內，簽名數字已飆升至 1,150,407張(份)，
主流訴求「越簽越明」。簽名行動進入最後階段，

大聯盟對連續三周工作的義工和團體表示最誠摯的
感激。大聯盟呼籲港人「堅持！努力！完成歷史性
的壯舉」，為香港未來盡「最後努力」。
由逾千個社會各界團體成立的「保普選反佔中」

大聯盟簽名行動，反應空前熱烈。大聯盟昨晚公
布，截至昨晚短短3個星期內，大聯盟的街站簽名
累計達1,093,207張，其中3,251張為供非香港永久
居民簽署的綠表。
在網上簽名方面，由本月2日零時零分至昨日晚
上8時30分，大聯盟累計收到57,200份簽名表格，
全數簽名總計1,150,407張(份)。

感激義工連續三周工作
近期天氣時晴時雨，大聯盟對連續三周工作的義

工和團體表達最誠摯的感激，並鼓勵大家盡最後努
力，「簽名行動尚餘一周時間，大聯盟對於已經連
續三周工作的義工和團體，表示誠摯的感激，並呼

籲大家：堅持！努力！完成歷史性的壯舉！」
大聯盟並重申，網上簽名只為尚未參與簽名的

市民而設，已經實體簽名並交出表格的市民均不
能參與。
大聯盟又報告網站繼本月2日及3日遭受攻擊
後，再有駭客於本月4日至8日不斷攻擊騷擾。在
本月4日下午4時15分左右，有駭客就針對簽名網
絡平台進行「安全滲透行動」，同一天傍晚，再有
2次短時間小規模攻擊，有關攻擊來自本港IP地址
「103.24.93.2××」，但無阻平台如常運作。

網上簽名再被「駭」未受阻
本月6日中午12時14分左右，大聯盟簽名網站伺
服器遭到來自IP地址「65.49.68.1××」攻擊， 主
要試圖擾亂認證碼系統，經團隊及時封鎖及攔截，
最終未有對平台產生不便，「鑑於上述攻擊騷擾，
大聯盟決定刪除相關的共521個惡意『簽名』。」

「反佔中」簽名破115萬 大聯盟籲完成壯舉

大遊行宣民意大遊行宣民意 向向「「佔中佔中」」說不說不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訊訊（（記者記者 鄭治祖鄭治祖））

「「保普選保普選 反佔中反佔中」」大聯盟大聯盟

舉辦的舉辦的「「88．．1717和平普選大遊行和平普選大遊行」」

即將舉行即將舉行，，目前已有逾目前已有逾600600個團體報個團體報

名參加名參加，，估計參與市民逾估計參與市民逾88萬人以萬人以

上上。「。「88．．1717和平普選大遊行和平普選大遊行」」發言發言

人陳勇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人陳勇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

反對派的激進暴力已經激怒香港的沉反對派的激進暴力已經激怒香港的沉

默大多數默大多數，，大聯盟在逾百萬大聯盟在逾百萬「「反佔反佔

中中」」的簽名基礎上策劃大遊行活動的簽名基礎上策劃大遊行活動，，

目的只有一個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清晰宣告就是要清晰宣告：：反反

對暴力對暴力、、反對反對「「佔中佔中」。」。他呼籲香港他呼籲香港

人人「「88．．1717，，全家總動員全家總動員，，33點維園點維園

見見」，」，用行動促請反對派用行動促請反對派

「「放下屠刀放下屠刀」。」。

提醒反對派：民主非謾罵暴力

維護公信力免遭借題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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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勇呼籲港人陳勇呼籲港人「「88．．1717，，全家總動全家總動
員員，，33點維園見點維園見」，」，用行動促請反對用行動促請反對
派派「「放下屠刀放下屠刀」。」。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楊釗強調遊行人士
「連『車馬費』都沒
有。」 黃偉邦 攝

■網上流傳有《蘋果日報》主管向下
屬派錢，指示他們參與大遊行，然後
「自首」稱收錢參與。 網上圖片

■即使是傍晚時分，仍不斷有市民往「反佔中」
街站簽名。 網上圖片

陳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