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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站出來 做勇敢香港人
周融籲「反佔中」者無懼恐嚇 堅持以公義心做正確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簽名運
動空前成功，「8．17和平普選大
遊行」同樣一呼百應，惹來反對派
大肆抹黑，試圖削弱大遊行的公信
力。大聯盟發言人周融昨日表示，
「反佔中」運動面對「佔中中堅」
於社群排擠的「白色恐怖」，並
「預告」當日定會有人「屈」參加
者「收錢遊行」等。他呼籲市民如
有發現即通知糾察舉報，以便跟進
調查。
昨日有報道稱，有服務新來港人

士的組織在遊行日舉辦親子旅遊，
包括了參加「8．17和平普選大遊
行」的行程。周融昨日回應說，
「收錢旅行」有別於「收錢遊
行」，「綜觀世界最有名遊行：華
盛頓馬丁路德金爭取人權平等大遊
行，當年同樣有2,000輛巴士、專
線火車，由各地接載示威者到華盛
頓，有沒有被批評『買人遊行』、
『資助遊行』？」

李卓人資助有前科《蘋果》無質疑
他並即場拿出工黨主席、職工盟

秘書長李卓人早前舉行「五一」勞
工大遊行單張，上面清楚寫著「車
費連聚餐，50 元大小同價」、
「上午聚餐，下午遊行」，質疑
《蘋果日報》何以不在報道中質疑
此舉不妥之處：「點解淨係『屈』
我哋？」

勿侮辱市民為區區數百元走出來
周融強調，「反佔中」簽名運動

進行至今，從無傳媒拍到「收錢簽
名」。大聯盟也不歡迎收錢遊行，
更不願看到遊行活動中出現任何金
錢交易。他呼籲，市民如發現有人
「收錢遊行」，請即通知糾察，
「大聯盟不要任何『收錢人』，站
在和平反暴力的行列，以免玷污大
遊行。」
不過，他認為，市民都是為了和

平普選的崇高理想走出來，而非為
了區區數百元，「唔好侮辱我哋得
唔得？」
就有反對派稱會在「8．17和平
普選大遊行」的遊行路線沿途擺街
站，周融批評，反對派此舉旨在挑
釁，當遊行人士一出聲，他們就會
「扮受攻擊」，然後反對派傳媒便

抹黑大聯盟是暴力分子。
他建議，一旦有人向遊行人士「舉中指」，

市民毋須動怒，「唔需要同佢哋嘈，左手用手
機，右手豎起拇指，話畀人聽，我哋先係第
一，先係為香港，先係多人！8．17，維園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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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在舉行反「佔中」簽名行
動後，市民反應之熱烈超乎想像，故大聯盟決

定將8月17日定為「和平普選日」，並於當日舉行「和
平普選大遊行」、「為和平普選獻花」，及「為和平普
選 跑步上中環」。

挨罵不驚「我信有公義」
周融昨日在分別出席新界和平普選日誓師大會，及
「香港學生發展研討會」時有感而發地說，自己近日成
為了香港「被鬧得最多」的人，較行政長官還要多；
「反佔中」運動並非為了打倒他人，但「佔中者」卻想
打倒「反佔中」的人。
不過，他對此處之泰然，並憶述自己19歲，躍升為採訪

主任時，曾被年紀相若同事排擠，但為了前途，他願意「高
處不勝寒」。在廉政公署未成立前，香港出現黑社會控制
小巴線，任何人反對就被「黑警」「砌生豬肉」，故他決
定加入廉政公署，「我相信社會有公義。」

盼8．17為普選獻英雄花
周融呼籲，香港的青年人應想清楚：是龜縮於言語暴力？

抑或選擇難行的路？大家要做「勇敢的香港人」，堅持做
正確的事，「香港人憤怒了！大家要堅持己見，毋懼恐嚇……
不放低沙石又如何拾起鑽石？人生就是如此。八一七，你
願不願站出來？……我相信社會有公義。八一七意義重大，
我呼籲大家為和平、為普選獻上英雄花。為香港為下一代，
你拎唔拎這張（反『佔中』）貼紙？」

他坦言，「中央對香港普選有底線，只要不超越中央
底線，中央是真心希望香港2017年實現普選。『佔中』
只是走向普選的『人為小波折』。我希望以身作則，說
明忍讓和平最終能夠踏上勝利。因為我們超越動亂，站
在和平道德的高地。」

伸友誼之手 望反對派棄暴力
周融並希望，通過「和平普選日」的各項活動，向反

對者表明，「請你行開！我為和平遊行中。和平大
晒！」同時令鼓吹「佔中」者醒覺，「和我們攜手爭取
普選，為香港向前行。大家應該心懷寬恕……大家應伸
出友誼之手，只要他們放棄『佔中』、放棄暴力、放棄
傷害香港，我們都是香港人。普選路不是你死我活，條
條大路通羅馬，我們要的是：和平道路」。

駁「撕裂社會」論「指馬騮為河馬」

被問及有人聲稱，「8．17和平普選大遊行」令社會
「更撕裂」，周融強調，遊行集會是港人的表達自由，
所謂「反佔中」令社會「更撕裂」的說法，豈只是「指
鹿為馬」，而是「指馬騮為河馬」：「如此顛倒是非，
世界還有道理？若反對受傷害，就是撕裂社會，傷害他
人就是天經地義？……社會分裂，我們站出來令社會不
跌落深淵，是否撕裂社會？點解我哋唔可以做（反『佔
中』）呢？點解撕裂社會唔係想犯法（『佔中』）嗰啲
人，變成係想和平嘅人呢？」
就反對派中人聲稱，「佔中」仍未發生，大聯盟卻打
出反暴力的旗號，是在「抹黑」，周融以「伊波拉病
毒」為例，說明港人對未知的「佔中」感到恐懼是理所
當然的，「有人質問大聯盟：你見到暴力咩？驚咩？世
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有無四周問人：明唔明咩係
伊波拉？知唔知伊波拉方程式？唔知就唔應該驚？陳馮
富珍無講。唔知道伊波拉的產生，我驚得唔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反對派策

動違法「佔中」，不斷把歪理說成真理，過百萬

沉默大多數為「反佔中 保普選」發聲，大聯盟

再接再厲，將8月17日定為「和平普選日」，並

舉行大遊行及獻花等活動。大聯盟發言人周融昨

日反駁，有人聲稱「反佔中」大行動是「撕裂社

會」，「點解撕裂社會唔係想犯法（『佔中』）

嗰啲人，變成係想和平嘅人呢？」他呼籲「反佔

中」者無懼恐嚇，堅持做正確的事，「做個勇敢

香港人」，在8月17日以相信社會公義的心，站

出來為和平、為實現普選獻上一朵英雄花！

■周融展示職工盟的單張，反駁提供交通工具便是「俾錢遊行」的污衊。 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主任
張曉明日前表示，香港在落實普選時，要顧及
國家安全，並要警覺香港有極少數人勾結外國
勢力。香港工商總會會長王庭聰昨日批評，反
對派接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的「政治獻
金」，令人懷疑他們是為個人利益，及受西方
勢力牽制，才發起「佔中」搞亂香港。
王庭聰昨日在一個活動上表明，他支持各方
應為香港市民利益着想，放下成見理性討論，
「起碼有第一步先。」不過，他質疑反對派
「啲錢究竟來自邊度」，更令人懷疑他們既為
個人利益又受西方勢力牽制，才發起「佔中」
搞亂香港，協助美國「重返亞洲」，利用香港
作為執行此政策的基地，「乜嘢國際警察吖，
根本就係國際土匪！」

王庭聰斥反對派「收錢」亂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普

選 反佔中」大聯盟簽名人數突破115
萬，已簽名支持「反佔中」的香港大學
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見圖）昨日指
出，一旦「佔中」發生，全世界投資者
會重新評估香港未來經濟發展前景。他
強調，單靠「叫陣」及口號並不能解決

問題，社會需要透過「開價還價」的談判達成協議。

政制原地踏步 港社會同付代價
王于漸昨日在接受《星期六主場》訪問時表示，一旦「佔
中」發生，社會對未來政治遊戲規則達不到共識，將會令全
世界市場重新評估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前景，而不論是「佔
中」或政制原地踏步，香港社會很多人要一同付出代價。
他認為，政改討論需要「開價還價」，但目前香港社會沒

有「談判」，只有「叫陣」，「國際標準是很抽象的東西，
你要有具體方案，談判一定要具體，但我看不到有方案。」

「佔中」非有商有量已簽名「反佔中」
王于漸表明，他已簽名「反佔中」，並批評「佔中」並非
一個有商有量的方法，又指參與「佔中」的學生並非不懂計
數，只是成本低，隨着他們成長，考慮的因素就會不同，成
本及代價也會較多。他強調，社會透過口號方式的回應並不
能解決政改問題，而應互相提出不滿的地方，才是談判的第
一步。他希望社會各界能夠拿出勇氣表達意見，討論具體方
案，只要各界尋求到共識，這就不是「袋住先」方案。
王于漸等早前提出「13學者方案」，他解釋，希望拋出

該方案鼓勵反對派、建制派及市民繼續討論，否則在沒有共
識下，香港只會繼續撕裂，不單出現「佔中」，甚至會令日
後的管治出現問題。

反對派「叫陣」王于漸：損投資者信心

影響生意

從事旅遊業的鍾小
姐坦言，鼓吹「佔
中」者聲言要霸佔街
道，很大可能會引起
塞車，「我想去上
班，但這裡塞住，我
就要遲大到，人家有
約，可能是傾生意或
有甚麼重要事，卻臨
時爽約，這都是『佔
中 』 最 明 顯 的 影
響。」
她續說，香港一

亂，無論各行各業都
會受影響，包括影響旅客的來港意慾，間接也會影
響其旅遊公司的生意，故她一定要出來簽名反「佔
中」，「好像一個家庭，如果有事，當然應該維護
自己的家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余女士批評，香港社
會一直好安定繁榮，但
鼓吹和參與「佔中」
者，就要搞亂香港社會
的秩序、破壞香港的長
遠經濟發展，企圖製造
混亂，既無建設性更無
意義。
她表示，自己只是一

個普通的小市民，只喜
歡穩定繁榮的香港，也
只需要香港穩定繁榮就
已經心滿意足，故她在
簽名「反佔中」的同

時，也會考慮參與在8月17日舉行的「保和平保普
選大遊行」，即使有事未能參與，也會以「心」去
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搞亂秩序

廣州遊客簡先生帶
同妻女來港旅遊，經
過尖沙咀碼頭的街站
立即趨近簽名，「社
會需要平安、和諧，
老百姓不要受到傷
害，大家收入好、大
把 錢 、 生 活 就 會
好。……我絕對支持
『反佔中』！」
他強調，既然社會

制定法律，大家就要
遵守，「正如交通條
例規定不可衝紅燈，

你衝，就是違法。」而人與人相識就是一種緣分，
不管哪一派，都應該平心靜氣坐下來慢慢談，故他
對暴力十分反感，「為何要罵？要擲物？大家可以
講道理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任職文員的俞小姐表
示，自己之前一直都想
到「保普選 反佔中」
的街站簽名支持行動。
她批評，「佔中」無助
解決現今香港社會所面
對的問題，且社會上已
經怨氣太多，「佔中」
行動這些負面的事，只
會擾亂香港社會秩序。
她批評，「佔中」是

「搞事」，嚴重影響其
他市民的日常生活，又
批評很多立法會議員經

常亂擲東西，行為非常暴力，做法非常過份，更令
社會非常混亂，所以不希望再出現這些暴力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搞事亂港

違法害人

鄭先生指，「佔
中」只會嚴重擾亂香
港市民的日常生活，
製造事端，而並非去
解決現時社會所遇到
問題。他認同大聯盟
所提倡的「和平普
選」的理念，故自己
特地到「保普選 反佔
中」的街站簽名支
持。
他坦言，現在港島

區的交通已經非常繁
忙擠塞，尤其是灣仔

至中環一帶，平日駕駛經過都需等候多時，令人擔
心「佔中」一旦發生，將令該處的交通更為擠塞，
需要繞路而行，等候的時間更長，甚至無法到達目
的地，影響他的生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近日多名立法會議員
涉及「黑金政治」醜
聞，簽名反「佔中」的
退休人士劉先生批評，
李卓人、梁國雄等反對
派議員涉嫌收取壹傳媒
集團主席黎智英的政治
捐款，卻不肯承認，是
在「呃香港人」，又不
滿議員的行為教壞青年
人，認為應該要把這些
行為不當的議員拉下
馬。
他表示，會呼籲家人

不要參與「佔中」，但不會強迫家人簽名，「因為
簽名是個人的自由。家人明白事理，都會自己去簽
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黑金呃人

阻塞交通

余先生表示，非
常反對「佔中」行
動，所以特地到
「保普選 反佔中」
的街站簽名支持大
聯盟行動，並嘆言
自己在8月17日有
事，未能參與當日
舉行的大遊行，對
此感到可惜。
他坦言，每一個

香港人都有表達自
己意見的權利，但
表達意見的方式有

好多種，有和平理性、有暴力帶破壞性等，未必一
定要透過「佔中」才可表達意見。而「佔中」行動
對香港社會破壞甚大，會損害香港經濟長遠發展，
且會影響社會的穩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破壞經濟

家住黃大仙東頭邨的李
先生是保安員，在山頂工
作。他批評，「佔領中
環」擾亂秩序，對香港整
體社會不好，故他也呼籲
家人簽名，身旁的親戚朋
友也不喜歡中環被「佔
領」，「因為『佔中』會
擾亂交通和經濟，會有很
多人的生計受威脅。」
他認為，之前「有些

投票」（即反對派舉行
的 所 謂 「 佔 中 公
投」），只是上網投

票，但「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是次簽名活動，
有實體簽名站及有人核對身份證，「保證唔會呃
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影響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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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狠批市民狠批「「佔中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