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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革命」絕不可能得逞

「佔中」啟動以來，一些西方媒體毫不掩飾地公開
宣稱這是一次「顏色革命」。美聯社以「雨傘革命在
香港擴散」為題加以報道；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
將香港「佔中」稱之為「雨傘革命」並登上了雜誌封
面；英國《獨立報》也將香港「佔中」稱之為「雨傘
革命」；英國《金融時報》更是以《雨傘革命讓人質
疑「一國兩制」》為題報道「佔中」。看來西方媒體
已經作了定性。 「佔中」看似尋求「真正的民主」，
實質是有些人想搞亂香港、搞亂中國。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是700萬港人的香港，絕不
會是少數人為所欲為、渾水摸魚的場所，更不是某些
國家製造分裂、圍堵中國的「橋頭堡」。國家主席習
近平日前會見香港工商界專業界訪京團時提出「三個
堅定不移」：中央將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和基本法，堅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進民主發展，堅
定不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9月30日，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筆者在座親耳聆聽了習
主席的講話。他指出：中央政府會堅定不移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維護香港及澳門長期繁榮穩
定，不斷推進「一國兩制」事業。

習主席的講話表明了中央的堅定態度。在香港，無
論發生什麼事情，也無論外部勢力搞什麼動作，「一
國兩制」和基本法不容挑戰，任憑風吹浪打，太陽如
常升起！這彰顯出中央對香港的定力和信心。

警方執法行動無可指責
民主社會需要尊重少數的意見，但並不意味着少數

人可以採取違法行為；法治社會需要包容不同聲音，
但並不意味對違法者姑息縱容。法治是香港的核心
價值，也是香港的根基之一，不容撼動。法治的內涵
之一是有法必依，違法必究。警察的職責是維護公共
秩序、維護法律尊嚴。法治社會無特權，任何人、包
括青年學生都應該遵守法律。

面對示威者不聽警告、衝撞警方防線、甚至用雨傘

捅戳警員、用石磚扔向警員，眼看局面即將失控，在
多次警告無效，且單用胡椒噴霧亦無效的情況下，警
方迫不得已施放87枚催淚彈，有效控制了局勢，卻被
抹黑為「暴力」對待「手無寸鐵的學生」。

「佔中」激進分子習慣於用「國際標準」說事，那
麼，對待違法示威者，英美國家示範的「國際標準」
又是什麼？

2011年9月，「佔領華爾街」行動的示威者遊行到美
國最繁忙港口奧克蘭港口，迫使港口停運。警方施放
催淚彈和閃光彈驅趕人群，逮捕了300人。兩個月後，
紐約數百名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及鏟車對「佔領華爾
街」行動的大本營——祖科蒂公園進行了強制清場，
逮捕了200餘人。

2009年4月1日，英國警方施放煙霧彈，驅散抗議
G20峰會的人群。2011年8月，英國爆發30年來最嚴重
的騷亂，英格蘭地區一周之內有2,250多人涉嫌違法被
捕。

香港警方具有良好的專業素質，在此次行動中保
持了極大克制，使用催淚彈驅散人群，也是為了使
情緒激動的人群保持安全距離，避免衝擊造成傷
害，而且事先也做了多次警告，而催淚煙的武力層
次與胡椒噴霧一樣。無論從「國際標準」，還是從
實際效果看，這種做法都是必要的、合理的、適度
的，他們的執法行動無可指責。連日來，在旺角、
銅鑼灣、金鐘，「佔中」組織者、煽動者，一再發
動一些學生和市民與警員對峙，暴力抗警，但前線

警務人員遵守職責，
不偏不倚執法，廣大
市民有目共睹。

反「佔中」民意和
力量迅速凝聚
時 至 今 日 ， 「 佔

中」禍港，已暴露無遺。違法「佔中」行動衝擊政
總、阻塞交通、製造衝突，導致學校停課、商舖關
門、遊客銳減、股市下挫，連續多日釀成流血事件，
讓「東方之珠」幾成「混亂之都」。人們看到，在這
場危機中，以梁振英為首的特區政府果斷處置，警方
竭盡全力維護秩序，中央堅定不移地支持特區政府，
社會各界人士包括一些中學、大學校長紛紛發聲，支
持警方維持公眾安全，呼籲示威者盡快停止「佔
中」，「挺梁」、「挺警」、「挺法治」已成共識，
不少市民紛紛走上街頭向「佔中」說「不」，反「佔
中」的民意和力量迅速凝聚，事情很快朝有利於恢復
社會秩序的方向發展。

香港的法治根基不容撼動，香港的主流民意不容忽
視，香港的繁榮穩定不容破壞，愛護香港的力量正凝
聚在一起，共同守護家園的安寧。廣大市民一定會以
理性、務實的姿態，齊心守法護法，力挺特區政府依
法處置，力挺香港警方果斷執法，力挺基本法和人大
決定在香港貫徹實施，「一國兩制」的車輪將滾滾向
前，正如張曉明所說，「太陽如常升起」！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太陽如常升起」彰顯對香港大局的信心和定力
面對來勢洶洶的「佔中」行動，梁特首領導的特區政府妥善處置，警方全力維護秩序，中

央堅持「三個堅定不移」，越來越多的市民向「佔中」說「不」，「挺梁、挺警、挺法治」
日益成為主流民意，反「佔中」的民意和力量迅速凝聚，事態很快朝有利於恢復社會秩序的
方向發展。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出席國慶活動時所說，「太陽如常升起」，正是顯示了對
香港大局的信心和定力。事態的發展正好印證了張曉明這句話是至理名言，任憑風吹浪打，
太陽如常升起！香港大局豈是極少數人發動「佔中」能夠改變？

「佔中」為社會帶來的破壞遠遠不
止經濟、民生等方面，更在於撕裂社
會，破壞人際關係的紐帶。不少學者
曾指出，十年文革，導致人與人之間
沒有了信任，社會充斥猜忌、對立
甚至是仇恨，最終要花上很長的時間
才逐漸彌補了傷痕。令人痛心的是，

內地民眾對文革有十足的警惕，但在香港，「佔中」
搞手和反對派卻要以民主之名發動一場「港版文
革」，製造尖銳政治對立，將香港社會撕開兩邊，令
家人陌路，朋友絕交。搞手們都有家人朋友，如果他

們還有一點良心，就應立即停止這場政治狂飆，不要
令香港重蹈文革的悲劇。
自從「佔中」爆發以來，網絡世界出現一股「un-

friend」熱潮，不少人將「異見者」「unfriend」（移
除朋友），手機通訊群組亦「退群」不斷。同時，也
有家長因此和子女產生矛盾，親子關係變得緊張，甚
至有子女面對朝夕相處的家人，亦選擇視而不見、充
耳不聞，結果處處都是「戰場」。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本來不同人對一些政治議題
有不同看法是十分正常的事，但「佔中」卻不是一次
普通的示威抗爭，而是一場政治狂飆。一些人在網上

發表反對「佔中」的意見，立即招來「佔中」者謾
罵；有些人只是表達「佔中」對自己生活造成不便，
也招來批評甚至人身攻擊，當中不少更是相識多年的
朋友。有家長出於愛護子女之心勸導他們不要「佔
中」，卻被子女反唇相譏，認為他們「頑固守舊」，
導致家庭出現裂痕。為甚麼血濃於水的親人、相識多
年的朋友竟因為「佔中」而反目？主要原因是一些人
總以為自己站在道德高地，擁有道德光環，對於一些
異議聲音不屑一顧，認為這些人都是反民主的一方，
是「道德的侏儒」，必須群起而攻之。
為甚麼一個和諧友愛的香港，在短短幾日間就發生

了這麼大的變化？罪魁禍首就是「佔中」搞手以及一
眾反對派。是他們在這年多以來不斷到各學校向學生
「洗腦」，灌輸錯誤的民主觀念；為了將青年學生推

作「佔中」的主力部隊，不斷向他們落迷藥，令一班
青年學生以為「佔中」就是正義的，破壞經濟民生是
必須的，為「佔中」不惜與家人朋友反目也是值得
的。請問，這不是「洗腦」是甚麼？反對派當年大力
抹黑國民教育就是「洗腦」，但現在究竟誰在「洗
腦」？
堵塞的馬路可以重開、下跌的港股可以回升、破壞
了的街道可以修復，但毀壞了的人際關係，破損了親
情，卻不容易修補，這一道裂痕可能成為一生的遺
憾。一些青年學生可能因為滿腔激情，誤信「佔中」
搞手的花言巧語，如果因此損害了前途，失去了親情
友情，這樣值得嗎？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佔中」
搞手以及反對派發動這一場政治狂飆，破壞香港、撕
裂社會，這一筆帳，全港市民都會與他們算清楚。

「佔中」撕裂多少家庭友情？ 卓 偉

■責任編輯：謝孟宜 2014年10月6日（星期一）

■屠海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海
濱事務委員會與發展局最近展開了
「擬議成立海濱管理局」第二階段
公眾諮詢，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
在網誌提到，諮詢中建議成立一個
專責的海濱管理局，全面規劃、設
計、營運及管理海濱用地，希望公
眾就管理局的行政職能和財務安排
提供建議，攜手建設維港海濱。
陳茂波昨日發表題為《共訂海濱
管理局的框架》的《局長隨筆》，
指根據成立海濱管理局第一階段公
眾諮詢結果顯示，公眾大都支持成
立一個有專屬資源和單一使命的海
濱管理機構，但對海濱管理局的部
分框架內容，例如行政職能和財務
安排的意見比較紛紜，希望公眾再
提供建議。

由政府團隊逐步過渡到獨立隊伍
在行政職能方面，陳茂波表示局

方建議以一個逐步過渡的模式展開工作。在
海濱管理局成立初期，成立一支來自不同相
關範疇、富經驗及由公務員組成的政府專責
團隊，支援管理局的運作並向其董事局負
責，讓海濱管理局可以較快展開工作。
同時，管理局亦會招聘一些具備商業觸覺

和市場運作經驗的專才，使到項目得以全面
規劃和發展。待海濱管理局的運作和項目發
展漸上軌道，累積足夠經驗後，就可建立獨
立行政隊伍，逐步取代由政府借調的人員。

預留專項基金 作初期運作資金
至於財政安排上，局方建議在政府內部先

預留一筆專項基金，金額足以支付發展指定
海濱用地或項目所需的資本性支出和管理局
的初期運作資金，例如以首5年的營運費用
為限；落實項目時，管理局須向立法會申請
基金撥款。局方亦會就擬議撥予海濱管理局
的土地進行財務研究。
維港兩岸海濱全長約73公里，局方建議採

取循序漸進的發展策略，分階段向海濱管理
局審慎撥出可供發展的海濱用地，這些用地
包括中環新海濱、灣仔—北角海濱、鰂魚涌
海濱、觀塘海濱及紅磡海濱等，以逐步取得
公眾信任。
「擬議成立海濱管理局」第二階段公眾諮詢
為期3個月至12月24日，海濱事務委員會和發
展局會舉辦公眾論壇和簡介會以收集意見。

播流言抹黑警隊
反對派亂點「臥底」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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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2014年仁川亞洲運動會
日前圓滿結束，香港選手在很多新項目奪得獎牌及刷新紀
錄，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在網誌表示，結果證明本
港運動水平正在不斷提升；又說培育出多位精英運動員的
香港體育學院明年起設立一項新的精英運動員嘉許計劃，
在全職運動員退役時發放一次性的獎金，以協助他們適應
離開訓練後的生活。
曾德成昨日發表名為《香港亞運代表團凱旋》的《局長
隨筆》，指香港運動員在本屆亞運會上一共奪得6金12銀
24銅合共42面獎牌，表現出色，而且香港選手在很多新
項目中奪得獎牌及刷新紀錄，尤其值得可喜，足以證明本
港運動水平正在不斷提升。

全職精英運動員退役獲一次性獎金
曾德成表示，眾多精英運動員都是在香港體育學院（體

院）裡接受培訓，為表揚香港優秀運動員在大型運動會上

付出的努力，體院將於明年起設立一項新的精英運動員嘉
許計劃，在全職運動員退役時發放一次性的獎金，以協助
他們適應離開訓練及賽事後的生活，開創另一番事業。
為了吸納在學的有潛質運動員受訓及參賽，並協助他們

將來在退役後學習或發展「第二事業」，曾德成表示，體
院由1996年開始，已經為現役及已退役的精英運動員推
出了多項教育及就業支援措施；至今，體院已透過「香港
運動員基金」向162名運動員批出約1,600萬元的資助，
讓運動員修讀由合資格院校開辦的證書至學士學位課程。
另外，在2013/14年度，體院舉辦了40個「運動員發
展支援計劃」，向運動員提供教育及事業發展支援，幫助
了約680名運動員。
曾德成表示：「培育人才是一項長遠的投資，訓練精英

運動員是一件長遠的事業。政府會繼續與體育界合作，促
進香港的精英體育發展。」
他又表示，目前獲香港體院培訓支援精英體育項目共

26項，支援的精英及具潛質運動員（包括殘疾運動員）
超過1,000人，認為「亞運會上的亮麗成績是香港發展精
英體育的豐碩成果。一塊獎牌的背後，既有運動員的刻苦
努力，也有教練和培訓團隊的系統支持」。

■曾德成（右一）在機場迎接香港運動員，並祝賀他
們在仁川亞洲運動會取得佳績。

亞運奪42獎牌 曾德成：證港運動升呢

用心極險惡 見光頭當一人
早前「佔中」及「反佔中」人士在旺角發
生激烈衝突，有網民上載了兩幀「光頭」男
子的照片，一幅在旺角衝突現場的光頭「反
佔中」人士，另一張為在金鐘參與搬運裝備
的「光頭」警員，聲稱兩人樣貌相似，質疑
警方派員充當「反佔中」。
不過，有細心的網民點出兩人頭部最少有
三處特徵不符，應當只是「人有相同」，但
有人就以此抹黑警員，其用心極為險惡，並
呼籲大家在未確認事實前，不應隨便指摘任
何人，以免對有關人士造成影響。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日前嚴正聲明，對於有
人指責政府縱容黑社會，甚至跟黑社會合
作，直指有關指控是「完全捏造事實，非常

過分的指控，也是非常不合理」。
昨日在網上轉載的一張照片，則為昨日宣

布撤離特首辦，並與警員握手的「佔中」示
威者穿上警員制服。有網民質疑是警方派
「臥底」充當示威者，再幫助示威者撤離特
首辦。

示威者僅輔警 已決定辭職
後經證實，該名「佔中」示威者其實只是

輔警，並非正式的警察。據悉，有關示威者
姓楊，是樹仁大學學生，並自「佔中」首日
起已在現場留守，亦親身體驗過催淚煙與胡
椒噴霧。他接受媒體訪問時亦指，自己認同
「佔中」，並已決定辭去輔警一職。他指自
己支持「佔中」，留守了四日四夜，昨午決
定撤退是因為人太少，不知應如何繼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違法「佔中」持續多日，盡忠職守的警員一

直在前線面對不同意見的示威者，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近日網上多次有

轉載聲稱警員做「臥底」參與「反佔中」及「佔中」行動，企圖藉此抹黑

警隊，降低警隊執法的公信力。有網民昨在網絡轉載一名宣布撤離特首辦

的示威者與在場警員握手，及其穿警服的相片，質疑該警員「冒充」示威

者，意圖搞亂「佔領」行動。然而，其後該「警員」被證實只是一名輔

警，故才會有穿警服的相片。

▲上圖及左上圖：有網民聲稱有警員
「扮市民」到旺角反「佔中」，但有眼
利的網民點出兩人有多個特徵明顯不
同。 網上圖片

◀「佔中」示威者其實只是輔警，並非
正式的警察。 網上圖片


